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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学员的自主学 习能力这 一问题, 越来越 引起人 们的广泛 关注。在 课堂教 学中, 注重

对学员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更值得我 们深 入思 考 和研 究。笔者 在文 中提 出搞 好 / 三 个0 引 导, 发 挥 / 五 个0
作用, 打造 / 四种0 关系, 旨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 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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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能使学员的个性发展和创新才能得到有益的互补和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落实学员的主体地位, 重视学
员自学能力的培养, 促进学员的主体发展, 使学员

提高。信息时代教员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 无所不
能。因而教员在课堂教学中, 既要引导学员之间开

对其未来的工作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是提高教育质

展讨论和辩论, 还要善于引导学员主动与教员进行

量,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课堂教学中, 教

探讨, 通过研讨争鸣、对比选优产生新的观点、思

员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搞好课堂互动, 调动学员
的学习欲望, 激发学员积极思考, 注重引导学员学

想, 得出最佳结论; 要为学员创设民主、宽松的学
习氛围, 搭建学员展示才华的平台, 培养和发展学

会学习, 从而提高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 增强课堂

员的开放性创造思维; 要诱导学员在慎重思考、深

教学的实效性。

入研究的基 础上, 不唯 书本、不唯教 员, 多 思善
辩, 畅所欲言。

一、搞好 / 三个0 引导, 激活内在动力

三是引导开拓创新。在教学中, 教员要善于发

在培养学员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中, 教员是学

现和引导 学员提出与别人不同 的见解, 敢于 打破

员自主学习的外因, 只有通过学员这个内因才能起
作用。要让学员真正感受到 / 自己是学习的主体0,

/ 常规0, 另辟蹊径, 独树一帜, 开拓创新; 要更加
注重培养学员个体的求异思维和发散思维, 拓展学

只有自己主动地学、主动地问, 才能收到良好的效

员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使学员具备思接千载、视通

果。为此, 在课堂教学中, 教员要善于搞好 / 四个

万里的发 散思维和敢于质疑、富于创新的求 异思

引导0。
一是引导质疑问难。兴趣是好 / 教员0, 问题

维; 要激发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使学员在研
究、探索中不断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则是更好的 / 教员0。 /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0。在
教学中, 教员要注意引导学员围绕学习内容中的精
华和要点, 找出矛盾, 提出问题。训练学员 / 于无

二、发挥 / 五个0 作用, 创设学习氛围
教员在施教过程中, 要注重与学员沟通, 研究

疑处见有疑0, 由最初的敢问到逐步达成会问, 并

学员的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 了解其认知的规律和

尝试着去解答自己提出的疑问。通过有疑到无疑,

兴趣点, 与学员谈心、交朋友, 努力使课堂气氛和

再到有疑循环往复的学习过程, 激活学员的创造性
思维, 培养学员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的钻研精神,

谐民主, 给学员创设自主学习和发展的环境空间,
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创新的品质。为此, 教员

使学员掌握正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要从 / 学什么、为什么要学、怎样学0 的角度, 依

二是引导争鸣探讨。教学互动, 师生间、学员
间的广泛交流, 既为学员创设了宽松民主的学习氛

据 / 学是 教主导下的主体, 教是以学为主体 的主
导0 的原则, 按照学员学习的认知规律, 精心设计

围, 又为学员提供了展示才华、培养能力的环境和

好学习过程, 充分发挥好 / 五个0 作用。

舞台, 既成为学员健康的个体心理发展的基础, 又
y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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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学员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要依据教学目的,

法?0, / 有哪些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0 等

紧紧围绕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突出学科的
重点、难点问题, 进行教学总体设计。以利于在教

问题, 教员对教 学内容、教 学方法 进行梳理 和总
结, 使学员在整体上和更高 层次上掌握知识 和方

学中引起学员的学习兴趣, 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

法。

极性; 引发学员积极思维, 提高其想象能力和创造
能力; 激发学员掌握知识的热情, 提高其学习能力
和研究能力; 强化学员的智能, 提高其分析能力和

三、打造 / 四种0 关系, 提高互动效果
在教学中构建一种以尊重学员的人格个性为特

判断能力。

征, 以培养学员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目标的师生和

二是引路作用。引路就是通过各种教学手段,
让学员参与探索, 强化获取知识 的思维过程的训

谐相处、民主平等、亲密合作、发展个性的课堂教
学模式, 对于学员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信念,

练, 为学员提供思维媒介, 连接思维纽带. 传递思

敢于表现自我, 敢于发表 独特见解 大有裨益。为

维方法, 引导学员自学新知, 培养自学技能。古人

此, 在教学中教员应注重打造 / 四种关系0。

云: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在教学活动中, 培
养和提高学员的自学技能是传授知识和发展智能的

一是亲密关系。/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0。教员亲
切, 语言有感染 力, 能不断 激发学 员的强烈 求知

/ 中介0。提高学习能力离不开智能的发展。而在教

欲, 激励学员勇于克服学习中的困难, 使学员在课

学活动中智能的发展, 只有通过培养学员的自学能
力才能实现。在教学中, 教员应利用各种有效的教

堂中既感到积极紧张, 又感到轻松愉快。因此, 教
员进入课堂时要以饱满的热情, 良好的情绪和真诚

学法手段帮助学员理顺认知过程, 疏通思维渠道,

的微笑面对学员, 让学员感受到教员的平易近人,

形成完整的构知模式, 培养自学技能。如在教学中

和蔼可亲; 要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

教员应在学员思维容易被阻塞的地方设置一两个疑
问, 寻找解疑途径; 在学员思维容易兴奋的地方连

员, 从而缩短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 让学员在认知
满足的同时, 获得情感的满足。

续设疑, 诱发学员归纳、总结, 形成共性认识; 在

二是民主关系。教育家陶行知曾指出: / 创造

学员思维容易交叉混淆之处设疑, 帮助学员辨析认
清特征, 加深理解。只有这样, 教员才能帮助学员

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在民主动员号召之下,
每一个人之创造力都得到机会出头, 而且每一个人

自行疏通构知的渠道, 形成自学的技能。

的创造力都能充分解放出来。
0 民主是催化剂, 在

三是点拨作用。教学中, 教员不易面面俱到、

民主的讨论氛围中, 学员才会没有心理负担, 做到

/ 毫无保留0 地进行讲解, 应就重点、难点的知识
点和关键处进行精讲, 既点到为止, 要给学员留下

畅所欲言,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在教学
过程中, 随时随地就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

充足的思考空间。学员在教员的点拨之下, 能够自

法、教学重、难点及课时安排等征求学员的意见,

主性地学习, 独立地完成学习目标, 达到预期的教
学效果。

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情感和需要, 不断改进教学
计划, 在师生的互动中即兴创造, 凸显个性, 超越

四是搭桥作用。新知 的产生往往以 旧知为基

预定的目标和要求, 使课程的预设性和生成性有机

础, 并与旧知紧密相连。教员需要在旧知与新知间

统一。在民主、信任、合作的气氛中培养学员的参

架起一座能让学员自己通过的桥梁。在强化旧知的
前提下, 确定学习目标, 让学员自己运用知识的正

与意识与自主精神。
三是平等关系。师生关系平等是自主学习的前

迁移, 独立进行思考、分析、归纳和综合, 完成认

提条件。只 有师生关 系平等, 学员才可 能有 / 自

知冲突, 顺利掌握新知。学员在 / 过桥0 和获得新

我0, 才能有机会学习和研究。在课堂教学中, 教

知的过程中, 其自主学习的能力也逐步得到培养和
提高。

员要转换身份和角色, 应着力突出学员在学习过程
中的 / 主体0 地位, 把学员视为教学过程中的真正

五是整合作用。学员在课堂教学的学习与讨论

的认识者, 求知者, 视为发展的对象, 充分调动其

中, 会产生这 样或那样的新 知识、新思 想、新观
点、新思维。而这些有时 处于一种不明 确、不集

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主性, 变学员的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 让师生之间、学员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相

中、不清晰的状态, 教员要注意加以整合, 并做进

互启发补充, 使教员自己由知识的传递者变成学员

一步的引导。通过询问学员在教学中 / 讲了哪些知

主动学习的指导者、组织者与合作者。改变过去那

识点?0, / 讨论了哪些问题?0, / 运用了哪些教学方

种由教员一个人 / 说了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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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学 报

46

2007 年第 1 期 ( 总第 143 期)

的分离。只有从事科研的教师, 才可能积累丰富的

时, 这种方式有助于学生跟上教师的思路。

实践经验, 才有可能自觉地把科研意识融入课程教
学过程中, 也才有能力营造出研究性学习、创新性

但仅有这种形式远不是研究型教学, 我们进行
了积极的探索。一方面, 在课堂内, 充分发挥现代

思维的氛围; 也只有从事科研的教师, 才有不断学

教学手段的优势, 利用平片、多媒体等手段教学,

习的动力, 才能不断跟踪学科的最新发展, 把握课

使整个课堂图、文、声并茂; 另一方面, 利用参观

程的脉搏。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 有的长期从事我
国型号发动机的故障诊断和健康监控, 有的从事新

火箭发动机陈列室和现场试验、小组合作学习、互
联网信息共享等方式, 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延

型发动机的研制和新概念发动机的论证, 有的则直

伸到教室之外。在这些形式中, 教师和学生不再是

接从事发动机的动力 学研究, 从 而在理论和实践
上, 都对课程有深刻认识。例如, 在分析中, 对压

一种 / 面对面0 的关系, 而是 / 肩并肩0 的关系。
这时候, 所共同面对的, 是所要学的知识, 是所要

强应当选用国际单位 Pa 还是选用工程单位 bar, 我

解决的问题。以学生课程论文为例, 涉及到非线性

们总结出了自己的科研体验, 又和学生一起探讨了

动力学、神经网络、可靠性设计等内容, 有些不懂

数值刚性理论。如果没有做过相关研究, 很难考虑
到这一细小但非常关键的问题。

的地方, 就联系相关老师, 共同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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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采用了传统的板书 教学模式, 特别是公式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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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高临下0 俯视课堂的局面,

合作学习的意义。合作学习, 主要是指伙伴之间的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员。通过交流彼此的情感与思

合作, 也包括教员与学员的合作。如何加强教员与

想, 分享彼此的经验与知识, 丰富教学内容, 求得
新的发现和发展, 以达到共识、共享、共进, 实现

学员, 学员与学 员及组际 之间的合 作、讨论 与交
流, 是促进学员自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个性

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的培养既要体现独立性, 又要体现合作意识。在教

( 上接第 23 页)

四是合作关系。合作学习对学员良好性格的形

学过程中要把学员吸引到积极的学习活动中来, 让

成、集体观念的建立, 合作意识的培养等都有重要
的意义。课堂教学应为学员提供独立学习的机会和

学员充分地体会到课堂活动是由众多的个体活动组
成的。

环境, 让学员独立思 考, 独自 发现和感 悟新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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