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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对社会需求、教师教学方法、学生 学习方法 三个方 面的现 状进行 需求分 析, 作者提 出了
一些针对现状的适应我国高校理工科学生学习的教师教 学与学生 学习方法。 文中主 要从如何 引导高 校理工 科学
生的应用创新展开了教学方法研究, 提出了从授课 对象、授课 方法、授课 手段三 个方面 创新教 学, 以满足 目前
社会对学生知识结构的需求和学生对所学知识方法 的需求。最 后从社 会需求、教 师教学 方法、学生 学习方 法三
个方面分析了引导学生应用创新应该深层次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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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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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tualities of the social needs,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students. studying methods are analyzed, and
some new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studying are introduced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colleges and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ese methods, which mainly concentrate on develop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ies of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fer to three aspects of the stud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eans. These methods wi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makeup of the student. s knowledge and the students for learning methods. Finally, some more
intricate problems of how to instruct students to use their innovating abiliti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requirem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students study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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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需求分析

有领域技能的专业 工具 ( 如无 人侦 察机 系统 ) 来完 成, 需
求人 类来完成的工作主要 集中 在基 于知识 积累 的分析 决策

( 一) 社会对各类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

上, 因此社会 需求的 将是 知识面 尽量 宽广、能 独立分 析与
决策 的应用创新型人才。

随着科学技 术的 快速 发展, 现代 科学 技术 在社会 上的
应用也日趋 广泛, 社会 对具备 现代 科技知 识的 各类 人才的

( 二) 社会需要人才的自主创新
现代社会对各类复合 型人 才的 需求并 不仅 局限于 知识

需求不断增 长。由于 历史 原因, 现 代科技 在我 国的 应用起
步落后西方, 但对目 前我 国快 速发展 的社 会现状, 与科研

面宽 窄上, 对 于知识 的创 新应用 提出 了更高 的要 求。随着
科学技术的快速 发展, 学 生在 高校 学到的 知识 将与学 生日

相关的积累 特 别是 人才 积 累与 社会 需 求的 矛盾 更 显突 出。
为了适应目 前我国经 济的 高速发 展, 需要 大量 的各 类人才

后在社会上应用 的知 识存在 差异, 学生在 日后 的工作 中必
须根据需要 快速 更新知 识, 以尽 快适 应社会 需求, 这 就要

参与建设, 并对各类人才的知识结构也提 出了更高的 要求,
特别是高层 人才的知 识结 构必须 更宽 更实, 能 将所 学知识

求学生具有 自主 学习、创 新思维 的能 力, 因此 在目前 的高
校教 育中, 要 教会学 生的 不仅仅 是书 本上的 知识, 同 时还

创新应用。对于更高 层次 的专 业人才, 社 会对 他们 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由于 仅需 简单或 单一 技能的 工作 将逐 步由具

必须关 注 学 生自 我 学 习、积 极 思 考的 自 主 创 新 能力 的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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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学方法需要总结创新
在目前的高校教学方式中, 还缺乏针对教学对象、教学

( 三) 沿用经典创新教学
跟踪现代科技发 展方 向, 了解 当今科 技主 要内 容, 对

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环境的深入分析, 教师一般采用以 往
的教学形式, 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灌输多、研讨少 的

于与本培养方向 密切 相关的 科学 技术, 应 该深 入学习 与研
究, 并在相关 科研项目中应用实践, 实现不 断的自我 更新,

现象。随着时代进步, 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更加活 跃, 接触 的

使自身的知 识能 够跟上 现代 科技的 发展。在 此基 础上, 通

知识面更加宽广, 个性也更加鲜 明, 对新事物接受与理解 的
能力不断增强, 而采用的教学方 法却普遍沿用过去, 认为 过

过书本上的经典 知识 与实践 过程 中的 经验积 累的 结合, 向
学生以多种 形式、多 种视 角教示 授课 内容, 并 用自己 从学

去的教学方法经典不愿创新或因某些原因不敢创新, 尽管启
用了基于课件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手段, 但教学思 维大都沿

习、应用到创 新方面 的亲 生体会 去引 导学生 学习、思 考和
创新 应用。

用过去模式, 将基于课件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仅仅看 作版述方
式的改变, 更少有人根据现代科 技的步伐, 分析可以充分 利

( 四) 针对学生学习方法启发教学
结合时代特点, 调 查研究 当代 大学生 的学 习方 法。目

用的周围教学环境因 素去主动教 学。针 对某一次授 课内容,
周围现行有哪些可以有利当前授课对象、当前授课 内容的因

前进入高校的学 生基 本沿用 中学 阶段 的学习 方法, 等 待课
堂教师的被 动灌 输, 然后 根据教 师的 安排进 行练 习, 致使

素与手段, 一般也较少关注。因此教学方法按步 就班, 缺 乏

学生缺乏主动的 学习 安排, 慢 慢养 成了学 习需 要别人 来计

新意, 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 四) 学习方法需要革新

划的被动习 惯, 而进 入高 校后, 学 习仅仅 依靠 教师的 安排
显然已经不能满 足日 后社会 对学 生知 识的需 求, 学生 在课

进入高校的学生目 前大都 采用 过去中 学阶 段沿 用的被
动的学习方 法, 还是 等待 课堂 上教师 的授 课灌输, 而不是

程上学习的不仅 仅是 书本上 的知 识, 另外 一个 要重点 学习
的方面应该是知 识的 学习与 应用 方法, 这 对于 高年级 的专

带着与授课 内容相关 的问 题去主 动求 学, 对于 高校 低年级
的学生更是 如此。尽 管都 是出 于学习 知识 的目的, 但由于

业课程的学 习更 是如此, 因此针 对这 种情况, 高校教 师除
了对书本上的知 识需 要对学 生进 行讲 述外, 另 外还必 须根

中学与大学 学习的最 终目 标有所 区别, 中 学与 大学 的学习
方法也应有 所区 别, 基于 目前 我国择 校机 制, 中学 阶段的

据学生的年龄结 构、授课 内容 等对 学生的 学习 方法进 行引
导, 以启发学 生从被 动学 习到主 动学 习、从被 动灌输 到主

学习目标主要是为 了考 取 ( 更好 的) 大 学, 以取 得深 造的
机会, 追求的可能是 试卷 上分 数的得 失, 而大 学阶 段则更

动思考的转 变, 慢慢 使学 生养成 独立 思考、创 新应用 的良
好学习 习惯, 为以 后进 入 社会 面临 各 种 新知 识、新 观 点、

加关注学生知识结构与深度的变化, 以及 知识的应用 能力,
考试只是作 为学 习效 果的一 种考 察方式。 因此, 学 生在中

新思 维的自我更新打下基础。

学阶段的被动学习方法 已经不 能适 应大学 阶段 以培 养学生

三 思考与展望

工作能力为 出发 点的 学习需 求了, 学 生应 该转变 思维, 以
求主动地去 接受每一 次授 课内容, 包括本 次授 课将 讲述哪

( 一) 社会对学生知识结构要求的进一步思考

些内容、哪 些需要 彻底 弄懂、哪 些需要 重点 关注、与 其它
内容的联系、如何去应用等。

二、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 一) 面向社会知识结构需求展开适应性教学

社会发展与 科技 进步是 一个 相互影 响、相互 促进 的有
机整 体。科技 进步提 高了 社会生 产力, 促 进社 会多方 面发
展, 同时, 社会发 展又进 一步 对科 学技术 的发 展提出 更高
的要 求。人才 是促进 科技 进步和 社会 发展的 直接 力量, 社
会对 各方面人才要求的不 断提 高是 社会快 速发 展的具 体体
现。因此教 育 和培 养能 够 掌握 先进 技 能、适 应 时代 发 展、

面向社会人 才及 人才 知识结 构需 求, 特别 是具备 知识
集成、能够创新应用 知识 的创 新型人 才需 求, 除应 制定相

具有较强社会竞 争力 的学生, 必须 要准确 把握 社会发 展方
向, 以社会发 展对人 才的 需求为 牵引, 以 为学 生构建 相对

应的课程教 学大纲外, 教师教 学还 应该以 启发 性教 学方式

完整 的、系统 的知识 结构 为目标, 具有前 瞻性 的分析 和研

为主, 以适应社会对 学生 创新 能力的 需求。在 教学 的过程
中, 可通过研究社会 发展 方向 与趋势, 分 析社 会发 展所需

究各专业授课方 向与 内容建 设, 使 学生能 够形 成具有 适应
未来社会发展要 求和 时代变 化的 基础 性知识 结构, 为 学生

的人才结构 及人才的 知识 结构, 从 宏观上 把握 高校 人才的
培养方向, 研究并 创新 满足社 会对 人才知 识需 求的 教学方

在未来社会工作 和实 践过程 中进 一步 学习相 关技 能, 实现
自我 完善打下坚实基础。

法, 使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社会需求。
( 二) 面向社会自主创新型人才需求展开针对性教 学

( 二) 教师教学方法创新方向思考
针对目前快速变革社会与科学技 术, 通过什么样的教学

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对人才结构、人才知识结 构及知识
应用需求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 本课程方 向涉及的授 课内容,

方法才能使培养出的学生适 应社会需求, 一直是我国教育工
作者不断思考的问题, 特别是对一些随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

包括知识特点、知识发展、知识结构及知识内容。在基于 教
学大纲的 基础 上, 针 对授 课对象 与授 课环 境, 制定 授课 目

相关课程教学, 如针对理 工科的 / 微型计 算机原理 与应用0
课程建设, 由于该门课程介绍的内容无论在新技术还是在应

标、授课内容和相适应的授课方 法与手段。根据社会对人 才

用上在短短的十几年内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 知识点不断更新

的总体需求, 把 握授课方 向与内容, 采用相 应的授 课方法,
展开针对性教学, 授课不仅考虑 授课内容的完成, 还应关 注

与增加, 如果按照过去的教学方法与课时安排, 根本无法完
成教学内容, 更谈不上让学 生去思考、应用与创新, 当随着

学生自我学习、积极思考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新技术不断出现, 高校开设的新课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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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环境, 突出教 师的 主导 作用与 学生 的主体 地位, 学
生才能敢于 发表自己 的见 解或意 愿, 教师 才能 促使 其不断

教育学生敢 于怀 疑前贤 先哲, 敢 于超 过自己 的老 师, 对各
种权威 不盲 从, 大 胆质 疑, 敢 于 提出 自 己的 问 题和 看 法。

地提出新的问题。具体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 一) 教育学生会问

古人 云: / 学贵有疑, 小疑则 小进, 大疑则大进0 , / 学则须
疑0 , 这些治学方面的宝贵经验强调了 质疑对于学 习的重要

/ 授人以鱼0 , 不如 / 授人以渔0 , 让学生掌 握提出问题
的基本方法。一个平 淡的 教师 只会奉 送真 理, 而一 个优秀

性。爱因斯 坦在 5 论教育6 中说: 发 展独 立思考 和独 立判
断的一般能 力, 应当 始终 放在首 位, 而不 应把 获得知 识放

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的方法。费曼曾说过: / 科学是一种
方法, 它教 导人们: 一 些事 物是 怎样被 了解 的, 什么 事情

在首位 [ 4] 。如果一 个人 掌握了 他的 学科的 基础 理论 , 并且
学会了独立 思考 和工作, 他必定 会找 到他自 己的 道路, 而

是无知的, 现在了解 到什 么程 度, 如何对 待疑 问和 不确定
性, 证据服 从什么 法则, 如 何去 思考 事物, 做出 判断, 如

且比起那种主要 以获 得细节 知识 为其 培训内 容的 人来, 他
一定会更快地适 应进 步和变 化。独 立思考 和独 立判断 的一

何区别真伪和表现现象。
0 因此, 学生 只有掌握 了发现问题
的基本思维 方法, 才 能从 平常 中看出 异常, 从 普遍 中发现

般能 力, 首先 表现在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追求真 理, / 吾爱
吾师, 吾更爱真理0 。科学史上大量事例 表明, 不囿 于传统

特殊, 从而不断地发现问题。德国物理学家劳厄 说: / 重要
的不是获得 知识, 而 是发 展思 维能力。能 力无 非是 一切已

理论 和观念, 不迷信权威和书本, 是科学创 造的思想 前提。
怀疑精神的具体 表现 就是敢 于和 善于 提出科 学问 题。在人

学过的东西 都遗 忘的时 候, 所 剩下 来的 东西。
0 [ 4] 因此, 为
了学生能够 适应不断 发展 着的科 学创 造工作 的需 要, 既要

类的认识史 上, 提出 一个 新颖而 又深 刻的问 题, 必然 会导
致一 个重大的发现, 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使学生受到 严格的逻 辑思 维的训 练, 又要 使他 们不 把这种
思维模式固 定化, 必须 使他们 从科 学发展 的真 实历 史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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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来说, 去 寻找 适合当 前形 势发展 的本 门课 程建设
与教学的有效方法就需要深入思考和创新。

养[ J] . 中国高等教育, 2006, ( 12) .
[ 3] 肖彬 , 刘晓元. 试论自主创新背景下 的研究生创 新能力培

( 三) 如何快速转变学生以往学习方法
针对从中学阶段进入大学阶段学生来说, 如何使其快速转

养[ J]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 ( 9) .
[ 4] 唐华 . 全新的教学 理念 创 新的教 学方法[ J] . 信息 技术教

变学习方法, 使其尽快适应高校课程学习的特点, 一直是高校
教师思考的问题, 但效果大都不太 理想。由于学习 方法的差

育, 2007, ( 9) .
[ 5] 黄云 . 浅谈高 校教 学中多 媒体 技术 的运用 [ J] . 江西 教育

异, 造成了在知识的应用创新上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这
种现象, 除了考虑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因素, 我们是否能够探

( 管理版) , 2007, ( 7) .
[ 6] 陆芳, 郑道林. 高 校教师 教育 技术培 训的 内容、模式 及管

索出更加有效的引导方式, 使学生快速适应高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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