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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学术是教师在占有系统性知识的
基础上，为解决教和学的问题，开展反思
性实践研究，将研究结果公开交流，在同
行评价和继续建构的基础上实现教和学知
识共享的学术性活动。这项活动在北美大
学十分流行，甚至驱动着大学教学制度的
改革。

改革职称晋升制度
更新教学型职称系列和标准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曾发布一份报告，
指出改革职称制度的重要内容应该是在终
身教职中增加教学学术的要求。加拿大安
大略省也曾在一份报告中呼吁，增设教学
型终身教职，激励大学教师投身教学学
术。因此，北美大学开始在职称系列中增
加教学型教授，以加拿大的研究型大学麦
克麦斯特大学为例，在2006年至2007年
全校还没有教学型教职，2017年这一职
称的比例已经超过10%。

从教学型职称的待遇来看，工资稍低
于教学研究型系列。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为例，2014年的教学型教授人均待遇是
7.7万美元左右，介于教学研究型教授的
9.3万美元和副教授的6.9万美元之间。再
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学院和大学教授协
会发布的数据，教学型教授的待遇与教学
研究型教授的待遇年均差距在1万美元左
右。

从社会认可度来看，加拿大安大略省
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增
设教学型职称有利于教师提升教学质量、
提高教学声誉、展示教学天赋，对学校、

院系和学生来说都有积极的意义。
就职称晋升标准来看，教学型职称的

晋升主要考察大学教师4个方面的成就，
包括教育领导力，主要考察教师在教育领
域的独特贡献和教学学术产出；教学的数
量和质量，数量主要通过教学的课程数、
指导学生的数量、参加各种教学会议、培
训的数量等加以体现，质量主要表现为课
程教材、学生成绩评定、教学咨询与指
导、专业发展以及教学奖励等；对教学学
术共同体的贡献，包括在教学咨询、教学
研讨等多种形式中贡献教学研究的前沿知
识；与此同时，教学研究型在职称晋升时
同样增加了教学学术的要求，从学术上
看，要展示教学的创新性、教学研究和教
育领导力，即教学学术上的声誉，在教学
上，要求教师展示教学的有效性，主要体
现对课程的把握、对课程教学知识的把握
与发展、指导学生的学术性发展等。

融合教师专业发展制度
助力教学学术能力提升

美国密歇根大学学者施拉姆和艾伦多
夫一项针对加拿大和美国大学的调查显
示，有47%的博士在高校应聘时被问及
是否从事过教学学术。为了满足学生就业
的需要，北美的大学纷纷在培养方案中增
加了教学学术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四种
模式——设立教学学术研究项目，从美国
来看，有超过30%的博士生获得了教学
学术研究项目资助；开展教学学术资格证
书培训，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如哥伦比
亚大学的教学学术资格证书只需5天时
间，而范德比特大学的资格证书培训则长
达一个学期；采用课程式，分为融合式和
必修式，前者是在必修课程之外增设的课

程，供学生自由选择，后者是将教学学术
纳入培养体系中，是学生获得从教资格的
必修课程；引入实习，具体形式包括在研
究生助教制度中引入教学学术，或是设立
教学学术的实习项目。

其次，在北美教师发展手册中，教
学学术能力也是一项基本要求。为了发
展教师的教学学术能力，培训工作成为
首要之举，例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开设
的“教学学者资格项目”，一般持续三个
学期，要求在提交一份教学法的文献研
究、一份教学理念的文章和一项学术性
教学课程并递交反思性报告后，方能获
得证书。开展培训的同时，北美的很多
大学也纷纷增加了资源投入，设立教学
学术研究项目，如美国密歇根大学先后
设立了教学发展基金、探究学生学习项
目、课程专业发展基金等鼓励教师投入
教学学术，此外还举办各种教学研讨、
咨询会，促进跨学科、跨校、跨年龄的
教师之间增加教学学术交流，为构建教
学学术的共同体打下了基础。

强化教学学术奖励制度
保障卓越教学的开展

在培养卓越教师方面，加大教学的资
源型支持、增强教学学术奖励已成为北美
大学普遍共识。从北美的经验来看，针对
教学学术的奖励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奖
励的主体和层次是多样化的，既有政府设
立的奖励，同时也有社会性组织设立的奖
励，以及高校内部设立的各种奖励。以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为例，教学奖励包括国家
教育支持和发展委员会的“美国年度教授
奖”、弗吉尼亚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优秀大
学教师奖，另外还有大学教务长办公室设

立的全校性教学奖励、校友理事会教学奖
等。此外，很多基层组织也设立了教学
奖，如医学院设立的医学教学奖等。

与此同时，教学奖励的形式也是多样
的，既包括物质奖励，同时还包括声誉和
社会地位等。在物质奖励方面，美国弗吉
尼亚大学全校性的教学奖励额度是2000
美元，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务长向终身
教授颁发的旨在表彰本科教学卓越的卡瓦
雷斯优秀教学教授奖励则高达2.5万美
元。此外，教学奖励还包括颁发奖章、开
设专场宴会、接受领导人接见等荣誉。以
美国年度教授奖为例，获得该奖的教师不
仅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奖励，还有一次
免费的华盛顿之旅，接受国家领导人接见
并共同享受午餐，并登上美国年度教授的
网站。

教学学术对于平衡大学教学和科研的
关系、提升大学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从北美的经验来看，教学学术已
经成为影响教师专业发展及其待遇的重要
因素。

由此可见，学术应该是多元的。高校
不应该仅仅发展和鼓励发现的学术，同时
需要重视教学的学术，并将其作为高校教
师的基本工作内容。为了保障教学的积极
改革和创新，从宏观层面上，需要制定高
校教师多元发展和评价的政策，加大对教
学学术的奖励和资助力度，鼓励高校教师
发展教学学术能力；从高校的层面来看，
需要将教学学术融入未来大学教师的培
养，新教师培训，教师的晋升、评价、培
训等多个环节，创造有利于教学发展的校
园环境和学术文化。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

教学学术驱动北美大学制度改革
朱炎军 夏人青

科技人才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
源，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美国高校不但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
而且每所大学都有一套独特的培养方式和
特点。那么，美国高校怎么样培养人才，如
何激发学生的科研能动性？对此，我们通
过对亲历美国高等教育的留学生的访谈，
来探讨美国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科研
机构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特点。

本科教育
交流促进基础知识理解

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在物理系的基础
课程中，每周都有一堂习题课。在习题课
上，学生需要独立或分组完成一定的习
题，而且在习题课的最后10—15分钟，
学生需要独立完成小测验。每次测验的成
绩都被记录在案，并在学期末的成绩评测
中占有一定比重，有的课程所占比重可达
40%。这意味着，本科生每周都需要准备
考试，并尽量取得高分。除了每周小测
试，一般一个学期会有一个或者多个阶段
性大考以及期末大考。这样紧张的小测试
以及考试安排逼迫每个本科学生都要全力
以赴，尽自己努力做好每一次的试题。正
是在这种高强度学习压力下，能够培养学
生一定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对
此，在艾奥瓦州立大学物理学系攻读博士
学位的吴云认为，宽进严出是美国本科人
才培养的独特之处。

然而，美国教育普遍认为，人才竞争
力的核心在于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不是知识本身。因此，考试虽然

严格，但看重的是学生对概念的理解，而
非对知识本身的记忆。曾在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UIUC）和圣母
大学学习的吴旭菲博士观察发现，美国很
多高校的考试允许携带一页复习总结的记
录。做科研或解决具体问题时，身边的教
科书、领域内的论文，一切有用的材料都
触手可及，甚至可以现场上网搜索。

因此，美国高校的课堂教育更重视学
科知识理解，更注重交流。吴旭菲说，课
堂上师生频繁的互动对学生理解新知识很
有帮助。学生及时发问，往往能让老师第
一时间知道学生的理解偏差，从而发现需
要着重强调的地方。师生互动能调动学生
积极性，也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课
后作业有让学生们自己设计或组队去完成
的小项目，能极大调动学生团队的交流合
作能力。

研究生教育
交流激发科研创新灵感

在美国高校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生与
老师的科研交流更加充分。美国威斯康星
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王
晓光认为，美国博士研究生能够通过与顶
尖教授深入的交流，受到更好的科研训
练。在哈佛大学，许多知名教授和院士亲
自指导博士研究生，学生可以直接和大师
面对面进行交流。他认为，美国研究组里
的学生虽然水平有高有低，取得的科研成
果有多有少，但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很好的
科研训练，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思考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在美国高校，交流不仅限于某一院系
或学科中，不同学院、学科之间的课程及

科研交流也很频繁。曾就读圣母大学，获
普渡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康奈尔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的李高进认为，美国高校各个
学院系之间会鼓励科研交叉，对于本院系
科研相对薄弱的领域或方向有针对性地聘
请其他院系的教师，各院系为全校学生提
供自由选课平台，加强重要课程的网络公
开课建设等。未来，科研人员必须掌握本
学科和机器学习两方面的知识才能在该领
域游刃有余。李高进告诉我们，普渡大学
工学院学生会选修数学系的高等线性代数
和机器学习，对更深刻地理解计算各种数
值方法，对于就业和适应未来发展都有很
大的帮助。而在康奈尔大学，学生甚至可
以选其他系的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基于
这样的背景和指导，不少学生可以做出顶
尖的科研成果也不足为奇。”他说。

曾就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美国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学院的梁希
同的博士论文是由两个背景方向不同的导
师共同指导的合作课题，他认为在神经科
学这个注重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这样的
合作特别重要。学生在完成自己博士论文
的同时还可以选择参加一些特别的培养计
划，这些培养计划更重视学科的交叉，特别
是和生物医学领域之外的交叉，比如与工
程学或者商科的交叉。梁希同认为，通过
这些拓展性的计划，可以培养科研之外的
能力，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提供更多可能。

从美国密西根大学本科到芝加哥大学
物理系博士，再到斯坦福大学博士后，陈
静远发现，一些顶级高校的数学系和物理
系明确规定，不许招收本系学生攻读博士
学位，有的高校即便没有规定，通常也非
常不鼓励学生留在本校继续学习。在他博

士到博士后阶段，学校和教授也是在强调
投入新环境、接触新人新问题的重要性。
陈静远分析，这对年轻人才的历练大有好
处，客观上也加强了整体上的深层次学术
交流，因为科研里有很多深刻的思想方法
也许并不是开会、报告就能完全传递的。

科研机构
交流带来更大程度合作

美国的斯德尔（Stowers）研究所是
一个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小型研究院所，
有20—30个独立的课题组，从事不同的
研究方向，虽然规模不大，却有很浓的内
部交流合作文化。

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生命科学院、复
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美国斯德尔研究
所和西北大学的陈飞博士认为，美国科研
机构的特点是，重视整合资源，强调合作培
养人才。

该研究所每周五下午会开展科学俱乐
部活动，先由来自研究所实验室的报告人
讲述他们正在进行的、没有发表的工作，请
其他人提出意见。报告之后，研究所会提
供自助餐，以此形式将大家聚在一起，增加
实验室之间的互相了解。另外，每周二晚
上，研究所会提供学生和博士后晚餐，为一
线科研人员提供拓展科学视野的机会。

为了给科研人员提供与外部交流合作
和学习的机会，斯德尔研究所每周会邀请
一两位不同领域的专家给大家介绍相关工
作，此外还提供了旅行奖学金，鼓励学生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会议，为学生提供更大范
围的交流机会。

（作者单位：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教育组，陈盈晖系该组教育参赞）

美国高校为何看重学科交流
陈盈晖 陈浩

阅读是渗透在我们生
活中的一种能力、一种享
受，也是一种修养。法国
新任教育部长布朗盖特别
关注学生的阅读素养，他
在自己的教育著作 《生活
的学校》 和 《未来的学
校》 中都强调了阅读的重
要性——学会阅读关乎一
生，阅读促进人脑的发
育，建构学习的习惯，促
进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是
自由生活的基础。然而，
法国学生的阅读能力却不
容乐观。

近日，国际教育成就评
价协会 （IEA） 公布 2016
年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
目 （PIRLS） 的测试结果
中，法国小学生的表现位列
34位，远在新加坡、俄罗斯
之后。法国布莱兹-帕斯卡
大学西尔维·塞布(Sylvie
Cèbe)表示，法国学生的阅
读障碍在于不能够理解文字
深层次的含义，阅读中不懂
得提炼信息、分清主次、整合
碎片信息、理解隐晦意义、抓
住整体大意。布朗盖指出，
文字的理解与阅读的流利程
度密切相关，读得越熟练，越
能完整地把握整体内容，另
外词汇量不足也是造成阅读
困难的原因之一。

法国学习认知心理学教
授让·爱弥儿·孔贝尔
(Jean- Emile Gombert)

表示赞同布朗盖的观点，并提
出幼儿园及小学低年级阶段是
学生积累词汇、运用词汇的关
键时期。调查显示，家庭条件
好的学生比贫困家庭学生的
词汇量平均多出1000个，而
词汇量又直接决定着阅读能
力，因此，关注幼小阶段特
别是贫困家庭儿童的阅读能
力发展至关重要。他还指
出，教师教育和小组学习是
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途
径。有数据显示，法国学生
在课堂上接受阅读训练的时
间要少于经合组织其他成员
国，而且法国教师在课堂上
的语言不够丰富，不能够清
晰地解释重要字词的含义，
没有掌握阅读技巧及其传授
方法；以芬兰为代表的斯堪迪
纳维亚地区小组学习模式也是
有效促进阅读素养的方法，而
在法国则较少使用。

以提高阅读素养为出发
点，法国教育部长布朗盖提
出，将在教育培训中增加每年
每人9小时的阅读教学能力提
升内容，并从下一学期开始，
在小学课堂中增加每日听写和
每周一小时阅读，小学的课外
辅导课和初中的个性化辅导课
中增加阅读训练的内容。这种
强化基础的做法是否有效，将
会在2018年法国全国核心能
力测评结果中得到体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
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法国阅读素养
将从幼儿抓起

刘敏 王丽媛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
会(ACER)近日发布了2016
年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
（PIRLS） 国家报告。报告
显示，澳大利亚四年级学生
的平均阅读成绩有所提高，
但仍需关注长期处于阅读成
绩尾端的学生群体。

澳大利亚 286 所小学
的6341名四年级学生参与
了此次研究。结果显示，澳
大利亚是平均阅读成绩自
2011 年以来提高的 18 个
国家之一，平均阅读成绩从
2011 年 的 527 分 提 高 到
2016年的 544分。此次澳
大利亚的平均阅读成绩低
于13个国家，相比于2011
年低于20个国家是一大进
步。除了整体阅读成绩的
提高外，该报告也显示澳大
利亚各州和地区间差异在
缩小；81%的澳大利亚四年

级学生达到或超过中等阅读
水平，这一比例在2011年是
76%。没有达到最低水平的
学生比例保持不变，另外
16%的澳大利亚学生阅读成
绩在2016年达到优秀。

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
2016年的调查虽然表明，澳
大利亚学生平均阅读成绩有
所改善，但它也显示阅读困
难学生群体的存在。澳大利
亚四年级男生阅读困难的概
率是女生的两倍，土著学生
平均得分比非土著学生低67
分，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
阅读表现不佳。此外，由于
校园欺凌、低归属感和对学
术成功重视不够，教育薄弱
地区学校的学生接受的阅读
指导不足。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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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中，教学质量决定着人才培养质量，交流的深度决定着学生掌握知识和创新思维的
宽度。为了提高教学的层次和质量，教学学术这一概念在北美高等教育中应运而生，并促发高等教
育学术职称制度性改革。正因为如此，师生的交流与探究已经成为美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特点之一。

爱尔兰教育与技能部部
长理查德·布鲁顿日前发布
了一份关于2016年国际阅
读 素 养 进 展 研 究 项 目
（Progress in Interna-
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PIRLS）的 国 家 报
告，指出爱尔兰四年级学生
在此次测评中的表现是欧
洲国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
合组织）成员国中最好的。
据悉，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
究项目主要对全球55个国
家的四年级学生进行阅读
素养测评，每五年举办一
次。

该报告还显示，爱尔兰
四年级学生的阅读素养成绩

比2011年的测评提高15个百
分点；爱尔兰学生阅读素养的
性别差距比国际整体差距更
小，同时数据显示，爱尔兰学
生此次测评中的性别差距比上
一轮大幅减小；与2011年测
评结果相比，爱尔兰只有基本
阅读能力的学生人数大幅下
降，而拥有高级阅读技能的爱
尔兰学生从2011年的16％上
升到2016年的21％，远高于
国际平均水平。

对此，布鲁顿表示：“阅
读是一项基本技能，能够使学
生自信地参与教育，充分发挥
他们的潜能。”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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