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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oung teachers are the backup pow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trengthen
the pre-job training of young teachers is playing a vitally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eachers’
individual and school.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for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measures of high school
young teachers’ pre-job training, whi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aree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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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教师是高校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岗前培训，对教师个人与学校的发

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是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视角探讨高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的意义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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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定教师职业生涯的因素进行分析，进而确定其事业发

高校的竞争究其实质是师资水平的竞争。搞好教

展目标，并设计相应的行动计划的活动过程[1]。合理

师队伍建设是办好高校的根本，是高校工作的主题。

的高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对高校初任教师的个人发

针对新入职的高校教师这一特定群体，高校把教师职

展和学校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业生涯管理提到战略高度，开展基于职业生涯规划视

1) 有助于教师明确发展方向。初任教师进入教师

野的岗前培训工作，帮助青年教师尽快适应教师角色

队伍的时间不长，他们富有朝气、思想活跃、学习勤

和实现教师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高校进行师资管理

奋、工作热情高，但是还未调整好从学生角色转变为

工作的前提，是合理处理青年教师个人职业发展和高

教师角色的心态，理想和现实环境也存在很大的心理

校纵深发展关系的基础。

落差，希望能在工作能力方面获得成就感，但是由于

2. 职业生涯规划对高校初任教师的意义

对自身认识的缺乏，不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通过
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可以使新教师认识到自身的个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指学校根据教师的个体情况

性特质和潜在的资源优势，克服职业初期的盲目心

和所处环境，结合教师和学校发展的双重需要，对决

理，增强发展的目的性、计划性，合理计划、分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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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精力，从而成功实现自我价值和奋斗目标，有效

质，较强的分析、思辨能力和良好的道德情操。但是

开展教学和科研等工作。

这些只是成为一名合格高校教师的先决条件，并不能

2) 有利于高校合理配置人力资源。高校初任教师

保证一定能够胜任教师岗位的工作，在专业理论与教

是学校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学校针对这一特定人群制

学内容、教学方法与科研水平等方面与岗位要求还存

定职业生涯规划，能够及时了解中青年教师的性格特

在差距，职业理想与学校现实还有一段距离，岗前培

点、专业方向、理想目标等情况，从而根据教学、科

训可以通过设置一些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帮助初任

研、管理等不同岗位需求，科学地规划他们的发展道

教师缩短这些差距，促进初任教师作为职业新人各方

路，有针对性地制定有力措施，为他们创造实现个人

面的职业成熟度，加快个人能力与具体岗位的融合，

目标的良好工作环境和条件，为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开

职业理想与学校现实的对接，逐步成长为具有发展潜

辟更广阔的空间，做到人尽其才，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力的优秀教师。

3. 岗前培训在高校初任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中的作用

3) 认同作用。岗前培训通过设置教育教学基本知
识、教学技能、学校基本情况、发展历史、发展规划、
人事政策、教学科研制度等内容，使初任教师提高自

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培训措施，是对高校教师

身能力，通过团队互动等沟通活动增强团队意识与合

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的最重要的举措。与高校教师职业

作精神，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逐步提高学校的向心

发展需求相一致的积极的培训措施，能引导教师将个

力和凝聚力，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对学校及自身的

人的职业生涯与学校的发展目标相统一，帮助教师更

发展前景树立信心，从而转变角色尽快适应工作环

新专业知识，增强专业决策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化成

境，具备稳定心态去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长，确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为高校教师实现职业生涯
目标创造客观条件。我国高校初任教师在进入工作岗

4. 基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岗前培训措施

位的前一两年内的指导和培训，有制度可循的主要形

基于职业生涯规划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总体

式是岗前培训。因此，从初任教师的阶段特点出发，

目标是：帮助初任教师由高校毕业生的角色平稳过渡

在岗前培训中注入职业生涯理念，贯穿职业生涯规划

到高校教师角色，为职业生涯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奠定

理论的指导作用，合理利用组织提供的资源安排岗前

坚实的基础。具体包括：使初任教师初步具备专业方

培训内容，可以帮助初任教师初步具备专业方面的发

面的发展能力、适应学校的新环境、锻炼新工作所需

展能力、适应学校的整体需要，从而为实现教师职业

技能、接纳学校的价值观、增强初任教师对职业发展

生涯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岗前培训可

的积极性。基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岗前培训措施可以包

以作为高校初任教师职业生涯的基础性培训，发挥以

括以下几方面：

下作用：
1) 奠基作用。岗前培训是高校青年教师踏入社会
的第一课，是职业生涯的起点，是教师工作、成长、

1) 构建合理的岗前培训内容体系。初任教师需要
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对学校社会环境的了解
以及对教师职业的认识和规划。

发展的基础，是专业能力提升、职务晋升的开端。如

①理论知识的学习。除了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

何认识、理解高校教师这个职业，以何种心态开展教

心理学、高等教育法规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四门教育

学和科研，如何给自己的职业目标定位，提高自己哪

理论外，还应开设教学方法论、课程论、创造学、课

些专业能力和知识等等，都可以在岗前培训中注入职

堂管理技巧专题讲座、计算机基础知识以及文学修

业生涯规划的相关理念，开展适合实现高校教师职业

养、辩证法等人文课，使新教师在教育理论、教学方

目标的岗前培训内容，为初任教师的职业生涯奠定牢

法、发展意识、科学和人文的综合素质等多方面全面

固的思想基础和能力基础。

提高，以适应高校教育教学的新要求。还可以采取多

2) 促进作用。被选拔到高校从事教育工作的毕业

种教学形式，如分组讨论教学法能让每一位教师都能

生经过若干年的学习，加上严格的层层招聘筛选，都

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观摩教学法能让教师对一堂观

已初步具备了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较好的科研素

摩课的优劣进行评价；模拟练习法可以使大家都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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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多样化的培训方式不仅能使新教师理解枯燥的

的交流、讨论、学习等活动，要经常性地组织教学演

理论知识，也能促进他们提高教学技能、改善教学方

示、教学观摩和专题研讨活动等，在岗前培训临近结

式。

束时，组织对初任教师进行考核评价，并形成正式评

②学校校本情况的介绍。岗前培训通过介绍学校

价报告上报给学校师资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概况、历史沿革、组织架构、现状与前景规划、相关

3) 建立、搭建初任教师职业发展机构与平台。教

职能部门的制度规定等校本情况，让初任教师了解自

师职业发展和素质提高的现状说明，教师职前培养不

己所处的学校环境，根据学校的现实情况合理制定自

可能一次性提供一个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与

身发展的职业生涯规划。

技能，教师职业发展也不可能指望通过间断的、孤立

③教师职业的认识和规划。岗前培训中要设置教

的方式来完成，教师的发展应该是终生的、持续性的

师职业规划课程，邀请职业规划师帮助初任教师树立

过程。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有效的管理和激

职业生涯理念，协助教师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励。

作出自己的职业规划，促进教师学科专业发展。依据

①成立教师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在有条件的高

社会的发展对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提出的要求，

校，应该设立专门的教师职业发展指导中心，成立专

结合各高校提出的具体的师资队伍建设目标，根据教

职工作小组，申请经费保障，制定相关工作制度，聘

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人的发展目标和生涯规划。

请职业规划师进行指导，组织相关课程培训，指导教

2) 建立岗前培训“三位一体”组织管理体系。岗

师职业发展，进行相关职业发展考核，促进教师个人

前培训在整个教师教育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

素质与学校学科建设健康发展。

用，涉及到多方面部门和人员。只有构建完善的教师

②设立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网络平台。通过学校建

岗前培训组织和管理体系，才能协调好所有参与部门

立的局域网或校园网为初任教师提供帮助及交流的

和人员之间的关系，岗前培训功效也才能得以充分发

平台。可以在相关网站上开辟教师入职计划专门网

挥。构建由地方高校教师培训机构、学校师资管理部

页，为初任教师提供前沿理论、活动安排及问题咨询

门、和各院系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协作的“三位一体”

等栏目为初任教师提供互相交流的平台。可以包括以

的教师岗前培训组织和管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高校教师个人信息库，

①地方高校教师培训机构需要对岗前培训的标

及时掌握发展动态；二是提供教师自由交流平台，开

准、内容、评价方式等作出总体规定，宏观管理所辖

办如文化沙龙、读书协会、信息茶座之类，引导教师

地区高校的岗前培训工作，全程参与监督，协调各相

之间的信息交流；三是建立学术团队自由合作平台，

关机构的资源调配，建立一种全方位的合作伙伴关

鼓励不同学科、不同层次教师之间的科研合作与教学

系，为初任教师的岗前培训提供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梁

研究，引入良性竞争，设立教师教学与科研团队排行

作用。

榜；四是学校定期发布初任教师关注的培训、奖酬、

②学校师资管理部门对本校教师岗前培训负有

晋升等信息的平台。

领导与管理之责。负责本校的教师岗前培训方案，对

③定期开展教师研习活动。研习活动可以由当地

方案的实施进行宏观管理和协调，对院系内计划实施

或本校的教师教育研究机构、教师发展中心或本院系

的监督和检查，组织有关人员对完成岗前培训的初任

组织，利用课余时间举办。研习内容可以包括：教学

教师进行考核和评价。

疑难问题、教师生涯发展与规划、人际关系各方面的

③各院系负责辅导、考核本院系的初任教师的工

个案讨论；大学生心理问题、教学方法与评价，国内

作。院系成立初任教师岗前培训指导小组，还可以邀

外学科或教育发展趋势等。这样的研习活动可以扩展

请教师职前培养机构、师范大学的有关学科专家以及

初任教师的发展思维、加强同事交流，对初任教师的

教育行政部门的视导人员参加。院系内指导小组要严

专业发展及社会化过程具有促进作用。

格遵守岗前培训的有关规定，加强对本院系内辅助工

岗前培训制约着初任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进程

作的领导和管理，动员资深教师积极参与到对初任教

和水平，对教师自身潜能的挖掘、自我价值的实现、

师的帮助中来，定期组织本院系指导教师和初任教师

职业乐趣的体验产生重要影响。构建符合高等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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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要求的基于职业生涯规划视野的新型教师岗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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