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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eachers' team construction. 

With aris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ontests, their great potential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gradually becomes a consensus. 

With C Colle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approach, which accor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takes English teaching contests as the carrier, to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through analyzing investigation data obtained from C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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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面。随着全国性大学英语教学赛事的兴起，英语

教学大赛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逐渐成为共识。本文以C学院为例，介绍一条符合独立学院特点的，

以英语教学大赛为载体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并结合调查研究的数据探究此途径的可行性和

有效性。 

1．引言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强调教师素质是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应注重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提高教师素质，发展教师潜力。在此背景

下，我国诞生了第一个全国性大规模的大学英语教学大赛--“外教社杯”大学英语教学大赛，

第一届大赛便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约一千多所高校近一万名教师（束定芳，2010）。

其它全国性赛事，如“教学之星大赛”和“中国外语微课大赛”于2013年和2014年先后问世，

大赛对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戚亚军（2014）从

对话哲学视角分析和阐释了大赛教学的功能，肯定了大赛教学对常态教学的辐射力度。 

然而，英语教学大赛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科学发

挥其在教师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性如何验证？国内相关的研究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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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本文以C学院为例，介绍一条符合独立学院特点的，以英语教学大赛为载体的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新途径，并结合调查研究的数据探究此途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独立学院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目前，国内关于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甚少，且多泛泛提出“加强在职教育；积极开

展教学科研活动；开展教师的自我进修”等原则性建议（文秋芳等，2010；董金伟，2012）。

已经提出的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途径主要包括自我反思型，协同发展或同伴互助型以及两

者结合型等（秋杰，2013；郭燕等，2015），对其他院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独立学院历史不长，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有限等因素的影响，有

关其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寥寥可数，且均为单一的描述性研究（史云林等，2015）。目前暂

未发现关于独立学院英语教师专业发展途径的研究。 

现有相关独立学院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探讨独立学院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存

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研究者们提出的问题归类如下（见表1）： 

表1  独立学院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归类 

 研究者发现的问题 问题归类 

1 “知识结构单一”，“知识结构不合理” 知识 

客观问题 
个 

人 

因 

素 

2 “职称水平偏低，教学经验缺乏”，“教学能力与经验不足” 教学能力 

3 “科研水平较低”，“科研能力不够” 科研能力 

4 “教学理念落后”，“科研意识淡薄” 教科研意识 
主观问题 

5 “专业化发展意识淡薄” 自我发展意识 

6 “队伍结构不合理”，“队伍流动性大” 
学校、社会因素 

7 “缺少专业培训”，“教师培养和培训机制不完善” 

 

总体而言，独立学院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主要涉及教师的知识、能力和意识三个方

面，反映了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方面，正如鄢玉婷（2012）分析提出：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在国内外的“具体提法虽各有不同，但基本都认为教师应具有的专业素质应包括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等”。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的对策主要包括：从教师自主性出发解决问题，激发自我发展意识，

优化知识结构；努力提高自身学历和科研水平；进行教学反思，积累教学经验；注重教师合

作，发展互助教学（孙爱娜等，2014）。此外，沈琳（2014）强调英语教师们应主动学习并

掌握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王连芬（2015）建议英语教师积极参加培训、比赛，主动争取

进修机会。同时，所有研究者均呼吁学校和社会完善专业化支持和保障体系，建立有效的激

励机制，帮助和引导教师实现自我发展，并给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建议，诸如构建校本教育模

式、拓展教师培训渠道、加大校本培训力度和促进教师间的相互协作等。 

综上所述，专业素质问题应该引起独立学院的英语教师和教学管理者注意，教学管理者

有责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然而，研究者们提出的具体措施如何落实，

举措是否有效，尚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3．C学院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  

C学院是成立于2004年的独立学院，集体备课、听课评课等校本培训活动最初几年受到

老师们欢迎，但之后老师们参与的积极性不断降低，培训效果不断减弱，C学院亟需新的途

径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借鉴分析其他院校采用的途径后，C学院结合学院实际和特点，尝

试开拓一条以英语教学大赛为载体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针对教师实际水平和发展

需求，将各级各类培训、讲座等活动有机融入到各类英语教学大赛的赛前、赛中和赛后三个

不同阶段，以达到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促进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各

项大赛赛前发布赛事信息，根据赛事特点确定合适的主题与形式开展培训，鼓励动员教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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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随后，组织对参赛人员参赛作品2-3次的观摩和点评，并根据教师表现或疑问穿插组织交

流、培训或讲座等；鼓励其他青年教师前往比赛现场观摩学习；赛后总结、分享、奖励，学

习和讨论外语界专家的点评，开展更多有利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活动等。 

此途径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1）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在此途径中，组织活动的短期目标均是帮助英语教师

在大赛中获奖，目标明晰，对青年老师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实现每一个短期目标的过程

中，各种精心设计的旨在提升教师专业素质的活动促使让学生受益的长远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2）开放性与针对性相结合。此途径并不强求老师参与每次的活动，允许根据个人需求

选择性参与，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利于营造和谐自主的氛围；活动同时兼具较强的针对性，

因为参赛者必然会全程参与，与参赛者关系亲密的同事会经常参与，活动的有效性得到保障。 

（3）校本培训与校外培训相结合。以全国性赛事为载体而开展的活动，不仅本校直接培

训青年教师，还可利用大赛主办方提供的各类讲座、研讨、音像或文字材料等，让全国的其

他优秀教师、赛场评委、学者和专家们间接参与到培训本校青年教师的过程中，有助于解决

独立学院高级职称教师少、专业指导老师人员不足水平有限等问题。校本培训利于增进老师

之间的感情，校外培训利于扩展教师视野。 

（4）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教学大赛可以促使优秀老师们的能力得到认可和关注，

获得荣誉感和归宿感，有助于自身专业发展。教师的荣誉也是集体的荣誉，教师的成长便是

集体的成长，集体的强大能增强其他老师的集体荣誉感，有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5）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在部分校本培训活动中，被培训者可以分为参赛者、指导者、

参赛者的朋友同事和观摩教师，但各种身份并非静止不变的，例如本次的参赛者下次可能担

任指导者的角色。这种动态变化利于调动各方参与者的积极主动性。 

（6）方向性与指导性相结合。英语教学大赛具有周期性和延续性，是全国性高层次的教

学改革和交流的平台，利于参与者了解新形势下的改革动态，掌握相应的教学理念、方法和

手段（戴玮栋，2010），对教学管理者结合其它校内、校际教学竞赛等建立科学且适合本校

教师需求的培训体系具有指导作用。 

4．C学院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的实施效果 

4.1  显性效果 

C学院自2012年实施新途径以来，教学竞赛获奖的老师人数逐年增加，荣获的校级以上

荣誉达到24项，参加的各类校外专业竞赛涵盖了教学竞赛、微课大赛和多媒体课件大赛，其

中，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级别最高的全国外语教学大赛----“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大

赛 --- 中，本校老师曾获省级特等奖，代表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并最终荣获全国二等奖。同

时，英语老师们在课堂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也令人欣喜，学生对英语老师的教学评价

优秀率近三年达到100%，学生研究生考试英语及格率（60分以上）人数年年上升，从之前的

约20%到达2016年的42%。近两年，英语教师们成功申报了5项省厅级教科研课题，并完成了

一项省级精品课程。 

以上这些成果展现了笔者所在院校英语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也证明了英语教学大赛

服务独立学院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的可行性和效果。 

4.2  调查研究发现与讨论 

2016年底，笔者利用问卷调查C学院英语教师对英语教学大赛的认识等，以期从教学管

理者的视角检视英语教学大赛对一线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性和应用价值，为探索独立学院英

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提供参考。 

笔者发出40份问卷，回收36份有效问卷，问卷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你认为英语教师

是否有必要参加或者观摩各类专业竞赛？（2）你参加比赛的原因或者您认为其他英语教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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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比赛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3）你认为老师报名参赛后，系（部）是否有责任对老师进行

指导？（4）在准备参赛的过程中，你（将）主要通过什么途径提高自己的作品质量？（5）

你认为英语类教学竞赛（将）给老师带去的影响有哪些？有参赛经历的老师基于个人经历回

答问卷，其他老师则基于个人观点回答。 

4.2.1 参与调查的教师的基本状况 

从年龄和参与C学院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时间方面看，参与调查的36名英语教师中，50岁

以上的1名，30-40岁之间的24名，占全部人数的66.7%，参加项目的时间达到4年；30岁以下

的有11名，占全部人数的30.6%，参与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不足2年。从参赛经历分析，参与调

查的36名教师中有13人曾参加过校内或校外教学比赛，6人计划未来参加比赛，达到全部参与

调查人员的52.8%。从担任的角色分析，有8名英语教师承担了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等教学管

理工作，具有双重身份。 

4.2.2 参加或观摩各类专业竞赛的必要性 

总体上，有27人（占75%）认为英语教师非常有必要参加或观摩各类专业竞赛，9人（占

25%）认为应该由老师自己决定是否要参赛或观摩。其中，承担教学管理工作的8名教师全部

认为英语教师非常有必要参赛或观摩比赛，而部分曾参赛的老师（3人，23%）和计划参赛的

老师（2人，33%）则认为应该由老师自己决定是否参加。这提醒教学管理者，尽管参加或观

摩专业竞赛有利于教师的发展，但是在组织相关活动时应注意避免出现行政干预或强迫的情

况，给予教师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以保证活动的最佳效果。 

此外，30岁以上的老师对于必要性的认可程度（19人，79.17%）高于30岁以下教师（7

人，63.64%）。这或许说明，参加C学院英语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时间越长的老师，对竞赛的

认可程度越高。 

4.2.3 参加教学比赛的动机 

   数据显示，老师们认为英语教师参加比赛主要是为了“提升个人能力的意愿程度”（30

人，80.33%），“职称评审”（28人，77.78%）和“对个人能力的自信度”（20人，55.56%）。

从表2可见，30-40岁的教师中选择“提升个人能力的意愿程度”的人（23人，95.8%）多于选

择“职称评审”的人（18人，75%），而30岁以下教师中选择“职称评审”的人（10人，91%）

明显多于选择“提升个人能力的意愿程度”的人（6人，54.6%）。 

表2  不同年龄教师参加教学比赛的动机 

X\Y 对个人能

力的自信

度 

个人的兴

趣 

提升个人能

力的意愿程

度 

职称评审 领导的期

望或要求 

年度考核 其它 小

计 

30岁以下 5(45.45%) 5(45.45%) 6(54.55%) 10(90.91%) 5(45.45%) 2(18.18%) 0(0.00%) 11 

30--40岁 14(58.33%) 12(50.00%) 23(95.83%) 18(75.00%) 2(8.33%) 3(12.50%) 0(0.00%) 24 

40--50岁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 

50岁以上 1(100.00%) 1(100.00%) 1(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 

 

笔者分析，这并不意味着30-40岁的老师不关注职称评审，实际上“职称评审”是他们参赛

的第二大诱因；他们的选择与30岁以下教师的选择的差异很可能源于参与C学院教师专业发

展项目时间的长短。换言之，C学院以英语教学大赛为依托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对于增强教

师的自我发展意识有很好效果和作用，得到了教师们的认可。正如某位老师针对此问题所补

充的，“参赛者能发现自己在教学理论学习中的不足，去思考并学习更多的教学方法，并能

看到自己和其他老师之间的差距，加强自我提升的动力”。 

4.2.4 系（部）对报名参赛老师的指导责任 

多数老师（约80%）认为系（部）有责任和义务指导老师参赛，承担教学管理任务的8名

老师则一致认为系（部）有此责任和义务。可见，C学院以赛为依托的专业发展项目已经深

入人心，参与教学管理的老师们已经将赛事指导视为自己不容推辞的责任，而老师们也期待

教学管理者们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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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备赛过程中的学习途径 

30岁以下的教师最期待（10人，90.91%）从系（部）获得有价值的建议，30-40岁之间的

教师则更多的选择（21人，80.57%）自行观摩学习相关课程。这一方面表明了30岁以下老师

对系（部）的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参加C学院以赛为依托的专业发展项目时间较长

的教师（30岁以上）具有更强的自我发展意识。 

表3  英语教师备赛过程中的学习途径 

X\Y 完全靠个

人准备 

读了一些关

于教学理论

和教学方法

的文章或书

籍 

关系亲密的

朋友或同事

给我提了一

些有价值的

建议 

所在系（部）

主动给予了

一些有价值

的建议 

学生给了

我一些有

价值的建

议 

通过网络或

其他途径观

摩了一些相

关的课程 

不用准

备，赤膊

上阵即可 

小

计 

30岁以

下者 

1(9.09%) 6(54.55%) 6(54.55%) 10(90.91%) 2(18.18%) 8(72.73%) 0(0.00%) 11 

30--40

岁者 

5(20.83%) 15(62.50%) 15(62.50%) 17(70.83%) 7(29.17%) 21(87.50%) 0(0.00%) 24 

教学管

理者 
0(0.00%) 7(87.50%) 5(62.50%) 8(100.00%) 2(25.00%) 7(87.50%) 0(0.00%) 8 

曾经参

赛者 
2(15.38%) 9(69.23%) 9(69.23%) 9(69.23%) 4(30.77%) 11(84.62%) 0(0.00%) 13 

将要参

赛者 
2(33.33%) 4(66.67%) 5(83.33%) 4(66.67%) 2(33.33%) 3(50.00%) 0(0.00%) 6 

 

从表3可见，曾经参赛教师的真实学习经历和教学管理者及计划将来参赛的教师对学习的

预期并不一致。系（部）的建议对老师的学习意义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教学管理者似乎对

其作用略有高估：参赛过的老师们更多地选择自主观摩课程，而计划参赛的老师则期待从关

系亲密的同事和朋友处获得更多的帮助。 

4.2.6 英语教学大赛对教师的影响 

数据表明，绝大多数老师认为英语教学大赛为老师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增进了

同事之间的感情，可从中学到有用的教学技巧。但是当绝大多数的30-40岁教师（20人，83.33%）

认为相关活动“帮助强化教学目标意识和教学效果意识”时，30岁以下教师中仅有少数（5

人，45.45%）持相同看法。可见，C学院以赛为依托的专业发展项目对于增强教师队伍的凝

聚力，增加教师的教学技巧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要普遍提高教师的教学意识和教学能力则

需要更长的时间。 

此外，各类人群中，认为大赛提升了自己教研兴趣的，比例最高的是曾参赛的老师（8

人，61.54%），其次是30-40岁之间老师（11人，45.83%）。30岁以下的教师中仅有27.27%

的人（3人）的人有此体会。可见，英语教学大赛（或者C学院以赛为依托的专业发展项目）

对于提高老师的教研兴趣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可能需要设计更多的活动培养和提升教师

的教科研意识和能力。     

5．结束语 

经过四年的探索，C学院实施的以英语教学大赛为载体的专业发展项目使得系（部）得

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而高度的认可，协作、融洽、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已经形成，充分证明了

项目的可行性；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项目的影响下，教师们自主专业发展的意识明显增强，

教师更多关注自我提高和个人反思，项目的有效性得到了实证。我们有理由呼吁其他的独立

学院借鉴C学院的“以英语教学大赛为载体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促进青年英语教

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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