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应以自学为主，养成自学习惯、培养自学能
力是大学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 当然，自学的方法和能
力需要教师的引导和培养。 学生自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还需要教师的讲解，但教师的讲解要建立在学生自学的
基础上，突出针对性。 这是我们改革的基本思路。

1. 指导学生独立阅读教材，把教材读懂、读好。
作为大学主要标志的大学教学内容具有明显的学

术性、专业性、前瞻性、探索性等特点，而作为教学内容
重要来源的教材，对学生而言，也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
战性，没有教师的具体指导，学生要读懂教材、读好教材
是不容易的，教师要坚持引导学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阅
读教材。

① 教材说了什么？通过阅读把教材看懂，这是基础
和前提。 明确教材的主要观点和核心内容是什么？ 并尽
可能用自己的话进行复述。

② 教材的观点对不对？对，对在哪里？为什么对，理
由和根据是什么？ 错，错在哪里？ 为什么错，理由和根据
又是什么，怎么改正？

③ 教材的观点好不好？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在
哪里？ 教材的哪些观点、见解及其阐述，你觉得特别精
彩，对自己启发最大？教材的哪些看法和内容，你觉得没
有新意，很一般，甚至有些过时？

④ 对教材的观点和内容， 你是否有自己的看法和
想法？ 你是否觉得有必要对教材进行补充？

2. 把教师的教建立在学生学的基础上， 使教成为
学的促进和提升。

教师的教要建立在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凡
是学生独立自主学习能够掌握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教
师都应让学生独立完成。 学生由“被教”转变为“自己
学”，这是大学教学必须确立的理念。

第一，从教与学关系来说，教师要针对学生在独立
学习中提出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即教学生自己学不
懂、学不会的知识和问题。

第二，从教学内容而言，它是一种以难点为对象的
教学。所谓难点指的是学生难于理解和掌握的内容。难
点的形成，一是教材的原因，二是学生认识和接受能力
的限制。教学中排除难点，首先要求教师明确“难”在哪
里，然后对症下药加以排除。 如有的难在内容抽象，教
师就应设法提供具体形象的内容， 使学生从感性认识
入手；有的难在内容深奥，教师就应设法通过复习或联
系有关知识，来铺路搭桥，帮助学生理解；有的难在内
容复杂，教师就应采取分解、化简和分散处理的方式来
解决。

第三，从教的层次而言，它是一种立足于最近发展
区的教学，具体来说教师要教学生想不到的东西，要教
教材里面蕴含的思想方法和智慧价值。

（下转 15 版）

1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
刊

依
照
课
改
难
点

探
索
解
决
节
点

2013 年 1 月 2 日

第 28 期
策 划：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主 编：王占伟 电话：010-82296726
实习编辑：钟 原 电话：010-82296728
投稿信箱：zgjsbkt@163.com
美编：梁颖宁 电话：010-82296743
投稿信箱：liangyn@edumail.com.cn
博 客 ：http://blog.sina.com.cn/u/
2415101421

教师教育改革新样本
□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余文森 连 榕 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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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奥数热”成为全国各
地的一个普遍现象。

“奥数” 早已不是什么业余爱
好、兴趣培养，而是围绕“小升初”
进行的择校竞争：家长“强迫”孩子
去“透支”未来，占用了孩子的休息
时间，让早已不堪重负的孩子又背
上一座“新的大山”。

从经济负担上看 ， 这样的培
训， 收入不错的家庭还吃得消，可
是对于一些工薪阶层，就有些难以
消受了。 一位家长在博客中这样写
道：“家庭月收入扣掉房贷的钱才
剩余 3000 多， 孩子的课外补习费
就占 2000 多，其中奥数占大头。 ”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
的问题是， 奥数教学是 “授人以
鱼”，而非“授人以渔”，一字之差 ，
泯灭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究学
习的兴趣，浪费了学生本应玩耍的
时间，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从奥数的内容看， 行程问题、
计数问题、钟摆问题、工程问题等，
这些内容一般都是在高年级应用
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特
别是极限问题，很多公式实际上就
是高数微积分公式的变异。

随便翻阅一下流行的奥数教
材 ：《冲刺金牌———全国小学数学
奥林匹克竞赛最新优秀试题精选
与题解》， 里面的很多试题只要用
到初二以上的知识 ， 就能很快解
决。 如勾股定理、根式运算、比例线
段、等积变换等。 但让一般的小学
生去啃这些题目 ， 不是为难他们
吗？ 如此不恰当的超前训练不仅对
学生的思维发展不利，而且会使绝
大部分学生从此惧怕数学从而远
离数学，甚至厌恶数学。

很多奥数学校是怎样教学的
呢？ 让学生记住海量的奥数公式，
遇到问题就对号入座，找出答案就
万事大吉。 一旦某个问题稍微变
化， 这些奥数高手也就束手无策
了。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尊重学生
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
学习，调动自己的大脑 ，探索未知
的世界， 又何愁学生不会举一反
三、灵活运用呢？

我始终抱着这样的理念：学生
通过自己的努力，哪怕只是发现奥
数中少数几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也
比那些掌握着大量奥数公式，只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学生强。 因
为这是授之以“渔”了！

“渔”比“鱼”更重要，“授人以
渔”， 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
乐，才能让他们在求知的道路上走
得更好、更远。

为何反对奥数

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未能在中小学课堂普遍推行，与师范院校毕业生没有亲自体验这些学习方式是分不开
的。 当前大学课堂主体的教学模式依然是教师讲学生听，学习的依赖性和随意性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大学生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
升。 师范院校如何创新教师教育模式，深化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

1. 师范大学和中小学脱节，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未能在中小学课堂普遍推行， 与我们的师
范毕业生没有亲自体验过是分不开的。 教师的教学方式是
自己学习方式的“影子”，或者说师范大学教师的教学方式
是有“传递性”的，它们像“影子”一样附在师范生身上，如果
师范生习惯了讲授型课堂， 讲授法就会成为毕业后的法定
教学方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既然是有意义的、
对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极具价值的学习方式， 就应该在师
范教育里率先倡导和推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第 17 条也明确指出：“师范院校和其他承担基础教
育师资培养和培训任务的高等学校和培训机构， 应根据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
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师范生作为大学生，具备比中小
学生更高的学习能力基础，从年龄特征和认知基础来看，也
更有条件来试行新的学习方式。

2. 当前大学课堂主体的教学模式依然是教师讲学生
听， 学习的依赖性和随意性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大学生学习
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我们在听课调研中，经常看到这样
的情形：在课堂上老师讲得生动、有趣，大学生们会抬起头
来听听、看看；老师要是讲得比较抽象，讲得不那么精彩、形
象，课堂上就会有大半的大学生低着头，脱离课堂忙些其他
事情。对此，我们非常揪心，到底学习是谁的责任？谁是课堂
真正的主人？我们曾从专业的角度对大学课堂进行分析，发
现很多课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教师这方面来看，教学很
投入，讲得很系统，教得很完整；而从学生这方面来看，学习
很不在状态，不主动、不系统、不完整，甚至显得呆板、机械、
零散。在很多课上，就算学生在学，也无非就这么三种情况：
一是教师讲学生听（记）；二是教师放 PPT 学生看（记）；三
是教师问学生答（偶尔）。 这种学习方式和学习状态怎么可
能有学习质量呢？主体性缺失的学习，不仅导致学习质量和
学习意义的普遍失落， 而且造成严重的逃避学习、 恐惧学
习、厌恶学习的现象，这是当今大学教学的突出问题。

3. 所有的教育改革，所有的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如果
没有落实到课堂上，都是空的，至少是流于形式的。这几年，
国家对大学教学改革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投入， 名目
繁多的工程和项目给大学的教学改革和建设带来了难得的
机遇和条件，教学名师、特色专业、精品课程、优秀教材、重
点实验室、创新实验区等，从某些方面提升了大学的办学水

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教学质量的外因，而不是内因。
离开了学生的学、主动的学、系统的学、独立的学，任何外因
都不会起作用，都不会自动转化为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教
学改革必须进入深水区，必须进入课堂，进入教与学本身。
改变学生依赖、被动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学
习潜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让大学课堂充满学生学习
的活力，这是当前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

1.“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
学生学习首要的是解决学习的动力问题。从教学的实

际来看，动力作用表现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即学生在学
习活动时的内在能动状态，它的特征是自觉和主动。 缺乏
自觉和主动的学习都是不成功的学习。主动性对应于被动
性，二者在学生的具体学习活动中表现为“我要学”和“要
我学”。 “我要学”是基于学生对学习的一种内在需要，“要
我学”则是基于外在的诱因和强制。

18 世纪的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得好：“如果使
学生习惯于简单地接受或被动地工作， 任何方法都是坏
的；如果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任何方法都是好的。 ”当前
我国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一样，普遍处于一种“受逼”的学
习状态，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为此，让学习成为大
学生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压力，改变学生
的学习状态和学习体验，使大学生从“受逼”学习的状态中
解脱出来，让他们变得爱读书、爱学习，便成为当前大学教
学改革的首要任务。

2.“依赖学”向“独立学”的转变
学生独立学会而不是被教师教会，这是大学教学区别

于中小学教学的重要特征。 如果说主动性表现为 “我要
学”，那么独立性则表现为“我能学”、“我会学”。 每个大学
生，除有特殊原因外，都有相当强的潜在和显在的独立学
习能力。为此，大学教学不仅要积极鼓励学生独立学习，还
要不断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独立学习，从而让学生发挥自
己的独立性，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让学生
凭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阅读、思考、质疑；独立自主地
发现、提出、解决问题；独立自主地总结、概括、纠正、反思，
解决问题，掌握知识，发展能力。

3.“孤立性学习”向“交往性学习”的转变
学习不仅是一种个体获得知识和发展能力的认识过

程，同时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 交往的认识意
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促使知识增值。 “知识在对话中
生成，在交流中重组，在共享中倍增。 ”学生通过交往分享
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丰富学习内容，求得新的发现。
学习过程因此成为课程内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不
断建构与提升的过程。 第二，活跃学生思维。 古人说得好：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缺少交往的学习很难产生
思维的碰撞和创造的火花。 “一个苹果跟一个苹果交换，得
到的是一个；一个思想跟一个思想交换，得到的是两个，甚
至更多。 ”学习中的交往和互动有助于激发灵感，产生新颖
的观点、奇特的思路，从而增强思维的灵活性和广阔性。

只有基于交往和合作的学习， 才能不断深化学习的
内涵、丰富学习的内容，并使学习过程成为学生的一种道
德生活和人生体验。这样，学习的过程同时也就成为人格
的健全与发展过程。伴随着学科知识的获得、学习能力的
提升，学生变得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同情心，越来越
有责任感，越来越有教养。 为此，大学教学要大力提倡交
往性学习。

4.“知识性学习”向“问题性学习”的转变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

匙。没有问题就不会有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
知识。 所以说，问题是思想方法、知识积累和发展的逻辑力
量，是生长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的种子。学生学习同样必
须重视问题的作用。没有问题也就难以诱发和激起求知欲，
没有问题， 感觉不到问题的存在， 学生也就不会去深入思
考，那么学习也就只能是表层和形式的。 为此，大学教学必
须特别强调问题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通过
问题来进行学习，把问题看作是学习的动力、起点和贯穿学
习过程中的主线；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来生成问题，把学习
过程看成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正如张楚廷教授在其《大学里，什么是一堂好课》一文中
强调指出的：能够带上满口袋问题走进课堂的课，算好课；
能够在课堂上唤起学生发问、提问的课，算更好的课；能够
唤起学生提问，居然被学生的问题问倒了（教师一时答不出
来了）的课，算是最好的课。

为了促进学习观的转变， 教师的专业角色也应发生
相应的转变。 过去，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提供者、讲授
者，是权威，是裁判。 现在，教师是引导者、策划者、合作
者、服务者、开发者，是同伴，是导演。 教师是导游不是领
导，要引导学生作自助旅游，而不是领着学生沿固定线路
参观；教师是导演不是演员，要在幕后策划，指导学生去
展示，将学生置于聚光灯下，而不是自己在讲台上说长篇
评书；教师既是精神的同道，亦是学习的伙伴，而不是左
手握真理右手握大棒；教师是服务生，要俯下身子为学生
服务，将姿态放低，将心胸放大，而不是挂在墙上当圣人
像，等着学子们来膜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学会
生存》 中有这样一段话：“教师的职责现在应该越来越少
地传递知识， 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他将越来越多地
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
盾观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 ”

学习观转变的实质是把权利还给学生， 具体来说，大
学教学中学生的权利主要有如下几项内容：

一是教学参与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42 条
规定学生有“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的权利，
它意味着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 是教学过程的主体，
课堂教学绝不是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活动， 而是师生交
往、双方互动、协同发展的过程，那种排斥学生参与、单一
由教师主导的现象，无疑剥夺了学生的参与权。

二是主动思考和自由表达权。教学交往中学生有权独
立思考，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权提出问题，有权发表成
果。 这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

三是探究权。探究权，就是学生学习、思考不受外力左
右和控制，自主学习和探索真理，他人不能机械灌输和包
办替代。

四是教学评价与改进建议权。 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
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学生发展需要或促进学生发展。教学是
否达到了这一目标，学生最有发言权。因此，学生有权对教学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权要求学校和教师改进教学工作。

所有的教育改革，所有的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如果没有落实到课堂上，都是空的，至少是流于形式的。

过去，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提供者、讲授者，是权威，是裁判。 现在，教师是引导者、策划者、合作
者、服务者、开发者，是同伴，是导演。 学生由“被教”转变为“自己学”，这是大学

教学必须确立的理念。

改革的起因与背景

改革的主要举措改革的理念和目标
襪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以创新教师教育模式、深化教师教育改革为使命，福建师范大学开展了基于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实现

了四个转变，即由“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依赖学”向“独立学”的转变，“孤立性学习”向“交往性学习”的转变，“知识性学

习”向“问题性学习”的转变。改革的主要举措有：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尝试小组合作学习，构建学习共同体；实

施探究性学习；让学生评课、评教；让学生（小组）讲课。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开展了基于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师范大学教学改革。 图为正在讲课的余文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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