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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beral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dominant educational concept in the West. Its educational
concep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ideas. Domestic universities also
begin to implement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hrough liberal arts cours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mode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the liberal
course. How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eaching method is a problem
that must be s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beral cours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established an interactive mod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ace to face”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interactive model based on the “web platform” after class. The “interactive mode” is embedded in the
liberal course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guide students to actively study, to enable students to achieve “broad knowledge” and “elegant temperament” purpose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Lide Shuren”. This study expects to provide an innovative approach for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lib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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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直是西方支配性的教育观念，其教育理念对现代大学教育思想有重要
意义，国内高校也开始通过博雅课程实施博雅教育。然而，目前博雅课程在实施模式以及师生互动方面
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建立有效的师生互动模式，是博雅课程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
通过建立课堂“师生面对面”的互动模式以及课后“基于网络平台”的互动模式，将“互动模式”嵌入
博雅课程教学，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使学生达到“广博知识”与“气质优雅”目的，最
终实现“立德树人”的高校博雅教育的最终目标。本研究期望为博雅教育的高效实施提供一个创新的思
路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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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发源于古希腊，成熟于 19 世纪，一直是西方支配性的教育观念，深刻
地影响着西方的教育制度、课程实践和文化理念(沈文钦，2009) [1]。博雅教育的核心思想是为培养学生
的学习欲望、训练批评性思维、有效交际以及公民义务的能力而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Jonathan Becker,
2005) [2]，其教育理念，不仅可以指导大学教育的改革(魏善春，2009) [3]，也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左凯
旋和聂津君，2009) [4]、人们的媒介素养教育(赵慧臣和张舒予，2009) [5]、大学德育教育(张亚月，2014)
[6]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目前，教师课堂教授“博雅课程” (也称“通识课程”)是高校开展博雅教育的基本途径(王泽和张舒
予，2010；方兵等，2015) [7] [8]，然而博雅教育实施模式仍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未能很好把握时代特
征来创建贴近学生需求的博雅教育新模式；其次，博雅课堂上学生参与课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对较低
(方兵，2016) [9]。因此，有必要对博雅课程的教学做相应的改革，以达到博雅教育的目的：邱玥(2011)
认为欲使博雅教育在我国高校的教学实践中取得成功，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确立新的教育观念、调整
博雅教育目标；构建科学课程体系、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模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实施博雅教育
的良好氛围；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博雅教育质量[10]。陈静(2015)建议“学校要将博雅教育纳入教师
队伍建设总目标，根据学生特点来设计博雅教育课程体系，并通过学校文化和社会实践来实施博雅教育”
[11]。王泽和张舒予(2011)，以“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为案例，提出了以学习环境设计为重心的“混
合式学习”设计模式[7]。方兵等(2015)建议高校可以自主建设本校的 SPOC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让
学生在校园内运用“线上学习、线下讨论”的翻转课堂方式来学习博雅课程，同时充分调动师生的主观
能动性，从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上对传统博雅课程教学方式进行革新，以提升高校博雅课程的教学效果
[8]。美国巴德学院的 Jonathan Becker (2005)曾在其“博雅教育的内容”一文中，引用“瓦尔塔∙格雷戈里
亚”的一句话“博雅教育的核心是教学的实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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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博雅教育的理念、博雅课程在高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相关学者对“博雅课程”改
革的探索，本文着重从师生间的“互动模式”的建立来尝试进行博雅课程教学探索。

2. 师生间“互动模式建立”
师生间的互动教学最早起源于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法”，随后经过发展将一系列强调师生间互动
的教学方法都归纳为“互动式教学法”。其实我国古代教育中就体现了互动教学的理念，如：春秋时期
孔子提倡学生“多疑”、多听，鼓励学生相互讨论；战国时期孟子强调“自得”的学习原则，让学生在
老师的引导下，发挥能动性、自主学习；唐代韩愈在《师说》中就曾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
于弟子”的教学相长，师生之间平等的互动教学特点。综合而言，互动教学是指在相互平等和谐、彼此
融洽的教学环境中，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合作、讨论，从而使学生在交流中
主动思考并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最终达到在动态的教学中形成教与学相互影响、相互交互的过程(王伟伟
和杨秀丽，2004；袁明月和李庆丰，2017) [12] [13]。互动式教学具有情境性、平等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并受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发现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等基础理论的支持(杜
倩颖等，2016) [14]。互动式教学具有调动师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构建良好师生关系、提高教学质
量、培养创新意识等方面的优点，在博雅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袁明月和李庆丰，2017) [13]。
因此，本研究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课堂和课外两方面来建立师生间的互动教学模式，从而
促进博雅课程的有效实施。

2.1. 课堂互动模式建设
互动式教学中，营造和谐积极的课堂气氛十分重要，如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互动活动，
是建立课堂互动模式的关键环节。通过教师详细、充分准备相关材料、巧妙合适地设计热点话题、学生
课堂分组讨论、组织辩论、学生演讲等互动方式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探索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发掘问题，深入剖析，提出见解(图 1)。

Figure 1. Constructing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of liberal arts
图 1. 博雅课互动模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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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确立“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
“以人为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互动教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思想，教师要从学生的实
际需要出发，以学生发展为目的，要理解学生、爱护学生、引导学生，从而在教学过程中营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和互动氛围，最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锻炼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谢少安，2010)
[15]。博雅课程由于是全校公选课，班内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维习惯，因此，更
应该注重“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
2.1.2. 设计“引人入胜”的教学内容
“互动教学”能否顺利进行，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学生能否“动起来”，那么除了教师的个人魅力(知
名教授、专家等)之外，引人入胜的教学内容是互动教学的“核心”。教学内容应该满足具有兴趣性、致
用性、普适性等方面的特点，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又能够在实践中应用。这样学生才会感兴趣，才会
参与老师的教学过程，使课堂教学“活”起来，最终使得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能够学习知识，而且能
够学会思考。博雅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既要以博雅思想为基础，而且要满足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兴趣和
需求，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和学习反馈来获得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进一步完善教学内容。
2.1.3. 应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
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和“引人入胜”的教学内容上，可以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对语言、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内容的展示，使抽象内容
变得具体、使复杂原理变得简单从而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欲望(谢少安，2010) [15]。也可以通过“情
景设计”、“课堂讨论”、“翻转课堂”等形式让学生从原来被动的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并且能够参
与教学过程(颜醒华，2005) [16]。博雅课程基于其选课学生的特点可以在考核过程中让学生依据自己的专
业特点和兴趣爱好设计与课程相关联的“成果”来展示。

2.2. 课外互动模式建立
“互联网 + 教育”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互联网思维与教育基本规律相结合为指导，构建开放、
平等、共享的教育环境，培养具有主流世界观的公民，在人的精神世界构筑和平、幸福图景(李芒和李子
运，2016) [17]。国外互动式教学法已经进入利用互联网、Clicker 等工具进行在线互动的时代，对互动式
教学方法的研究也逐步偏向于对各种互动工具的应用(袁明月和李庆丰，2017) [13]。基于网络的发展以及
聊天工具的开发(微信朋友圈等)，教师可以在课外将知名学者的博客、微信朋友圈等发布的与课程相关的
专题转发给学生与老师共同参与的“网络平台”，这样教师能够利用自身的课外资源来丰富学生的“学
习资源”。
因此，针对博雅课程的教学实施，在课堂互动之外，利用“网络平台”，发布学习资料、进行相关
测试、完善考核制度，弥补课堂上有限的师生互动，提高“互动”频率和质量，从学生最初的教师监督
式的学习，逐渐形成后期的主动性探索，从而高效完成博雅教学的目的(图 1)。

3. 总结
综上所述，基于博雅教育对未来高等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互动式教学方法在博雅课程实施过程
中起着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 + 教育”计划的实施，通过课堂内互动模式和基于网络平台的
课外互动模式的建设来促进博雅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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