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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
赖绍聪
摘

要：大学课堂教学应该以学习者为主体，只有在充分尊重学习者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通过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精心组织与策划，课堂教学才能够真正实现知识、能力、情感三大教学
目标。本文结合作者自身35年从事高校专业课程教学的经历，从教育理念、教师角色、学习者
角色以及课堂教学内容凝练和教学策略选择等方面阐述了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探
讨了当前我国高校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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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人类
经验传授的活动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教学过程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3-0039-04

教师的“教”为主的传统课堂，转变为以学习者的
“学”为主的课堂，让每堂课深入人心。

中，教师必须将需要传授的内容，经科学的选
择，依据知识构成的逻辑顺序和学习者获取知识

一、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的认知规律形成教学体系。然而，长期以来，在
我国高等教育课堂教学体系中，教师通常高度关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其核心理念是

注了“知识构成的逻辑顺序”，教学内容体系的

将课堂教学的功能定位为“促进学习、学会思想、

构建一般会尊重学科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内

生成智慧”，而绝不是局限于传递知识。以学习者

容的构建关注了学科知识构成的逻辑顺序。然

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充分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将

而，这样看似十分合理的“学科知识逻辑顺序”

学习者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聚焦点，在整个教学过

（章 — 节 — 点）与学习者“获取知识的规律”并不

程中，高度关注学习者的感受，关注他们在学习什

一定是完全吻合的。正是由于这样的教育理念，

么？怎么样学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学习？学习者

使得长期以来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应该拥有的

目前的学习内容是否能够为他们将来的终生学习做

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在课堂教学过程

准备[1-5]？

中，“知识”仍然主宰着一切，学科知识逻辑顺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并不反对教师专

序引领着课堂的进程，教师代表知识的权威，掌

门知识的有效性，也并不忽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

控课堂的主导权，居于课堂的主体地位。而学习

组织策划作用，而是更加强调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

者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从属地位。

双边互动。因为，教学是教与学的统一，教为学而

高质量的课堂教学要讲究方法，要引起学习

存在，学又要靠教来引导，二者相互作用，相互

者的兴趣，引发学习者思考。要达到这一目标，我

依存。作为教师，我们的核心任务不仅仅是传递

们必须真正站在学习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打破以

知识，而是要通过课堂教学的精心组织与策划，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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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习者终生学习的技能，以及使用这些技能的信

要在学习内容时提供引领、指导、解释、批评和鼓

心，并最终实现由“教知识”向“教技能”和“教

励。教师在这个过程中的指导、评价、综述和建设

智慧”的转变。

性的批评将能够促进学习者下一次的学习活动。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重视培养学习者的
学习兴趣，倡导学习者在兴趣的驱使下主动获取知

三、学习者角色的转变

识。注重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提升学习者的综
合素质。而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

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中，学

趣，为学习者引领学习方向，培养学习者观察、发

习者已经习惯于教师主导和控制学习进程，并将

现、分析、研究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的权威视为理所当然。多数学习者在课堂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打破了以教师为

教学过程中只要不被教师点名，他（她）们就不

中心的被动接受式、以记忆为主的机械学习和单纯

会在课堂上发言，他（她）们都已经习惯了等待

的知识学习；而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动参与式学

教师明确地告诉他（她）们该做什么，以及怎么

习，以深刻理解为主的意义学习，包含知识、方

做，教育对于他（她）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强

法、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多方面发展学习者

制性过程 [6-12]。

的学习。

当课堂教学以学习者为主体时，学习者从被动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在教学目标中体

的依赖性的学习者转变为自主的积极的具有自我管

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在活动的设计上考虑到学习者

理能力的学习者。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不会自动

相关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在

完成，也不会一下子完成，而是需要一个自我觉醒

时间安排上让学习者从课堂的“看客”成为“参与

的逐渐成长过程。笔者认为，就我国传统文化、高

者”；在组织形式上给予学习者自主学习、自由讨

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以及当前高等教育现状而言，学

论的课程形式；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习者参与到活

习者的这种自我觉醒和主动学习、自我管理意识、

动中来，鼓励学习者发表观点[1-5]。

理念的转变将是一个艰难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可
能比教师角色的转变更为漫长和困难。

二、教师角色的转变

四、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内容凝练

当课堂教学以学习者为主体时，教师的角色
将发生显著的转变。教师不再仅仅是内容的专家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1]，教学内容与学习者之间

或者课堂上掌控进程的权威，不再仅仅通过提

的核心关系是通过教学内容的学习和研讨，逐渐

高复杂的传授技能去改善教学。教师主要起指导

构建学习者自己的知识体系、能力体系和情感体

和促进学习的作用，教师将成为学习经验的引导

系，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

者、激励者和设计者，教学行为的标志性特征是

们的信息。也就是说，知识不能简单地给予学习

“促进学习”。

者，而是要通过知识学习让学习者构建起在他们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主导者

自己的头脑中关于知识的意义。这样的“知识”

和表演者，而是将聚焦点转向教育教学理论研究、

才能够成为学习者自己的、能够被学习者灵活运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以及精心细致的课程教学设

用的、能够为学习者提出问题和质疑论点时提供

计。包括对教育理念、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

论据的有效知识。

方法与教学策略的精心设计，以及对学习者的经验

在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并非一

分享、互动活动、阅读理解、作业与思考等方面的

定要等到学习者完全掌握了基本技能后再去接触教

精心设计。教学设计的目的是要让学习者通过这些

学内容，而是应该鼓励学习者去主动探索、逐步掌

活动、思考、分享、讨论等等来学习内容。教师还

握内容，并尽可能地将教学内容与学习者的亲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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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相联系。无论学习者已经具备了什么水平的专门

这些教学策略的设计均体现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即

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应该积极鼓励他们对教

以学习者为主体。

学内容提出质疑与挑战。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内容凝练应该重点

六、结语

[1]

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教学内容应该能够被
学习者用作发展知识的基础；其次，教学内容应该

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改革已经不是一个新

能够被用来发展学习技巧。能够帮助学习者掌握学

颖的话题，这种理念已经提出多年，并在教育界

习策略、方式和技能，使学习者在类似科目的学习

已有较长时间的研究与探索历史。然而，在我国

中可以有效运用；最后，教学内容应该能够被用来

高等教育领域，这样的改革还远远不够深入，传

提升学习者自我学习的意识，培养学习者处理学习

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仍然在大学课堂教

任务的能力和自信心。

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尤为突出的是，学习者主
动学习、自我管理意识的觉醒任重而道远！作为

五、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策略选择

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线教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
不断加快探索与改革的步伐，通过我们不懈的共

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策略具有五大
[1-5]

同努力，积极推动新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一是教师利用讲解、板书和各种媒体

为培养一流创新型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

作为教学手段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二是

发展，为实现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

教师是主动的施教者（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

国的转型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显著特点

三是学生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灌输的对
象；四是教材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内容；五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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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rner: the Principal Part in the Classroom
Lai Shaocong
Abstract: The learner should be given the principal status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he three key targets including knowledge, ability
and emotion in the classroom could be achieved by carefully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but which must be based on the respect of
learner’s predominated status. Combined with teaching experiences of 35 years in college, this paper elaborated the learner-centered
model in the classroom in the view of educational ideal, role of teacher and learner, concision of teaching content in the classroom and
strategy of teach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discussed the issues and reform direction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es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Learner; Princip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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