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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iology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greatly worrying which i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stiff based-PPT teaching patterns used by teachers. Thus, in order to step out teaching dilemma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the teach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biological curriculu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rethink profoundly teaching processes based on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critically think,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again,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establish an actually feasible multi-way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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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高校的生物学课程教学现状十分堪忧。这很大程度上与呆板的“PPT”教学方式直接相关。
在新时期，承担大学生物学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必须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为落脚点，须不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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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重新解读学习的概念，创新教学方法和建立符合实际的多元评价体系，以便走出教学困境，
并开创出大学生物教学新格局。

关键词
课程教学，批判性思考，学习，教学方法，多元考核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新时期，增进并突破对知识的相对化理解需要人类独立的心智思想和精致的认识论。为了更好地
培养人才，我们必须反思教学过程，为学生提供智力自由发展的空间，并不时地审查课程教学，有必要
的话可删除一些必要内容。目前，我国多数高校的生物学课程教学现状十分堪忧，甚至陷入了困境。

2. 高校生物学课程教学之忧
当下我国许多高校的生物学课程的教学令人堪忧，这不仅表现为教学方法的无效性，也表现为学生
被动地采取肤浅琐碎的单一同化和重现课程内容的方法以应付“考试”。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方式的课堂教学中仍是主流的，即大
多数高校生物学教师仍然沿袭着讲授法，学生少有机会参与到教学互动之中。绝大多数教师面对课堂里
数十个甚至一百多个学生，连续不断地解说“幻灯片”(PPT)，板书的内容极少，甚至缺失。表面上看，
这种技术主义“讲课”(读 PPT)输出了大量的知识，但是，这种 PPT 式授课的效果一般都比较低下，多
数知识在学生那里化成了“过眼云烟”或“耳旁风”，根本没有留存于学生的脑子。随着新的教育技术
的普及和推广，越来越多的生物学教师依赖于 PPT。多媒体教学固然有其优势，可以将音频、视频和文
字等元素有机结合，图文并茂地呈现知识；但是其不足之处越发凸显，例如，教师可以从网上拷贝而不
再研究教材内容，以至于不能深入浅出地讲解；课堂上死气沉沉，没有实现教学活动中师生互动和教学
相长。传统式的“以教师为中心”的 PPT 式讲授法由于缺乏基本的板书或必要的手绘简图，未能调动学
生听课的兴趣。长此以往，学生在课堂上变得懒惰和心不在焉，不再记笔记，取而代之的是玩手机。这
种课堂上“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非常普遍。没有学生参与的教学是无效的表演。此时，教师宣称提
高学生的批判能力就只能是痴人说梦。
另外，课程考核或评价形式单一，评价标准仍然以期末考试的得分高低为主，而不注重学生平时的
自主创新学习。通过访谈得知，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赞成多元化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实际上，以
期末考试的得分高低来评判学生的优劣不能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已达成共识的是，即使在考试
中得高分，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真正理解了课程内容。在考试前几天，学生们了解考试内容，通过短
时的突击记忆，就能在考试时简单地再现记忆中的多数知识，而那些需要理解才能解答的论题却成了“留
白”。实际上，“了解”和“理解”是有本质区别的：“了解”是静态的，低层次的，“见木不见林”；
“理解”是动态的，高层次的，能看见整个“森林生态系统”[1]。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本科学生仅
停留于“了解”与“记忆”而不能“理解与贯通”呢？原因固然是多样的，其中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
策略、讲课行为和评价体系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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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改变当下“扭曲而困惑”的课堂教学现状，教师必须审时度势并致力于推进教学改革，转变教
学理念，创新教学策略，采用新的有效的教学模式和评价标准，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获致个人的完善。

3. 走出生物教学困境的对策
1) 理解高等教育的含义，转变教学理念
高校生物学教师尽管无需专门探究高等教育的本质，但在教学中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高等
教育是干什么的？如果对高等教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在实践中就能更好地推进教学。笔
者认为，高等教育是一种智力培育过程，蕴含着多个教育进程，这些进程的协同作用能把学生的个人发
展提升到一个专业水准，它不应局限于技能开发，而更注重元知识的生产。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帮
助学生理解所学、所做，使之概念化，在不同情况下掌握，并对其采取批判态度的能力[1]。按照此逻辑，
大学生的学习就是智能训练。大学生物学教师须遵循学生智力发展的规律施教，聚焦学生批判性思考能
力的培养，教师应明确课程的智力启迪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差异。
当然，在理解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后，高校教师须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的应然
状态"的判断，是渗透了人们对教育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倾向的“好教育”观念[2]。唯有理解了高等教育的
本质和教育理念的概念，大学老师才能有效地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才能有效地致力于学生智力的系统
开发，才能为学生提供批判性反思的机会。
2) 深入理解“学习”，创新教学方法
教与学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所在，教学的重心应从“教师如何教”转变为“学生如何学”。那么，何
为学？狭义的学习是指学生接受教育或者通过阅读知晓事物。测验可表现学生能够回忆事物，能够写出，
并口头讲述。自然科学、医学和技术领域中的大量学习便属于此种情况。广义的学习是指学生对其遇到
的真实要求加以识别，且能以其个人经历的某种形式将其呈现出来。这种意义上的学习意味着学生最终
能够自己对学习做出评价，并对其正确性形成自己的看法。
的确，学生不应该相信他们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当学生认为其观点正确时，他们必定坚持
它。正是如此，我们才能说学生们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学生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解释并主
张自己的观点。如果观点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出现了相反的观点时，他们就要倾听对立的声音，并进一
步改进自己的观点。这是符合真理特性的——通过持续对话，相互竞争的观点不停地向前发展。
如何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发展之呢？笔者认为，在学习中，学生首先应该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利
用大学资源去加以解决。通过一系列努力，学生才有可能超越汗牛充栋的资料，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
关系。不但要学习，而且要对学习进行批判性的评价。这样方可称之为“学会如何学习”。唯有如此，
学生们才能获得高等教育特有的魅力。
今天，教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教学中，大学生物学教师须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启迪或引导
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因此，大学生物学教师可根据建构主义理论[3]，创新教学方法。建构主义教师
会鼓励学生经常评价其行为或活动是怎样促进其获得知识的。在建构主义课堂里，学生会像专家一样质
问自己及其策略，这将赋予他们强有力的工具而持续学习。
3) 重建评价标准，多元化考核
人们不可能抽象地开展批判，批判行为只有在一定的标准背景下才会发生。批判性评价可能指向正
面，也可能指向负面。因此，教学评价的方法和手段必须满足一定客观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严格的，并
且是由教师集体认可的。其次，需要多元化地评价学生学习，注重过程考核而不是单一地依赖于考试。
在临近课程结束时，我们还希望学生能拉开距离，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审视自己修读的核心课程，了解课
程发展及其与其他课程的关系，领悟其对世界的应有意义。
DOI: 10.12677/ces.2019.74069

398

创新教育研究

唐安军

综上所述，基于高校生物学堪忧的教学现状和新时代的教育要求，大学老师需要深刻理解高等教育
的内含，积极转变或修正教育理念，根据大学生学习的特点与目标，积极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变革，
尽快走出当前的教学困境，最终使学生能够就自己所学或所掌握的东西做出独立的评价，形成某种观点，
不仅能够看到其优势，也能认识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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