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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对高校计算机专业老师的水平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和要求，关于教师培养途径与方法的探索，以往从推
动学生成长、教育进步的视角入手来探讨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忽视了教师专业发展符合教师自身需求的本体意义。我
们着眼于赋能，根据师资"质量"提高这一宗旨，把教师培养环节划分为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学科情意三个模块，培
训方式分为案例研讨、课堂反思、课堂研究、讲座交流四大类;根据教师培训需求、明确培训目标、确定受训人员、确
定培训内容、安排受训者的个人任务这五个步骤展开培训工作。通过三项内容、四种方法、五种步骤的全方位、多元
化教育发展计划和支持体系，最大限度地"赋能"教师，助力教师实现职业发展与个人成长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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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era has brought new impact and requirements on the level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xploration of ways and methods of teacher train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wa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students 'growth and educational progress， and the main 
significanc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teachers' own needs was ignored. We ai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divide teacher training into three modul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subject sentiment， case discussion， classroom reflection， classroom research and lectures， according to teacher 
training needs，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trainees， training content and personal tasks of trainees. Through three 
contents， four methods and five steps of comprehensive， diversifi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s and support system， 
we can maximize the "empower" teachers and help teachers achieve the optimization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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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百年之策,以教学为本;育德之策,以教师为本。教
学的成败、国家的兴亡都系于师资。如果教学是国家
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师资则是基础的奠基者。在过去
对于教师培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往往以培养教师
知识技能、推动教育进步为切入点，寻找教师专业成
长所面临的新挑战，但对于教师专业成长的工具性指
导作用往往过分夸大，而没有严重影响到教师专业成
长的教师主体作用，导致了教师专业成长能力的严重
不足，从而无法实现以创造力、评判式思维能力、沟
通能力、协调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等基础技能为主要
培养目的的赋能培养需求。是针对教师赋能的教师培
养，强调以教师为核心，关注教师的赋能成长，以教
师的努力与能力的优化成长为核心，以促进学生的最
优化发展为根本，不断向教师提供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计算机专业是全国开设最多的专业之一，因此，本文
以计算机专业教师为例，研究面向教师赋能的师资培
训方法。 

2  研究背景 

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教师培训面临的问
题和矛盾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体制原因外，人的因素
无疑是第一位的。如何促进师资队伍质量的提升?成为
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都在反思的问题。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使我国教育面临空前未有的挑战。各学
校老师在这严峻的考验中，都些许手足无措。在党和
国家的各种方针政策下，全国高等院校积极开展网家
的各种方针政策下，全国高等院校积极开展网络课程，
全力保障课程在疫情期内有序开展。 

所以，师资培训在这一时期显得特别迫切与紧要，
其需求量迅速上升。正是这个突发事件，使人们再次
思索新时期师资培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新时代,如
何提升教师教学能力?需要重新回到教师专业发展的
初心——赋能教师[1]。只有突破目标、时间、地点、
环境条件、评估方法等多方面的认识定式，教师培训
才能找到新的出路，从而为教师赋能。 

赋能用英文表示是Enable或Empower，更简单的理
解就是"你本来不能，但使你能"[2]。在教师专业发展
情境中必须坚持的赋能准则主要有:个性化教育，即教
师根据当前教学改革背景下的实际问题，进行对赋能
理念下的课程需要精准的判断和挖掘，同时还要有针
对性地设计培训项目与研修内容[3];实用性，在赋能
课程中教师不可只获得停留在应知应会层次上的教育
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等，而应是能在课堂
实际中学以致用的能力;伴随性，在赋能导向下无缝衔
接教师的教育专业发展和实施过程，它将嵌入教育的
整体实施流程中，在为教育的全面实施发展提供指引
性规范、过程性保障、针对性干预的过程中，推动教
育持续发展[4]。 

目前大学计算机专业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具体表现如表1所示。 

根据当前大学计算机专业教学的主要问题，需要
明确教师赋能培训的方向，促使教师赋能的师资培训
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5]。根本上，在赋能理念的引
导下，教师的专业发展将会是教师采用一种主动探究。
学以致用的方式来解决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使得自身教育教学能力得到持续提升，从而助推学生
的全面发展。 

3  培训内容设计 

计算机专业的显著特点是应用广泛。计算机成为
信息通讯时代的主要载体与工具，也承载着日益巨大
的功能。各行各业都把计算机当成一种现代化、数字
化、自动化的工具来使用，这也是计算机的硬件和软
件能得到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这种现状决定了计算
机专业教学不能一成不变，培养内容设计要多样化。
此外，基于教师赋能的教师培养，应该是教师的学科
发展及其内部学科体系不断更新进化的过程。我们可
将计算机专业教师培养过程中对教师学科素质构成的
需求，依次从知识结构、技能构成和专业态度上划分
为:专业知识、专业技术和专业情意，面向教师赋能的
师资培训主要从图1涵盖的三个模块展开。 

 

表 1 大学计算机专业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具体表现 

序

号 
主要问题 具体表现 

1 
课程教学设计不

合理 

课程与专业联系不密切，教学进度

与教学大纲不符合要求，教学步骤

和时间安排不合理论。 

2 教学内容不恰当 

教学内容信息少，仅限于教材和书

本; 教学内容偏易，深度不够; 教

学内容和实际联系不紧密，缺少实

际案例、专业新动态和前沿知识。 

3 
教学模式传统单

一 

采用传统讲授模式，教师满堂灌，

仅采用多媒体播放 PPT，教学方法

不够多元化。 

4 教学手段不科学 

板书和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关系不能

平衡，PPT 制作简单粗糙，照搬教

程，文字多，设计不当，层次重点

不突出; 教师讲得太快; 教师讲得

单调乏味; 教师没有提供教学视频

回放。 

3.1  专业知识 

伴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新型学科专业知识、

边缘学科专业知识、交叉学科专业知识等不断萌芽和

涌现，这就让教学者必须进一步的调整和创新知识结

构，同时提高适应信息时代发展而获取知识的水平。

面向赋能的师资培训需要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建立

面向教师赋能的师资培训方法研究与实践——以计算机专业教师为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2 ISEP

77



 
   

 

健全多层次、多门类、多元化的培训内容体系结构，

从科学素养、人文素养、科研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等

方面着手学习，让教师具备从事专业工作所必须拥有

的基础理论知识。强化学科专业教育，尤其是强化对

人才而言是长期性技术理论基础的重点学科专业教

育，以提高学员的专业知识特点素养。比如，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计算机网络》、《编译原理》、《数

据结构》、《数据结构》等，这些相关专业课都是计算

机技术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专业技术必修课，也是学

生继续深造，考取研究生的必考课程，针对这些课程

专业知识的培训需要仔细斟酌[6]。 

 

图 1  面向教师赋能的师资培训模块 

 

3.2  专业技能 
关于教师专业技能的培养，应本着巩固知识、发

展技能的原则，主要从下列五大角度入手:教师熟练掌
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能力、高效的交流表达能力、
克服困难和行动的基本能力、创造观念和实施能力、
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开发能力。其中，关于思维创新与
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其中显得格外突出。在当今信息时
代，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有效培养是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然而基本的教育理念由教师的
创新意识所决定，教师的创新思维决定着其在教育过
程中将采取何种的教学方法。所以，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的构筑与赓续将直接受教师的
创新意识与教学能力的影响。 

计算机专业本来是一种偏向于上机操作的专业课
程，但是大学专业在教学的同时还需要为学校提供电
脑实验室[7]。只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计算机专
业的学习者才能够比较彻底的认识到计算机专业的实
质意义。所以计算机专业老师还需要根据课本，自己
掌握熟悉相关的实验项目，同时要可以相应的在一旁
对有困难问题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回答，有助于他们提
高自身的计算机专业素质。同时，实验教室教学过程
中学生可适当的活跃一点，老师可抽空搞一点趣味性
的实验，使学生体会到实践的趣味性，更能培养学生

对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浓厚兴致。这样在计算机专业教
师在对专业技能培训的时候需要考虑实验课程又要能
提高实验课程的吸引力。 

3.3  专业情意 

教师专业活动和行为的动力源泉是专业情景或专
业态度。依靠不断的熏陶、感化和引导，教师良好的
专业态度才得以养成。要想形成教师积极的专业态度
离不开学校环境的熏陶、学校决策层的引导以及师生
之间的相互感化，但教师对于自身的深入挖掘和科学
探析才是最重要的。在面向教师赋能的师资培训中，
时刻环绕知识、技能和情意这三个侧重点出发来明确
培训内容，同时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重点培养专业
方面的技能和专业方面的能力[8]。同时，根据教师的
工作现状、原本基础和实际需求进行培训内容的商榷，
着眼于学校的基本特征进行师资培训。 

考虑计算机专业的迅速发展与创新迭代，计算机
专业老师的专业情意还需要培训老师教育理念的责任
化、现代性，由于教学课堂是教师们授课的主要战场，
而老师则是授课实施的重要带领者，并具有指导功能，
在授课前，老师一定要全面熟悉学生基础知识和对知
识点的熟悉程度，掌握课程性质，熟悉教学内容，并
选择优质课程，完成教学任务策划，并做好上课学生
管理工作;计算机专业需要教师应具有更高水平的科
学研究才能和更多的科学技术水平，一方面，加强自
身的业务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学生参与到
教师科研项目。 

4  培训方式选择 

对应于培训内容设计中所划分的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专业情意三个模块，我们主要是依据接受习得
性学习、研究发现性学习和分享交流性学习三种学习
方式（表2）来确定具体的师资培训方式。 

表 2  培训内容与学习方式 

培训内容 学习方式 培训方式 

专业知识 接受习得性学习 倾听接受式培训方式 

专业技能 研究发现性学习 体验探究式培训方式 

专业情意 交流分享性学习 接受体验相结合方式 

4.1  案例研讨 

记录教育教学经典实例的有效手段之一便是案例
研讨。它记述了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情景、
解决问题过程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导向和需要采取的
最后的解决方案。这类培训方式包括案例写作和交流
研讨两个板块。由于教师间日常的互相交流沟通比较
少并且教师的工作重点表现为个体化的劳动过程，而
案例写作则是通过书面方式反应教师的教育教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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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教师反思自身的研究行为，从而增强教学工作的
专业化技能。教师要不断地了解学习和创新性应用他
人的教学理论及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可以
循序渐进地引导教师进行深层次探讨，激发自身原有
的缄默性知识。 

为使面临毕业的学生可以进一步的获得公司青睐，
进而实现学生满意就业，公司乐意使用的目标。我院
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开展应用型的人才体系构建的活
动。以企业工作要求为基础制订培训规划，把公司成
熟案例当作学习案例纳入课程内容，学习的同时积极
参与案例研究，培养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收获软件
开发知识和企业协作能力。利用校企合作，定期聘用
公司内具有丰富案例研究经历的技术人员来对学员传
授现代软件开发技能以及一些企业实战经验。如此，
不但开阔了学员的眼界，同时带动了专业知识的培养，
进而提高了适应公司的能力。 

4.2  课堂反思 

实践加反省，是老师成长的必经之路。依据布鲁
巴赫(J.W.Brubacher)等专家的观点，课前设定的课程
目标和需要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只能通过课后才能实
际验证出来。课题完成后，若不适时地加以总结与反
思，所面临的问题将无法得以全面解决，而成功的经
验也将得不到很好的提炼与升华。课后备课，旨在帮
助老师从正反方面掌握教学经验与教训，加强课堂的
教学效果，提高教师教学技能。 

写反思日记是课后备课的方式之一，教师定期或
不定期的写下他们在工作中的经验，并与其他教师协
同分析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事实上，这
种方法利用对“挑剔问题”的理解来充分识别学习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制定具体的改进计划创造良好
的环境。同时，有效地反思其自身的教学实践和教学
方法，有助于教师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法，促进教师的
专业发展。 

4.3  课堂研究 

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工作是指高等教育学院有计划
的周期性地开展教学科学研究立项工作或者向上级申
请立项，同时要拟定由团体或者教职工个人所负责担
任的教育教学科研课题。在课题的实践过程中，要紧
紧抓住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和问题，针对性地开
展培训。通过对特定课题的探讨，教师可以有针对性
地对问题进行具体的探索、讨论和思考，从而通过不
断的研究和发现来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 

计算机人才课堂必须构建以能力为主线的课程体
系。在授课方式上，放弃灌输式，探索启发式项目教
学。增加实验内容，增强实效性。针对学生能力差异
及其成长意向，探索实行分层级教学方法。因为学生
们的知识、兴趣、动机、方式等都具有差别，所以老
师们应该从各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材施教，才可

以让各个层面的学生都学有所得。因此计算机人才培
养也应注重素质教育，进行学科教育观念的改革。通
过开展公选课、举办专题讲座、进行第二课堂竞赛等
活动方式，来进行对大学生的综合教育，从而培养他
们的动手创新能力[9]。 

4.4  讲座交流 

在面向教师赋能的师资培训中，讲座也是一种重
要形式。教学中常用的一些问题以讲座的形式呈现，
效果更为明显。高等院校从老师的共性问题中设定重
点课题，并进行集中的培训，通过专题讲座与老师交
流，并邀请教育学院的负责人以及自身老师、培训专
家等参与主讲，及时地设定培训主题，并针对老师授
课情况而制定的交流计划，并提供一些可以引发老师
思维的课题，让老师自觉的聆听，以形成自己的看法，
经过互动与分享，我们可以及时吸取并内化他人的优
点，从而让老师转化为主动创造者，并帮助培训师和
受训师加强合作伙伴的联系，进而培养了老师对学生
有效交流、解决问题以及参加培训活动的积极性。 

此外，在现代化信息通讯时代，知识传播的形式
越来越多样化。许多通信网络和多媒体的信息传播方
法已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这是一种质的飞跃，需要培养一种先进的现代
教育技术，让老师们能够了解现代信息，以培养出能
够使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技能教师。教师能够根
据自身教学需求来制作和使用课件，以适应学生为目
的的新教学方法, 并作为一名教师发挥其真正的主导
作用。 

5  培训实施步骤 

根据面向教师赋能的师资培训方案设计，我们计
划根据教师培训需求、明确培训目标、确定受训人员、
确定培训内容、安排受训者的个人任务这五个步骤展
开培训工作。 

5.1  了解教师培训需求 

在对教师进行组织培训前，深入调查了解教师的
培训需求是组织培训的关键。在此过程中采用观察、
调查、访谈、SWOT分析等形式，通过对需求的事先了
解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教师对培训的真正需求及认同度
[10]。不同阶段的教师群体有着不同的需求，如计算
机新技术的发展、计算思维的新拓展等；相同的群体
在不同时期中也会有不同的需求。 

5.2  确定培训目标 

师资培训目标是根据教师培训需求来确定的，即
本次培训是为了实现什么。新课程培训前需要预先下
发通知，明确培训的目标和内容，让所有受训的教师
做到心中有数，而且要事先做好相关资料和心理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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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确定受训人员 

确定参加培训的人员对确定培训的内容有两层含
义，第一什么样的教师需要参加培训，是全校教师还
是以年级组或者课题组为单位，是计算机专业骨干教
师培训还是计算机基础课教师或新教师培训，这些都
关系到对培训内容的确定；第二是参加培训人员的数
量，是部分教师还是全体教师，这些都关系到培训方
式的选择。 

5.4  确定培训内容 

教师培养课程主要包括教师职业道德培养、教育
教学思想、学科专业基础知识与能力、课堂教学实践
技能、教育科研等方面。在实践中，我们按照参与培
训的老师的情况来制定课程教学内容。因此就算是一
样的训练内容，对于各个阶段的老师而言也有不同的
要求，具体的培训需求程度如下表3所示: 

5.5  安排受训者的个人任务 

在每一次培训活动中，首先要明确参加培训人员
的个人任务，使参训人员有目的地、有目的地参与教
师培训活动，使他们快速融入培训活动汇总来，从而
主动避免批作业、开小差、提前溜号等现象的发生。
作为培训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培训组织者的指导下参
与到组织中来，进而增强活动的参与度。 

6  结束语 

赋能教育的出现为新时代大学计算机教育改革提
供了新的机遇，切实建立起面向教师赋能的师资培训
能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是一种与时俱进，促进师资
队伍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11]。基于教师赋能理论的 
教师培养，可以促进教师培养性质由消极补救型向积
极改善型的过渡，进而促进教师培养性质由"外控型"
到"内控型"的转变，从而帮助教师最大化地进行职业
发展与个人成长，进而打造一个能够满足学生可持续
成长需求的自主发展与学习型的教师，打造一个老师、

学生与院校之间和谐成长的学习型团队，实现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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