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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70％／20％／10％学习法则与自我指导性学>-j过程为大学教师 自我指导性教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基础，自我 

指导性教学发展主要依靠教师自己评价现状、明确目标、测定差距、制定规划和采取行动而实现教学发展，该教学发展方式非 

常重视广域实践、同事等相关者、反馈、自我、外部支助和科学、切实与可行之规划，在教学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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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理论基础 

与基本观点 

(一)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 

自我指导性大学教师(本文中“教师”均指大学 

教师)教学发展是指以教师 自己规划与指导自己为 

主，以周围重要他人的帮助、支持与鼓励为辅，以实 

践为发展基础和中心，通过自我评价、寻找差距、制 

定规划和采取措施实现理想 自我的教学发展模型。 

教师本身是自我指导性教学发展最主要的决定因 

素，其是否想发展以及是否能够有力、有效地指导自 

己发展，是决定该教学发展方式效果如何的前提。 

(二)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主 

义范式和70％／20％／10％(以下简称为“721”)学习 

法则。 

1．理性主义发展范式论 

2006年，帕莫拉 ·埃德姆斯(Pamela Adams)指 

出了教师发展的三种范式，分别是理性主义、行为主 

义和建构主义⋯，理性主义就是 自我指导性教师教 

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 

理性主义范式的主要观点是：(1)与经验主义 

相对，强调科学、实证与逻辑推理的价值，相信人类 

理性的力量，认为人类的行为应该由理性支配。该 

发展范式认为，教师具备理性的力量和自我发展的 

动力与能力，能够客观与科学地规划和指导自己实 

现教学发展。(2)更强调知识的外在性、客观性与 

权威性，倾向于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更 

重视知识生产过程中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的价 

值，更强调知识的本质性和抽象性，更崇尚科学和重 

视专家，教学发展的知识主要掌握在专家手里，教学 

发展的内容和过程应该由专家事先决定。(3)教师 

教学发展的过程以传递或索取知识为主，课程、培训 

和书籍等对教师教学发展非常有价值。(4)个人学 

习指引文化思考，知识传播与获取影响人际思考，个 

人学习与自我指导对教师教学发展非常有价值。 

2．“721”学习法则 

“721”学习法则最早由普林斯顿大学创造领导 

中心(The 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的摩根 ·麦 

克JL(Morgan McCal1)、罗伯特 ·w ·艾青格(Robea 

W．Eichinger)和米歇尔 ·M ·伦巴多(Michael M． 

Lombardo)三人提出。后在米歇尔 ·伦巴多和罗伯 

特 ·w·艾青格合著的《构筑生涯发展规划》(2000 

年版)中正式提出。该法则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 

认为“70％的学习”来 自真实生活经验、工作经验、 

工作任务与问题解决，这是任何学习与发展计划的 

最重要方面，“20％的学习”来自反馈以及与其他角 

色榜样一起工作并观察和学习该榜样，“10％的学 

习”来自正规培训 。“721”学习法则重点强调了 

如下四点：学习主体对于学习而言非常重要；学习的 

根基是真实的实践；反馈是学习不可或缺的环节；同 

伴是比较重要的学习资源。 

(三)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基本观点 

1．广域实践是教师教学发展的主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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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在 70％的程度上来自于真实生活和工作 

中的经验、任务与问题解决，上述均属于实践、实践 

的边缘、实践的近似或实践的延伸，都具有实践特性 

或近实践特征，属于广域实践。千虚不搏一实(《象 

山集 ·语录》)，广域实践非常重要，是促进教师教 

学发展的主要依托，是教师教学发展的基石和沃土。 

实者，富、厚、真和是等意，践者，履、循、亲和行 

等意，实践意指实际、亲自和不折不扣地那样做。实 

践之所以能成为教师教学发展的主要依托，主要原 

因如下：(1)实践出真知。教师教学发展最终会体 

现为教师知识、技术与能力的获取和提高，只有以实 

践为基础，教师获取和提高的知识、技术与能力，才 

会是或无限逼近真实、真相、真知与真理。(2)实践 

铸真能。真实与真切的实践，更有利于教师深度地 

卷入，更有利于教师用真情、真心于其中感知、体验 

与参悟，更有利于教师最终获取个人化、真正属于我 

的技术、概念与能力等。(3)实践验真理。学会是 

教师学习教学的初衷和归宿，学会与否最终要接受 

实践的检验。基于实践的教学发展使教师获取了来 

自实践的知识，提高了该知识能通过实践检验的可 

能性，还提高了该知识为真知并能顺利回到实践、指 

导实践与改造实践的可能性。教师教学发展应该坚 

持依托实践、通过实践和为了实践的原则，持续从实 

践中汲取营养，更多地开发与利用贴近实践的方式。 

2．同事等相关者是教师教学发展的重要资源 

教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教师与其他角色 

榜样一起工作并观察与学习该榜样。教师周围的相 

关他人，尤其是同事、导师和领导，是其学习的主要 

营养源。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1)人群与人 

际影响和塑造着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 。人际和人群关系塑造与影响人，人是由两 

个人生的，肉体的人是这样，精神的人也如是，人们 

获得概念与一般理性并不是单独做到的，而只是靠 

你我相互做到的_4l5醒。(2)他人是一条通向自我认 

识与改造的路。教师与同事等重要他人之间彼此走 

近、观摩、切磋与对话，有利于互通有无，克服一个人 

的肤浅与狭隘，实现自我改造与充盈。通过与他者 

的相遇，有利于我们超越 自我的狭隘，彼此间每一次 

真正的对话，都使我们离真理更近，使我们不再固执 

于我们 自己 。(3)互动与交往有利于创造新知 

识。俗语讲：七嘴八舌出真理。思想越辩越明，“观 

念只有通过传达，通过人与人的谈话而产生” ， 

教师与同事等重要他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是创造新 

知识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有利于推动教师教学发展。 

要推动实现教学发展，需要建立安全、健康、信 

赖、欣赏和支持性的人际关系，建造真诚、透明与活 

跃的学习共同体，推动教师之间的交往、互动与对 

话，使教师能够更多地获得领导、导师、同事、教练与 

朋友等的支持和帮助。 

3．反馈是教师教学发展的调节与推进器 

反馈是教师教学发展的调节与推进器，是学习 

与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从心理学刺激一反应的角 

度讲，反馈是一种刺激，它控制与调节教师的反应， 

也刺激与推进着教师学习。反馈有利于激发教师学 

习教学和实现教学发展的动力，使教师能时常看看 

走过的足迹与取得的成绩，进而获得一些成就感与 

欣慰，继而在接续学习时更愿意维持已有投入水平 

或追加投入。反馈有利于推动教师在教学发展过程 

中收获更多，能推动教师不断对已有的概念、技术与 

能力等进行深化、拓展、修正和再建，进而使教师不 

断获得新的概念、技术与能力，实现更深入与有效的 

教学发展。 

反馈是对教师学习和教学发展的回应、确认与 

评价，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发展，要适时、适当地提 

供反馈，要客观、科学、全面地提供反馈，要坚持正 

面、持续、积极地提供反馈。 

4．自我是教师教学发展的动力源 

学习一定发生在学习者身上，只有学习者才是 

学习的最主要决定力量，学习者是学习的动力源。 

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自导性学习。如果学习者自己 

想学习的话，那么，自我指导的效果就很好；如果学 

习者不想学习的话，那么，再高明的指导者也爱莫能 

助。以学习者想学习为前提，普林斯顿大学设计了 

如下学习过程：(1)描绘理想 自我，确定学习与发展 

的去向；(2)评价现实 自我，找到差距，树立学习与 

发展的目标；(3)决定优先学习与发展的项目，即近 

期目标；(4)制订行动计划，将总目标分解为具体目 

标；(5)执行行动计划。上述五步基本都需要教师 

自己完成，别人通常难以代替。可见，自我是教师教 

学发展的动力源，只要教师想发展，就一定会 日益精 

进，否则发展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为持续、快速与有效地实现教学发展，需要充分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开 

发与调动教师自身的教学发展动力，以充分发挥教 

师的主体作用。 

5．外部支助是教师教学发展的助力场 

外部的激励、支持与帮助等是教师教学发展的 

助力场。在教学发展过程中，如果能为教师随时提 

供贴心的关怀、便捷的服务、温暖的鼓舞、积极的支 

持和热情的帮助，就能为教学发展提供便利、排除障 

碍、扫清道路、提供支持与添加动力，就能营造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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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与推动教学发展的氛围或势——助力场。该助 

力场虽是外在的，但却能发挥点火、扇风和添柴的作 

用，能铺垫、烘托、加温和推进教师教学发展，为浓郁 

氛围和壮大声势，进而发挥造势促发和推波助澜的 

助力场效应。 

要推动教师的有效与快速地实现教学发展，需 

要创造支持与推动性的外部环境，营造一种强有力 

的助力场，使教师对教学发展心向往之、意力为之和 

行趋近之。 

6．科学、切实与可行的规划是教师教学发展的 

图纸 

“721”学习法则与自导性学习过程通观与总揽 

全局，兼顾了自我与外部支助，兼顾了现实自我剖析 

与理想 自我确立，充分分析了现实与可能，清晰揭示 

了目标与行动路径。自导性学习过程是切实的，因 

为它抓住了教师学习的根本，充分考虑并利用了 

“实践与周围重要他人”的作用，认识到了自我指导 

性学习对于教师教学发展而言的重要意义，并设计 

了自我指导性的学习过程。自我指导性学习过程是 

可行的，因为它思路清晰、环环相扣和步步推进，因 

为它直观明了、容易理解与易于评价，因为它 目标明 

确、指引恰当与简便易行。 

自导性学习过程是教师学习教学的图纸，是指 

导教师教学发展之科学、切实和可行的行动指南，具 

有非常强的启示意义与指导价值，使教师教学发展 

有本可参和有路可循。 

二、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步骤、模型与实 

施原则 

(一)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步骤 

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实施步骤包括 自我 

预期、自我评价、确定差距与需求、制订发展计划和 

实施发展计划。 

1．自我预期 

需要绘制 自我预期，即确定 自己的理想教学形 

象，确定自己的教学发展目标。研究要做好教学工 

作，自己必须具备哪些教学准备和优势；理清自己期 

望在教学上达到或实现什么目标，自己在教学上追 

求什么，期望被学生和同事等如何评价。通过思考 

上述问题，教师对自己的理想教学形象给出一个相 

对清晰、确定与精准的描摹。 

2．自我评价 

需要进行 自我评价，以对 自己个人和自己当前 

的教学现状进行客观、准确和详细的判断，即准确地 

描绘现实的自我。在评价现实 自我时，教师要思索 

和总结自己的优势有哪些以及这些优势有什么用， 

要诊断和查找自己的劣势有哪些以及这些劣势会有 

什么危害。 

3．确定差距与需求 

需要准确评估和测定现实自我与理想 自我之间 

的差距，从而确定自己教学发展的具体需求，即具体 

需要发展哪些方面和需要提高到什么程度。教师还 

需要进一步将 自己的教学发展需求分解为具体、详 

细和可操作性强的教学发展目标，如确定 自己要想 

实现的理想教学自我，需要学习与发展哪些重要的 

技术、能力和行为等。 

4．制订发展计划 

需要制订科学、切实与可行的发展计划。在制 

订该计划时，必须深入研究如何超越现实 自我并实 

现理想自我，充分考虑现实性与可能性，充分领会和 

基本遵照“721”学习法则。在制订发展计划时，既 

要考虑自己现在的教学发展水平，考虑 自己已有的 

教学知识、教学经验和教育智慧，又要确知自己需要 

学习哪些知识和技能；既要考虑有哪些培训、课程与 

书籍对自己有用，又要考虑 自己应该如何参加哪些 

培训、课程及研读哪些书籍，制订尽可能切实、可行 

和详尽的计划。 

5．实施发展计划 

需要管理好自己，严格实施已制订的教学发展 

计划。要实施已经制订的教学发展计划，需要确定 

有哪些新的技术、能力和行为，教师可以实验、运用 

和练习，并在确定后付诸行动；还需要确定 自己需要 

对哪些新的感觉、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尝试和反 

思，并在确定后付诸行动。 

(二)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模型 

以“721”学习法则为指导，普林斯顿大学设计 

了自我指导性学习过程，该过程同样适用于教师教 

学发展，也是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理想模型。 

模型如图1所示 J。 

(三)实施 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的原则 

在实施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时，为获得持 

续、深入和彻底的教学改善与改进，要坚持如下基本 

原则：一是确定理想自我与现实 自我间的距离，使之 

成为推动学习与改进教学的基本动力；二是遵照 

“721”法则，制订与执行一个具有挑战性与可行性 

的教学发展计划；三是保持学习者与监督者之间的 

持续对话，且双方都要对教师学习与教学发展负责， 

以确保整个发展过程的深入而有效地发生 ；四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