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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工作室通常是由某一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和管理，用名师姓名或者专业特色命名，集教学、
科研和培训等职能于一体， 教师自愿参加的合作共同

体，是为解决各地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名师资源的

辐射、专项课题的研究等问题而专门组建、有固定人员

参加、有明确具体活动内容的非行政组织机构。名师工

作室对于利用优质教育资源、 促进青年教师的专业成

长、推动教育、教学及学生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随着名师工作室的建设和运行， 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

出来，总体上表现为功能不明、职责不清、管理不善、考

核不严、整体效能不佳等。 在具体原因方面，研究者也

做了许多具体分析， 对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

的研究和思考。在解决系统问题方面，部分教育工作者

和研究学者也做了一定的尝试。但是，当前的相关研究

或者只看到问题的某一个方面而不具备全面性和普

遍适用性， 或者仅限于无实践基础的思辨性论述，或

者活动设计缺乏科学理论支持，因此对实践的指导意

义有限。 总之，国内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跟进研究没

有形成。 因此，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名师

工作室的设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将国外已经成熟、
理念先进的 PDCA 管理 模 式 引 入 名 师 工 作 室 活 动 的

设计中。

一、基于 PDCA 理论的名师工作室活动设计

（ 一）PDCA 理论

PDCA 理论又称质量环，或者戴明环，是管理学中

被广泛运用的一个模型（ 如图 1 所示） ，最早由休哈特

（ Walter A. Shewhart）在 1930 年构想，后来被美国的著

名 质 量 管 理 专 家 戴 明（ William Edwards Deming） 在 日

本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来，经过广泛宣传和不断改进，运

用于持续改善工业产品质量的过程〔 1 〕 。 这一模式还逐

渐被运用到许多领域的质量和管理控制当中，包括医院

管理、企业管理以及教学和教育管理等。
PDCA 中的 P 就是 Plan（ 计划） ，包括目标的确定

以及行动方案的设计；D 是 Do（ 执行） ，即实施计划的

具体行动；C 是 Check（ 检查） ，即检查评估执行计划的

效果， 找出存在的问题， 这一环节后来也被发展为 S
（ study，即研究） ；A 是 Action（ 处理） ，是对检查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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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处理， 同时对成功的经验给以肯定并使之标

准化，对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对

于没有解决的问题，要在下一个 PDCA 循环中去解决。
PDCA 循环是普遍适用、合乎逻辑的有效工作程序。

（ 二）名师工作室活动 PDCA 管理模型

名师工作室的活动设计与管理符合 PDCA 循环的

特征。首先，PDCA 是周而复始的。PDCA 理论中的四个

环节不是运转一次就结束了。 一个循环可能解决了一

部分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通过下一

个循环来解决。 名师工作室的活动就是要解决教学和

教研中的实际问题，而且不可能一次性解决，因此，需

要不断尝试和总结，通过多个循环来解决。其次，PDCA
是大环套小环的。 PDCA 理论的四个环节中，每个环节

也有其内部的小循环。 任何一个小的循环都包括这

PDCA 四个环节。 应用名师工作室的工作管理，每一项

活动都要经过“ 计划制定—开展执行—检查评价—反

思处理”这一流程，并且应用到长期规划、年度计划、个

人工作和单项活动中。 再次，PDCA 是阶梯式上升的。
PDCA 循环并不是在同一水平上机械地重复循环。 每

一次循环起码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或大部分问题；新的

一次循环又会有新的目标和内容（ 如图 2 所示） 。 这种

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名师工作室工作水平逐步上

升的过程， 也是名师工作室活动不断深化与创新的关

键。据此，本研究设计了名师工作室活动 PDCA 管理模

型（ 如图 3 所示） 。

1.P 阶段：活动计划制定

名师工作室的活动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要有明

确的目标，要考虑通过这项活动实现什么目的，解决什

么问题。每一项活动既要符合工作室的总体目标，又要

符合工作室成员的个性需求。 工作室制订了长期规划

和年度计划以及成员的专业成长规划， 为每一项活动

设定了清晰的目标。具体活动目标明确以后，要收集资

料，利用文献和案例等资源，拟定详细的计划、措施和

流程，要具体到活动涉及的区域范围、参与人员、具体

时间地点的安排、 通知的下达、 谁来检查评价这项活

动、怎样反思提高等。 有了详细的目标和计划，活动就

减少了随意性和盲目性，就不至于虎头蛇尾。

2.D 阶段：活动开展运行

这一阶段是名师工作室活动的主体环节。 主持人

的执行力是高效地开展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要不

失时机地调动参与活动的教师积极参与交流和讨论，
分享自己的收获。同时，成员职责的明确分工也是高效

地开展活动的保证，要有观察、记录的人员，要留有资

料，包括会议活动记录，影像资料等。
3.C 阶段：活动检查评价

名师工作室的活动要请导师和其他权威人士及专

家作分析和点评， 要有各类活动和阶段的考核方案和

评价指标，还要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
形成科学严谨的活动报告。

4.A 阶段：活动反思处理

这一阶段也是名师工作室活动创新的关键环节。
主持人和成员要通过对目标问题的解决程度来判断活

动的效果。若效果好则把这种活动设计固化下来，使之

标准化； 若效果很差则果断放弃； 可以改进的活动方

式，要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在下一次的活动中不断

创新，形成新的方案和计划。
二、名师工作室 PDCA 活动设计案例

设计（ 一） ：读书会

读书会是名师工作室以读书交流为主要 活 动 内

容，以提升团队教师理论水平为基本目标，为成员及辐

射地区学校搭建的教师专业成长、合作学习的平台。
1.P 阶段：
首先制定读书方案。 主持人召集名师工作室成员

讨论、明确本学期的共读书目和选读书目，确定读书的

目的是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科研能力、解决

教师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所需书籍由工作室购买，要

求每位名师工作室成员依据自己的情况制订相应的读

书计划，并做好读书笔记，撰写读书心得，为学期末组

织的读书交流会做好准备。同时，要安排阶段性汇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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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督促各位成员做好平时的学习和积累。
2.D 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教师自己潜心阅读所选书目。 每

位成员根据计划把阅读量分配到每周甚至每天， 并在

QQ 交流群里晒出自己阅读的进度和思想的火花，大家

互相交流，互相激励。同时，每位成员要撰写读书笔记，
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 谈谈读书带来的思想理念的变

化，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
3.C 阶段：
为了检查读书的效果，交流分享读书的收获，每学

期组织读书交流会一次。 交流会要求每人事先准备好

读书报告，并通过 PPT 的形式展示讲解。 报告要介绍

自己的读书感悟，并分享读书对自己教学实践的影响。
交流会上与会者要做好记录，并从内容、质量、是否受

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评选出优秀读书成员，由工

作室颁发奖品。
4.A 阶段：
交流会后，工作室对活动进行总结。大部分成员认

为交流会应以共读书目为主， 这样教师在交流中才有

碰撞、激荡、共鸣、升华，活动效果才更明显。因此，工作

室对下一学期读书活动进行调整和安排， 新的读书活

动重点执行共读书目， 自读书目不再列入读书会活动

计划。 工作室还把本期活动中成员的读书心得汇集起

来，上传至名师工作室网站，以便与更大范围的教师共

享。
设计（ 二） ：同课异构

同课异构就是教师执教同一课题， 通过对教材不

同的处理方式、对学生不同的学习指导方法、组织不同

的小组活动等，展示其不同的教学风格和自己对教材独

特的理解，大家在比较中相互学习，扬长避短，共同提

高〔 2 〕 。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的土壤，名师工作

室通过“ 同课异构”这种课堂教学活动，为成员和辐射

区域教师提供了一个切磋课堂教学技艺的舞台。
1.P 阶段：
基于上述活动目的， 工作室根据成员所在相关学

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 协调三位教师提前一周选

定同一课题，准备同课异构活动，同时确定授课时间、
地点、参与人员和拟邀请的专家。 然后，执教教师潜心

研读教材，广泛收集资料，根据自己教学风格及学生特

点设计教学方案。
2.D 阶段：
同课异构活动以上课、听课、评课、议课形式进行。

名师工作室以研讨会形式组织相关学校骨干教师全程

听课，邀请名师工作室导师进行课堂观察，课后对这些

课的优点、不足，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处理，学生的课堂

活动，等等，进行点评，与上课教师互动交流。 然后，其

他听课教师也参与交流活动。 这种由同一个课题所引

起的讨论，激发了每位教师的内心思考，促进了教师课

堂教学能力的提高。
3.C 阶段：
这一环节利用网络教研的形式进行集体评议和个

体反思，由执教教师写出教学反思和整理课堂实录，形

成可供借鉴的文字资料， 以促进自己和其他教师的专

业化成长。同时，主持人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和考查标

准对本次活动进行评价，看是否达到了活动目的，还有

哪些问题没有解决，然后通过问卷、访谈来收集数据，
形成活动报告。

4.A 阶段：
这一阶段， 主持人与成员共同梳理本次活动所解

决的主要问题， 没有解决的问题放到下一次同课异构

活动中解决。 同课异构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课堂教学的

观察与研究，在比较中鉴别多种教学方式的优劣，找出

最优的教学模式，从而对以后的课堂教学制定标准，不

断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3 〕 。
基于 PDCA 理论的名师工作室模式可以借鉴、尝

试和融合，但不能照抄照搬。 同时，在模式运行中切忌

过分注重理论， 因为强调理论过多反倒会使教师面对

实际问题时常常思前想后，不知先迈哪条腿〔 4 〕 。 所以

要让教师在实践中理解、消化、应用 PDCA 理论。此外，
工作室主持人要对工作室成员进行系统的 PDCA 管理

模式培训，让他们认识、接受并参与这种管理，而且应

用到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的小循环中去。 还要防止 PD-
CA 管理模式的僵化倾向， 采取灵活的方式开展活动，
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名师工作室活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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