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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and execution procedure of proposed debate competition teaching method is presented firstly, then the method is applied in the course of “Theory of Modern Microwave Network”
and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Antennas”, achieving good results. It is a great help to students for
training and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of thinking response,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knowledge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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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首先阐述了辩论式教学法的内容和实施过程；然后以《现代微波网络理论》和《微波技术与天线》
课程教学为例给出了教学的实施效果；该教学法对于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思维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知识综合能力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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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辩论式教学法的含义
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教育工作者不断追求并加以实施的[1]
[2] [3]。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的教学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辩论式教学法，该方法是在教学中组织学生分成
正反双方对某个辩题进行辩论。它在形式上是参赛双方就某一问题进行辩论的一种竞赛活动，实际上是
围绕辩论的问题而展开的一种知识的竞赛、思维反映能力的竞赛、语言表达能力的竞赛、也是综合能力
的竞赛。把辩论会的形式引入大学教学之中无疑对于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思维反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知识综合能力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2. 教学的实施过程
2.1. 精心设计和选择辩题
辩题应该能够让正反双方都能表达其真实意愿，换句话说，正方有正方的道理，反方有反方的理由，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例如，在《微波技术与天线》课程中，设计了“微波
网络方法可以代替传统的电磁场求解方法”的辩题，实际上两种方法都可以解决许多电磁场问题，但是
各有优缺点和局限性。设计这样的辩题，正方可以就微波网路方法的优点展开表述，并针对传统电磁场
求解方法的不足反击反方观点；而反方则可以充分展示传统电磁场求解方法的优势，同时又可以就微波
网络方法的劣势指出正方观点的错误所在。

2.2. 正反双方分组
正反双方原则上各安排 4 人或 3 人，每方按次序分为一到四辩，每名辩手按照规则进行陈述、攻辩(提
问)、答辩或小结。对于人数较多的班级，可以分成小班进行，也可以安排部分学生作为现场观众进行评
判打分。

2.3. 制定辩论规则
辩论规则可以参照大学生辩论会的规则制定和修改，主要规范辩论会的几个阶段、每个辩手的发言
次序、内容和时间等等。并制定辩论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制定的注意事项如下。
一、在辩论时不要随意打断别人的话；
二、不可进行人身攻击；
三、尊重主席及评委的评判；
四、普通话不标准的适量扣分；
五、问者只能问，答者只能答；
六、除辩论开始一辩必须说“主席、评委、大家好”，其余皆可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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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辩论中，辩手可以使用道具、图表和物品作为辅助手段以强化自己的陈辞，但尺寸不能过大，
以免遮挡。
八、在每场比赛中，辩手的辩位不能变动。

2.4. 课堂辩论
老师作为辩论会主席组织具体辩论会的实施，可以请另外几个老师或同学担任评委。学生们对这种
新式教学方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老师布置辩题后，同学们都跃跃欲试积并认真准备。在事先准备辩
驳材料的基础上，老师组织辩手们熟悉辩论流程和规则，并进行了一次预演。具体流程如下。
一、主席致辞
宣布辩题，简单介绍比赛流程和规则。介绍正方反方队员、评委。
二、辩论阶段
(一)开篇陈词
正方一辩发言(立论) (2 分 30 秒)
反方一辩发言(立论) (2 分 30 秒)
(二)攻辩
1、反方三辩提问；
2、正方一辩回答、提问；
3、反方一辩回答、提问；
4、正方二辩回答、提问；
5、反方二辩回答、提问；
6、正方三辩回答、提问；
7、反方三辩回答；
攻方每次提问不得超过 10 秒，每次提问只限一个问题。辩方每次回答不得超过 20 秒。用时满时，
主席举红牌宣布终止发言，不得再提问或回答。重复提问、回避问题均要被适当扣分。
(三)攻辩小结：
正方二辩进行攻辩小结；(1 分 30 秒)
反方二辩进行攻辩小结。(1 分 30 秒)
(四)自由辩论
正反方辩手自动轮流发言。每方限时 4 分钟，双方总计 8 分钟。发言辩手落座为发言结束即为另一
方发言开始的记时标志，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若有间隙，累积计时照常进行。同一方辩手的发
言次序不限。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也可向主席示意放弃发言。自由辩论提倡
积极交锋，不能对重要问题回避交锋两次以上，对于对方已经明确回答的问题，不能纠缠不放。
(五)总结陈词
反方四辩总结陈词；(4 分钟)
正方四辩总结陈词。(4 分钟)

2.5. 辩论总结
辩论结束后，先请评委进行点评，并由评委协商评出辩论获胜方和最佳辩手。在此基础上，老师做
总结发言，指出辩论中存在的优点和不足，听取学生的反应和意见，以便在后续的组织中加以改进和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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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效果
在研究生课程《现代微波网络理论》和本科班课程《微波技术与天线》中采用辩论式教学法对部分
内容进行了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们在准备材料、辩驳、分析、总结中，建立起一套适合
自己的完整而又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辩手们的思维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知识
综合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他现场观众和部分学生评委也从中感受到了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综合应用能力的重要性。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得到极大的提高，特别是本科班的学生，由于人数有限，每
个小班只能选出一名代表参加，强烈要求多组织这种形式的教学活动。

4. 结束语
在教学中采用辩论式教学法，特别适用于一些容易发生混淆的概念和知识点的教学。主要有以下优
点：1) 充分体现“学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学生在教学中扮演的是主角，老师是配角。2) 在辩论中，学
生可以发现自己掌握知识、描述知识、应用知识的弱点，老师可以针对性地加以指导。3) 能够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辩论中，由于攻辩提出问题的不确定性，需要辩手实时答辩，学生大脑兴奋不断转
移，注意力能够得到及时调节，有利于学生精神始终维持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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