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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oc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ow to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social
needs with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eatures developed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fac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 formation and training of outstanding mathematics teacher tea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which can change their traditional mode of
thinking, improve the learning of the following courses of interest,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independently. The research-based teacher team and a clear orientation and target, can
make loc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 the service of local people, in order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turn to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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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地方高职院校，如何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发挥高职院校自身的特点是现阶段高职院
校面临的重要课题。组建和培养优秀的数学教师团队，提高数学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是提高教学质量
的重要保证；能够改变学生的传统思维模式，提高学习后续专业课程的兴趣，提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发挥研究型教师团队的作用，明确办学定位和目标，真正实现地方高职院校服务于地方，促进经济发展，
回报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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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是国外比较成熟的一种教师研究和专业成长的方式，为教育理论在教
育教学中的运用及教育教学的改进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教育行动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越来越
多的学校教师、教师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的支持。澳大利亚的凯米斯教授(Kemmis, S.)从教育的角度
出发，将行动研究描述为：“行动研究是由社会情境(包括教育情境)的参与者，为提高对自己所从事的社
会或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为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依赖的背景的理解，进行的反省研究”[1]。
行动研究的方法在 80 年代进入到中国，很多从事于职业教育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理论
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例如浙江大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
划”基地建设等。

2. 地方高职院校教师科研现状的分析
现阶段，在针对本地区的高职院校前期调研中发现，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社会就业的竞争日
益，作为培养应用型一线人才的高职院校的教师队伍，尤其是研究型数学教师队伍的培养方面还存在一
些现实问题：

2.1. 教育研究方面缺乏指导
作为地方高职院校，由于办学基础和起点等客观的原因，教育理论缺乏科学的指导，师资力量较为
薄弱。教师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学科专业方面的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忽视了对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
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造成教师将精力主要用于如何完成教学任务；缺乏研究意识，没有研究愿望，更
缺少研究的基础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后续的教师在职培训中，也存在着重视学历提高培训和专业知识培训、忽视了教育理论和教育科
学研究方法的培训，教师的教育理论素养和科学研究素质始终没有得到提高。培训机构多是把教师作为
理论工作者研究资料的提供者，或者研究结果的消费者和转化者，而忽视他们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素养的
提高，把他们隔绝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围墙”之外。因此教师以传授学科知识为己任，专心致志、心无
旁鹜地进行学科教学工作，至多进行一些必要的教研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则被视为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专
职研究领域，觉得可望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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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活动中缺乏反思意识
反思是教师自我适应与发展的核心手段，是个体成熟的标志[2]。当前地方高校教师队伍中，很多人
对于日常的教学已经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业务水平衰退，专业感觉迟钝。部分教师已经习惯于被
动地接受学校所确定的各种标准和指示，照本宣科，没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造性劳动也就无从谈
起；部分教师的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存在着严重的从众、迷信、畏难、逆反等心
理障碍，进行反思研究的意识淡薄，缺乏针对性、有意识地回顾自己的教学活动，不能用批判性反思眼
光审视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做出针对性的思考，以促进教学活动方法、过程的改进；部分教师经常拘泥
于现有教学经验的束缚，一味强调经验教学的优势，缺乏对教学创新的认识和理解，片面认为教学经验
可以替代教育理论。在墨守成规的圈子里逐渐消磨了创新、反思意识。

2.3. 教师团队意识缺乏，合作精神缺失
职业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面共同作用，是一个和谐、整体的过程。
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与其他教师、与家长以及主管机构保持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3]。通过集体交流与合
作，实现知识和经验互补和信息资源共享。但是目前，学校教师、主管机构及家长仍缺乏、及时有效的
沟通方式，学校中缺乏合作性文化氛围，导致各个教师的关系逐渐疏离。处于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教师，
已经被描述成一种孤独的角色。课堂上，以我为中心，权威的形象出现，由于地位、年龄和身份的差异，
与学生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距离感。同事之间缺乏交流，集体教研时间也多流于形式。教师与学校管理者
之间更多的是上下级工作关系，而不是协商、合作、整合、创新的同行者。学校内缺乏合作气氛，教师
活动陷于孤立与零碎，对教师专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2.4. 教育研究理念的缺失和方法的不当
前期在对地方高职院校现状调研中发现：教师从事教育研究状况欠佳，现有的教育研究活动水平偏
低，教育研究能力薄弱。即使有的教师偶尔做一些研究，也被部分专业的研究者认为不能上升到理论的
高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首先，缺乏教育研究方面的基础知识。部分教师在从事教师工作岗位以后，对于学校所学的专业知
识逐渐遗忘，只是专注于所讲授的课程。“工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无法从事
相关教育研究。
其次，教育研究选题不恰当。部分从事教育研究的教师不善于选题，表现在：1) 题目大而全，由于
缺乏团队合作，这种整体性研究的课题，对于普通教师来说缺乏可行性。2) 课题题目本身不够科学和规
范。3) 不少课题缺乏创新，不能解决实际问题。4) “跟风”现象比较严重，对某些课题一哄而上，不顾
本校实际和教师本人实际，说明教师的教育研究缺乏自己的研究理念和方向，往往随大流、赶新潮。
再次，教育研究方式落后。部分教师的教育研究还停留在教学经验总结的水平上，缺乏系统性和完
整性，理论支撑不足，缺乏实证的依据，忽视对研究结果的评估和反思，与真正意义上的、在一定理论
指导下的、高层次的教育科学研究相距较远；没有很好地掌握并运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对问题的总结往往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考察和论证，停留在对问题表面现象的简单描述上，很少深入分析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使有分析，也缺乏理论和实证调查的依据，通常给人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最后，教育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高。在前期调研中发现，部分教师很少甚至多年未在各级刊物
上公开发表过论文。此外，虽然有部分教师有科研课题，但是以学校集体的名义承担的课题为主。说明
并未有实质性的研究工作，甚至对课题的意义、内容、实施步骤都不了解，在教育科学研究和教改实验
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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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高职院校研究型教师队伍的分析
3.1. 树立和培养师范数学专业教师从事科研信心与能力
针对地方高职院校专业教师的现状前期调研中还发现，部分教师一时还难以适应未来研究型教师的
角色转变。究其原因，是他们长期对教育研究望而生畏，已经形成了一种“畏惧”的思维定势。在现代
职业教育中，要让教师认识到，仅仅能够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需
具备敏锐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具备创新能力的基础是教育科研，因此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新时期
教育改革的重点；仅仅通过经验来完成正常教学活动的教师无法成为真正的合格的教师；科研成为教师
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待教学活动的热情和精力融入到科研中去。教师在科研活动中变被动为主
动，自发自觉，实现由教学型向研究型教师的转变。
首先，需要有良好的科研体制来引导、激励教师，增强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信心和动力。教学活动
是教师进行教育研究，发现问题，更新理念的基础。在高职数学公共课程的设置与时间安排上进一步规
范，在以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与统计为基础，结合离散数学、图论等课程的相关部分知识，在适度
调整教学课时的基础上，提倡以教育科研为导向进行选择性教学，丰富和巩固教师的专业知识，树立起
教育科研的严谨态度和决心。
其次，要引导教师增强参加教育研究的信心。通过聘请相关兄弟师范院校的专家、教授来校进行科
研讲座，让教师了解和熟悉现阶段高职教育科研热点、研究方向以及实际需求。只有参加教育科学研究，
才有能力在教育教学中提炼、形成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并对之展开研究。参加教育研究工作需要付出艰苦
的努力，需要不间断地积累理论和教育教学实践方面的信息、资料，不能徒有形式，不能半途而废。

3.2. 提高数学专业教师自身的研究能力
在现有条件下，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做研究，本身缺乏必要的研究能力以及专业指导[4]。因此虽然
对行动研究持肯定的态度，但实际上参与研究的却不多。教师是否具有高度的专业兴趣和必需的知识与
能力，对于培养研究型教师的影响非常大。
首先，要从源头上提高教师本身的教育理论素养和科学研究能力。在高职数学教师的积极教学活动
中，要加强教育科学理论，尤其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例如：在高等数学课程建设中，我院先后
引入了 MES、CBE、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模式，并做了很多有益探索。新的教育理念促使教师教育理论得
到了新的提升，科研水平也随之提高，教师有能力、也愿意更多从事相关教育研究，兴趣和研究意识得
到不断提升。
其次，教师研究能力的提高需要高水平的指导。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要培养目标，实行导师制，
跟随相关教授从事研究工作。通过组织开展一定形式的培训、指导，激发年轻教师的研究热情，带动其
他教师投身教育科研中，变“不懂研究”为“我能研究”。通过培养教师感知问题的敏感度、熟悉研究
基本技巧、广泛搜集资料并思考其意义、扩充参与研究渠道和对教师角色的反省与批判等方面来提高教
师的研究能力。
1) 鼓励教师走出校门，积极参加各种教学研究会议，去兄弟院校访学，在实践中不断强化教育科学
研究理念，改变过去单纯进行课堂教学观摩，理论讲座和先进经验介绍的方式，在具体环境中发现问题，
寻找研究课题，建立理论学习、实践探索和专题研究三位一体的教育研究模式。
2)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培训机构、高等院校、教科所、企业、公司等方面的交流。
例如：①高校之间可以采用合作项目、开设研究培训班、共建实践基地、访学等形式，充分发挥高校的
智力资源优势。②适时更新教育理念，聘请相关专家来学校进行学术交流，使得教师能够很方便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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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科研方向和成果。③加强横向联系与交流，通过与专业相同、相近的企业、公司的走访，拓展研
究思路，寻找研究热点，并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和推广，提升教师从事科研的兴趣。④提升学校的社会
责任，通过与相关社区交流，了解社会对学校的期望，使得教师真实感受肩负的社会责任，通过教育研
究来努力回报社会。

3.3. 进一步强化高职数学专业教师的科研管理
教师研究素质的提高和研究工作开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科学研究管理水平[5]。有加
强科学管理，有效地发挥人、财、物、信息等因素的作用，才能有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才会产
生高素质的研究型教师。
首先，学校应该高度重视研究型师资队伍建设，突出科研是提升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进一步
完善科研政策、管理制度、激励方案，建立起有利于推动教学科研发展的联动机制，使得教育科研工作
进入规范、科学的轨道。在教师科研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尤其鼓励教师带领学生一起从事相关科研，如
“新苗”、“挑战杯”等活动，并纳入量化考核。
其次，学院积极主动地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学术团体沟通和联系，争取在研究经费、
图书资料、信息服务、学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教育研究提供保证。
最后，要改进学院内部教师管理，以管理促科研。1) 要营造良好的教育研究氛围和学术空气，充分
尊重教师的创造性，在工作中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度，鼓励他们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大胆探索、不断创新，
在学院中形成一种崇尚研究的风气。2) 要加强制度建设，为教师开展研究活动提供组织保证。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成立以学院学术委员会和督导组为核心的管理机构，主要职能是组织培训教师科研队伍、管
理检查课题、提供情报信息、咨询服务和推广研究成果。

3.4. 建立相应的教师科研的评价制度
培养研究型教师，学院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研究活动，实现向研
究型教师的转变[6]。要对从事研究的教师给予经费支持、研究成果进行考核，对高质量的研究给予奖励，
把教师研究成果作为重要指标纳入绩效考核。通过申请课题、评选优秀成果等，对于在科研方面表现突
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相关成果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对于科研热情不高的部分教师，可以通过
加入到团队中，一边引导一边鼓励，逐步使他们萌发出对教育研究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成长，通
过利用积极的评价方式培养他们坚持研究的决心，从而建立起和谐的不同批次的教育研究团队。

3.5. 从学院实际出发，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学习型组织
在终身学习的时代，要求教师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教师是研究者，更是学习者[7]。在
教学群体的组成以及协同教学的运作方式上，从师范教育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出发，将学生融入到教师的
学习团队中，彼此分享与共同学习。
教师行动研究在学校的推动与落实，需要社会环境的参与，以高校试验基地为依托，引入企业专业
人才加入到教师各个专项学习组织中，使得专项学习组织的范畴不再仅仅拘泥于校园，学院未来的培养
目标紧紧联系到本地社会的实际需求，使得成立的学习组织的针对性更强。
在学习型组织中，发扬团队协作精神，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结合高校资源，不断提升效率。
教师在行动研究中也能及时总结经验，并且以批判反思的眼光，审视自身的教学活动、研究目的、自身
定位、并且以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严谨的态度谋求社会、学校、学生的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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