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硕士 CT-CE 分类培养探索与实践》 

成果总结 

江苏师范大学是全国首批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之一，2004 年开

始招收在职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5 年积极开展高校与中小学协

同培养教育硕士的探索。2009 年招收全日制教育硕士后，学校明确

了全日制教育硕士与在职教育硕士的不同目标定位。经过多年实践探

索，形成了教育硕士 CT-CE 分类培养的特色做法。 

CT（Clinical Teacher）是指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临床

骨干”教师。CT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培养重点在于提升

职业适应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旨在成长为市县级学科骨干教师。 

CE（Clinical Expert）是指在职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临床专

家”教师。CE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培养重点在于发展批

判反思能力、实践研究能力，旨在成长为具有高度实践智慧的学科领

域专家（教授级高级教师）。 

一、主要解决的教育实践问题 

我国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

业人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提高。 

1．两类培养同质化：全日制教育硕士与在职教育硕士是不同的

学习群体，在教育理论、实践经历、教学经验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但普遍存在两类培养同质化问题。 

2．课程教学理论化：教育硕士课程教学长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

节问题，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严重。表现为：教学内容以理论为主，

教学方式以传授理论为主，针对鲜活教学案例及教材，缺少案例教学，

实践教学弱化。 



3．培养主体单一化：教育硕士培养虽然实施双导师制，但校外

导师以及中小学参与度不高。以大学单方为培养主体的弊端日益凸

显，难免忽视职业性和实践性，难以培养出高水平的临床教师。 

二、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校在导师队伍、培养机制、教学方式、实践

教学、教学资源等方面多措并举，积极改革。 

1．组建“双师”“双型”导师队伍 

导师队伍建设是保证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关键，也是解决现实问

题的保障。我校根据教育硕士专业特点，着力打造高水平“双师双型”

导师队伍。所谓“双师”是指导师水平：既要具备较高理论研究素养，

也要具备较强指导基础教育实践的能力；所谓“双型”是指导师类型：

既包括高校教师，也包括基础教育名师。 

（1）以政策为保障，遴选“双师”高校导师 

学校出台了《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专

任教师深入基础教育实践活动方案》等相关文件，遴选高水平教师担

任教育硕士导师，规定导师每年深入基础教育开展实践活动不少于

30 天，参与调查研究、听评课教研活动、教师培训等实践活动，确

保高校导师成为服务基础教育、研究基础教育、引领基础教育的高水

平双师型教师。 

（2）以合作为基础，外聘“双师”校外导师 

以高校与地方政府、中小学三方协同建设为基础，聘请基础教育

名师担任校外导师，确保校外导师为问题解决能力强、教学研究水平

高的双师型导师，改善“双师”教师短缺、“双型”教师结构不合理

问题。 

（3）以培养促建设，内生“双师”校内外导师 



在提高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同时，培养和选拔优秀毕业研究生作

为“双师双型”教师团队后备培养对象，经过开展教研活动、指导学

生教育实习、参与教师培训等多种形式的锻炼，逐步充实到“双师双

型”教师队伍中。例如，教育硕士刘永康毕业后晋升特级教师，被聘

为校外导师；教育硕士袁辉毕业后学术水平高，被聘为校内导师。 

（4）以分类为导向，建立主副导师指导团队 

以分类培养为导向，由双导师制改为多导师制，建立主副导师指

导团队。对全日制教育硕士而言，除了校内外两位主导师外，增加中

小学骨干教师作实践导师（副导师），着重指导其教学实践活动，提

升教育实践能力；对在职教育硕士而言，除两位主导师外，还增加高

校优秀博士作为科研导师（副导师），着重指导其教育科学方法，提

升实践研究能力。 

（5）以服务为宗旨，优选导师挂职中小学副校长 

学校以服务基础教育为宗旨，优选校内导师到中小学挂职科研副

校长，深度参与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指导中小学开展校园文化

建设和课题研究。以 2016 年为例，学校选派 14 位具有博士或教授职

称的教育硕士导师，到徐州星源小学、潘塘初级中学、徐州五中等学

校挂职副校长，开展服务基础教育活动。 

目前已建成高水平“双师双型”教育硕士导师团队。以学科教学

语文、数学方向为例，校内导师 100%为高级职称，其中 90%为博士；

校外导师 100%为特级教师，其中 40%为教授级高级教师，还有 9 位

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十多位教师获全国优秀教育硕士导师称

号，相关成果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一等、二等奖多

项。 



2．构建“多方协同”教育硕士培养机制 

为突破单一培养机制，我校聚合多维力量，突出地方政府、中小

学在教育硕士培养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整合优势资源，创建“多方

协同”教育硕士培养机制。 

（1）与地方政府“共建教师教育协同创新联盟”，彰显地方政

府培养主体 

我校已与新疆奎屯、山东枣庄、河南濮阳、安徽淮北、江苏徐州

等 14 个教育局签署“共建教师教育协同创新联盟”，地方政府利用

资源优势，出台有利于教育硕士培养的政策，提高地方教育师资水平。 

（2）与中小学共建教育硕士教学实践基地，突出中小学培养主

体地位 

通过与徐州三中、民主路小学等 15 所中小学校签署“共建教学

科研联合体”协议、与泰州兴化中学等签订教育硕士教学研究基地协

议、与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建立 US（University-School）双主

体实践基地等形式，强化中小学、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双向主

体地位。 

（3）建立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三方协同共同体，协同培养教

育硕士 

江苏师范大学与泰州市教育局、中小学以及徐州市教育局、中小

学开展了“三方协同”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利用高校理论优势、地方

政府资源平台和中小学教育实践资源，三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联

动发展，共同培养教育硕士。 

目前与泰州市开展的“三方协同”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已取得积极

社会影响，受到教育部、江苏省教育厅等领导表扬与肯定；与徐州市

开展的“学讲计划”教育评估项目正如火如荼开展；经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批准，2016 年 1 月由江苏师范大学牵头成立“淮海经济区乡村

卓越教师教育联盟”。在高校教育硕士导师指导下，徐州、泰州、连

云港、宿迁等地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不断产生。 

3．拓展、翻转实践教学 

为解决实践教学弱化问题，提高教育硕士特别是全日制教育硕士

综合实践能力，我校依托 US 双主体实验学校，拓展实践活动形式，

翻转实践教学，体现教育硕士的职业性、实践性特征。 

（1）建立实践能力训练基地 

与中小学合作，建立实践能力训练基地，建成 US 双主体实验学

校，突出中小学在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双方培养职

责，建立实践基地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实验学校参与教育硕士培养

的全过程，开放学校运行全过程，教育硕士全面跟岗学习和实践。 

（2）拓展教育实践活动 

将实践教学活动拓展为见习、演习、实习、研习等多种形式，通

过 3 周见习感受教师职业生活、3 周演习开展备课、说课、上课、评

课等模拟演练、10 周实习强化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的实战性和实践

性、4 周研习提高教育硕士教研水平，形成前后衔接、内在统合、逐

次推进、螺旋式提升的实践能力训练机制。 

（3）翻转理论-实践学习进程 

将课堂搬进实验学校，把“先理论学习、后实践训练”的学习进

程翻转过来，形成理论与实践相融的学习进程：第一学期学习通识课

程；第二、三学期在实验学校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第四学期完成学

位论文，实现学、训、研有机结合。 

通过实践教学改革，全日制教育硕士综合实践能力有很大提高。

张海涛 2014 年毕业，2015 年获得江苏省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



2016 年她执教的“不等式的性质”被评为江苏省“优课”。 

4．嵌入式案例教学 

为改变落后教学方式，我校充分利用教师培训与基础教育现实的

针对性，积极开展教学改革，以高级别培训为学习平台，将教育硕士

培养嵌入教师培训教学中，着眼于基础教育现实问题，融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教师培训为一体，实现培养、培训一体化培养。 

（1）融教育硕士培养于教师培训 

教育硕士学习期间全程参与教师培训过程，与培训学员一起研

修，与培训专家沟通交流，为培训活动提供服务。 

（2）聘优秀教育硕士为培训教师 

选聘优秀教育硕士作为教师培训兼职导师，为教师培训开展专题

讲座、课堂展示、工作坊研讨等培训活动。 

（3）聘优秀培训学员指导教育硕士 

聘请优秀参训学员加入到教育硕士培养工作中，为教育硕士培养

提供实践基地，提供专题讲座或指导毕业论文。 

（4）变培训资源为教育硕士学习资源 

教师培训生成大量教学资源，教育硕士通过参与教师培训，制作

视频案例和文本案例，生成鲜活的教育硕士学习资源。 

通过嵌入式培养培训一体化教学改革，不仅生成了丰富鲜活的教

学案例，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培训导师和教育硕士导师。例如，教育

硕士张冬梅特级教师承担了江苏师范大学 2011——2015 年国培计划

培训教学工作，广受好评，多次受邀到江苏、河南、安徽等地指导培

训；教育硕士王宗信毕业后即晋升为特教教师、教授级高级教师，为

教育硕士提供实践教学指导；培训学员李桂强被聘为教育硕士校外导



师，已指导 10 多位研究生毕业。 

5．案例开发及教学资源库建设 

为解决教学资源匮乏、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我校充分利用多方协

同培养机制，走访了新疆奎屯、河南商丘、安徽淮北、江苏徐州等市

县教育局，考察了城市乡村、重点普通等各类中小学课堂，导师、研

究生、一线教师、教研员等多方参与，开发了大量基于真实情境的高

质量教学案例，编写了针对基础教育现实问题的教育硕士教材。 

（1）遍访名师，开发系列名师教学案例 

2008 年起，我们利用汉语言文学、数学、教育技术学、历史学

等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的契机，开展“全国名师皆我师”活动，遍访名

师，录制 100 位中小学名师的成长足迹和教学经验，完成 50 多位语

文名师的访谈，开发出系列教学名师教学案例，丰富了教育硕士教学

资源。 

（2）深入课堂，开发学科主题教学案例 

2010 年起，我们开始有计划地开发教学案例，与徐州、淮安、

盐城、连云港、宿迁等苏北 5 个地级市 10 所四星级高中和 15 所小学，

共建“教学科研联合体”，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听评课教研活动，

录制了数百节课堂教学实录，从中凝练出主题，开展深入研究，形成

语文阅读教学案例、作文教学案例、数学概念教学案例、数学命题教

学案例等不同主题教学案例。 

（3）依托培训，生成教研课题教学案例 

自 2001 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起，我校就承担了省市各类

教师培训，2010 年起承担国培计划教师培训。每次教师培训均生成

大量不同培训主题的教学资源，其中不乏基础教育不同主题的教学案

例。通过有意识地收集、遴选、加工、研究，生成了“校本教研”“教



学设计”“教学评价”等不同教研课题的教学案例。 

（4）基于案例，形成高水平精品课程与教材 

2012 年起，我校与泰州市教育局、泰州市中小学三方协同，实

施“卓越教师培养工程”，通过同课异构、课例研究、校本课程开发

等路径，积累了一大批“接地气”的教学案例。以此为基础，积极开

展课程与教材建设。 

目前，教学资源库内容丰富，已形成多样态（视频、文本、课件）、

多主题（概念教学、阅读教学……）、多课题（校本教研、教学设计……）

教学案例 100 多个，建成《中学语文教学设计》《泰州师说》等精品

课程，出版了《十位名师教老王》、《语文课堂教学反思》《数学课

堂教学反思》等 10 部成基于鲜活案例的教材。 

 

 

三、创新之处 

1．模式新 

突破教育硕士培养同质化现象，针对两类教育硕士，提出不同培

养目标：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指向临床骨干教师（CT），在职教育硕



士培养指向临床专家教师（CE），形成分类培养模式： 

以提升综合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四习一体”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

模式：“四习”是指见习、演习、实习、研习四种教育实践活动形式，

旨在形成前后衔接、内在统合、逐次推进、螺旋式提升的实践能力训

练机制。 

以提升临床研究能力为导向的“问题驱动-嵌入培训”在职教育

硕士培养模式：问题驱动是指以基础教育现实问题为学习内容，嵌入

培训是指以高级别培训为学习平台，培养过程嵌入教师培训中，实现

培养、培训一体化。 

2．机制新 

突破单一培养机制，聚合多维力量，通过 US 双主体实践基地、

“教育硕士教学研究基地”、“共建教学科研联合体”等合作形式，依

托高校理论优势、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中小学实践智慧，创建多方协

同教育硕士培养机制。 

3．教学方式新 

翻转“先理论学习、后实践训练”学习进程，理论学习与实践学

习相融，实现学、训、研有机结合；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师培

训等为一体，实现嵌入式培养培训一体化。 

四、社会影响 

1．专家认可度高 

2009 年我校顺利通过国务院学位办中国高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教学合格评估检查，教育硕士培养工作受到评估专家高度认可，教育

部专家组一致认为：“徐州师范大学管理机构健全，培养过程完整规

范，教学质量有保证，档案建设与管理规范，形成了良好的培养教育

硕士的环境，在招生、培养、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经验，



为地方基础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详见：徐州日报 2009-11-4

报道；徐州师范大学相关报道） 

2．辐射范围广 

我校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已应用于其他地方和高校。2007 年通过

签订教育硕士教学研究基地协议，为泰州姜堰市教育局、兴化教育局

培养了大批在职教育硕士；2009 年与淮阴师范学院签署了“关于合

作培养教育硕士的协议”，先期在教育管理、学科教学（数学）、学科

教学（语文）等领域合作培养；2012 年继续签署“合作培养教育硕

士协议”，合作范围覆盖到所有学科领域。目前江苏师范大学和淮阴

师范学院已联合培养全日制教育硕士 60 多人。 

3．社会影响大 

2014 年 3 月，中国教育报报道：“勇拓蹊径成大道——江苏师范

大学‘三方协同’培养卓越教师的探索与实践”。（2014-03-11 中国教

育报） 

2016 年 1 月，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批准，江苏师范大学牵头成

立“淮海经济区乡村卓越教师教育联盟”（2016-01-31 新华日报报道，

人民网报道：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130/c1053-28097732.html） 

2015 年 6 月，段作章教授特邀在“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管理案例教学观摩与研讨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我校案例库建设及案

例教学经验。（中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网报道 2015-08-31） 

2015 年 6 月，王树良教授在“江苏省教育硕士培养工作专题研

讨会”，介绍了我校协同培养教育硕士的做法，受到江苏省教育厅及

与会专家好评。（江苏教育网站报道：

http://www.ec.js.edu.cn/art/2015/6/15/art_4340_174285.html）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130/c1053-28097732.html
http://www.ec.js.edu.cn/art/2015/6/15/art_4340_174285.html


4．培养质量高 

全日制教育硕士就业率达 95%，平均每年有十多名研究生获得各

级研究生创新项目，在省级以上期刊每年发表论文近百篇。毕业后很

快成长为学科骨干。 

张海涛 2014 年毕业，2015 年获得江苏省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二

等奖，2016 年她执教的“不等式的性质”被评为江苏省“优课”。 

在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高，培养了大批教学科研能力强、晋升比

例高、研究成果多、获奖层次高，社会影响大的优秀人才。 

教育硕士王宗信毕业后，被评为徐州市学科带头人，2014 年被

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2015 年晋升为教授级高级教师，参与了江苏

师大国培计划、省市合作、送教下乡、卓越教师培养工程、乡村教师

培训等培训工作。 

教育硕士刘永康毕业后，被评为盐城市学科带头人，2011 年被

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2012 年被江苏师大聘为教育硕士导师，已指

导 3 名全日制教育硕士、5 名在职教育硕士毕业。 

教育硕士张冬梅毕业后，被评为南京市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特级

教师，成为国培计划培训专家，受邀到江苏、安徽、河南、浙江等全

国各地开展课堂教学、专题讲座等活动，在全国小学数学教育界有较

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