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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小学教师开展研究的主体性

———从控制论角度看教学行为研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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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学教师开展教学行为研究的主体性不强的问题是人们认识和控制教学行为的瓶颈所在，是教学

行为研究深入发展的阻碍。构建研究共同体、设立微型课题、开展专项培训是激发中小学教师研究主体性的较好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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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界定

1． 控制论的认识论模式

控制论把人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看做黑箱［1］。与控制

论相对应的认识论亦称为黑箱认识论。这一认识论模式包

含四个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 黑箱) 、客体的输出变量( 可

观察变量) 和客体的输入变量( 可控制变量) ( 见图 1) 。

图 1 控制论的认识论模式图

如图 1 所示，人们通过可观察变量对客体进行观察，了

解客体的存在及其变化，认识客体; 通过可控制变量对客体

实行控制，创造使客体变化的条件，改造客体。主体与客体

之间通过紧密的反馈耦合相连，主体根据可观察变量设置

可控制变量，对客体实施控制，再通过控制后客体输出的可

观察变量调整可控制变量，以不断逼近对客体真实结构的

认识。
2． 教学行为研究

教学行为研究是指围绕教学行为开展的研究。在了解

教学行为研究之前，首先要了解教学行为的涵义。在当前

教学行为研究领域内，人们关于教学行为涵义的理解主要

有两种: 一种是把“教学”理解为教师的“教”，学生的“学”
用“学习”来指称，这样来看“教学行为”就是教师“教”的行

为; 另一种是把“教学”理解为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综合

体，这样来看“教学行为”既包括教师“教”的行为，也包括学

生“学”的行为。

国外的课堂教学行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所倡导的辩论和反诘，以及古罗马时

期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所倡导的“要研究儿童的智慧，要

耐心、有分寸地奖励和关怀”，“学生学习中的反复练习行为

要和教师指导中的示范行为相结合”［2］。国内的课堂教学

行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学记》中“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和“幼者听而弗问”［2］ 的记载。可见，课堂教学行为问题早

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教学行为研究的困境: 中小学教师开展研究的主体

性不强

1． 关于教师开展研究的主体性的探查

教师开展教学行为研究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自主、主

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投入和参与。为了对中小学教师

开展教学行为研究的主体性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笔者利用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NKI) 系列数据库中的“中国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

文数据库”对 1994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间，题名中包含

“教学行为”的 321 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关于“作者

单位”的统计结果如下( 见表 1) 。
表 1 论文作者单位统计

非师范类院校 中小学一线教师 专业教育研究机构

67 篇 6 篇 248 篇

( 注: 专业教育研究机构包括师范类院校、教育科学研究院

所、教育局教研室以及教研培训中心等。)

从表 1 中人员分类可见，从事教学行为研究的人员类型

众多，这一点符合教育研究复杂性的特征。从绝对数来看，

从事教学行为研究的中小学一线教师比例偏低，再联想到

我国中小学一线教师的庞大队伍，参加教学行为研究的中

小学一线教师的相对比例应该是最低的。由此可见，中小

学教师开展教学行为研究的主体性非常弱。

—711—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当前我国教学行为研究领域内，中

小学教师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体，专业教育机构研究人员

占据教学行为研究的主体位置。研究者通常利用影音资料

获取教学行为的可观察变量，而后通过控制教师，教师再控

制教学行为的传递过程来实现人们对教学行为的认识。中

小学教师成为游离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传递媒介。这一反

馈耦合的结构变化对教学行为研究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2． 教师主体性不强对我国教学行为研究的影响

( 1) 可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不足，研究深度广度不够

控制论认为，人们认识黑箱主要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

反馈耦合来完成的，其中可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的获取

与控制过程直接影响到人们认识客体、改造客体的深度和

广度。当前，从事教学行为研究的人员多是专业教育研究

机构研究人员和非师范类院校教师，他们都可以归为不直

接实施中小学教学行为的人员。相比中小学教师而言，这

类研究人员缺少对课堂教学行为的真实体验，掌握的可观

察变量相对较少。况且，当前研究人员所掌握的研究资料

多为中小学教师的课堂教学影音资料，把课堂真实情境转

化为影音的过程也会导致大量信息流失。与此同时，研究

主体对客体的控制需要通过中小学教师这个中间媒介间接

地实施，给控制变量的设置带来较大的难度。
( 2) 反馈耦合不及时，研究时效性难以保证

当前，我国专业教育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非师范类院

校教师开展教学行为研究的素材主要来自中小学教师的课

堂教学影音资料，能够走进课堂进行直接观察与研究的机

会较少。教师录像转到研究人员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即

一部分时间浪费在可观察变量的获取途中。研究人员进行

研究之后要对教学行为进行相应的控制，首先要针对教师

开展相应的控制，再由教师去控制教学行为，又有一部分时

间浪费在控制的传递过程之中。在这种形式的反馈耦合

中，研究的时效性难以保障。
( 3) 教师缺乏对教学行为的理解，自身发展受限

控制论认为，主体与客体( 黑箱) 之间的反馈耦合是控

制实施的基础。在客体被认识和改造的同时，主体的精神

活动也被认识和改造着。当前，中小学教师与教学行为之

间没有构成封闭的反馈耦合，即教师并没有直接观察自身

的教学行为、记录可观察变量、掌握自身教学行为的相关信

息，只是被动地接受其他研究者的控制。教师没有参与到

认识过程中，不能得到积极的反馈而使自己得到改造，导致

自身专业成长受限。

三、走出困境: 促进教师研究主体性发挥的途径

由上述调查与分析结果可知，中小学教师开展教学行

为研究的主体性不强的问题是人们认识和控制教学行为的

瓶颈所在，是教学行为研究深入发展的阻碍。因此，如何促

进中小学教师研究主体性的发挥，成为我们首先要思考的

问题。笔者认为，构建“研究共同体”、设立微型课题、开展

专项培训是激发中小学教师研究主体性的较好途径。
1． 构建“研究共同体”，增强研究主体的控制能力

缺少一线教师参与的教学行为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

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方面，专业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

员及非师范类院校教师多采用“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范式

开展教学行为研究，研究成果很少被一线教师所了解和掌

握。另一方面，缺少研究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的一线教师

又很难独立开展高质量的“自下而上”的研究。面对这一矛

盾，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构建“研究共同体”，形成研究主体

内部的合力，增强主体控制力。现阶段，“研究共同体”的构

建可采用两种形式: 一种是让中小学教师加入到专业研究

团队之中。专业研究人员可以选择与一线教师合作的方式

共同开展研究。如攻读硕士学位的教师可以参与其导师的

课题研究，一线教师亦可以与教研员建立学科教学行为的

“研究共同体”开展研究。另一种是实验基地性质的校本化

“研究共同体”。学校可以在专家的指导下，以学科组或学

年组为单位组成“研究共同体”，通过开展“微格教学”研究，

鼓励教师参与教学行为研究，在研究中彼此合作，构建校本

化的合作联盟。
2． 设立微型课题，激励教师专业发展

中小学教师自主研究意识不强是由教师对自身职业角

色的专业性理解不足引起的。教师这一职业原本是一个具

有较强专业性的职业，而长久以来，从事这一职业的教师个

体却很少体验到专业性自主权。教师个体在从事职业活动

的过程中感受不到因从事这一职业带来的内在尊严与欢乐

的满足［3］。久而久之，教师们每天生活在错综复杂、充满生

气的课堂中，却“两耳不闻课堂事，一心只教圣贤书”。一些

教师更是错误地认为开展研究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工作，自

己的工作就是教学，彻底放弃了研究自主权。解决研究自

主意识不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予教师研究自主权。设

立微型课题就是一个较好的给予教师研究自主权的方法。
各级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应该鼓励教师根据自身课堂教学实

践设立自己的微型课题，让教师有机会在自己的课堂上寻

找教学行为的研究点，在同伴的帮助下深入课堂开展研究，

并将研究的成果运用于课堂，进行检验和推广。研究自主

权的赋予能够大大调动教师开展研究的积极性，让教师主

动成为教学行为研究的主体。
3． 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教师的观察与控制能力

基础理论知识不足、研究方法不当是教师成为教学行

为研究主体的“隐形”障碍，直接影响到教师对客体的观察

和控制能力。这一障碍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

是教师在师范教育过程中几乎没有接受过教学行为研究相

关的专项培训，其次是走入工作岗位之后每日奔波于课堂

与办公室之间，很难有大量的时间自主学习。解决这一问

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交流。我们可以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两种方式开展培训和交流。“请

进来”的方式，就是将国内教学行为研究领域的专业研究人

员请到教师身边，了解教学行为研究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对

教师参与教学行为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给予有

针对性的指导。”走出去”的方式，就是将中小学教师送到教

学行为研究实验基地，让教师在“做中学”，在真实的研究情

境中学习研究方法，寻找自身理论不足，逐渐完善自我，适

应主体研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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