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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论述心理学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以教育心理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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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公共课教学现状的基础上，以教育心理学为例，提出以论述心理学为原则的课堂教学模式，包括
“桌签应用”、“师生共讲”、“师生共评”等具体措施。教学模式实践结果表明，这种叙事、对话和互动的课
堂教学模式调动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动机机能、情感机能和核心控制机能，加强了学生主动进行叙事的实
践和建构，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训练了学生的基本教学技能，促进学生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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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teaching model study based on narrative psychology:
a case study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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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s a public course, and proposed some new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eaching based on narrative psychology, which included concrete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using table
labels”, “involving students as teachers’ co-lecturers”, “doing class evaluation both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show that this narrative, conversational
and intera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has activated students’ motivation, emotion and core control
functions and reinforced their active practice and construction of narration, which help improve students’
basic teaching skills and boost their self-identification and growth as teachers, while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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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20 世纪的人类文明发生了空前重大

的变革，教育已经成为孕育和推进人类变革的富有青春活力的“生命源”[1]。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
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堂教学，
“有效教学”是寻求教学效益的活动，是转型教学规范的活动，
是关注学生成功的活动[2]。早在 20 年前，就有研究者指出，作为高等师范院校设置的面向师范生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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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类公共课教学出现了危机：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心理学课程不感兴趣，他们迫于压力去上课，甚至课堂
上不听讲，专凭学期结束前的突击背诵应付考试，
“考了忘了”的公共“必修课”成了“逼修课”[3]。时
隔 20 年，笔者在 2013 年 9 月通过问卷调查某大学 2011 级 107 名数学和化学专业学生对《心理学》和《教
育心理学》课程学习情况的评价，认为平均有 14.18%的学生逃课，14.51%的学生上课睡觉，而 48.06%
的学生上课玩手机或说话。可见，在以多媒体技术为核心进行传统教学的今天，肩负培养未来人民教师
责任的高等师范院校公共课的课堂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

1

大学生对大学课堂倦怠的原因探讨
20 年前，教学方法与手段落后是学生对高师心理学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当一部分教师主要

依靠教材和粉笔，通过语言讲解和板书进行教学活动，很少组织学生自学并进行课堂讨论，没有充分调
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积极性[3]。然而，20 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学校的教室都配备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
学设备，信息化环境的开放性、交互性、共享性、协作性和自主性，为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新的
机遇[4]。那么，在这种环境中，多数学生仍对心理学类公共课学习兴趣低的其他原因值得研究。
结合前期的研究和教学实践，认为造成目前公共课课堂教学困境的主要问题在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
式，特别是以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信息爆炸背景下制约学生学习和成长的瓶颈。首先，在
新信息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种社交互动网络平台和社区的出现，使得学生能够快捷而准确地
获取大量信息和知识。如果课堂设计仅侧重于促进学生的被动知识获取，是无法同基于网络的主动学习
相竞争的。这就导致学生普遍感觉公共课的课堂学习不重要，不一定需要参与课堂学习，重要的是能在
试前突击学习通过考试，获得学分。其次，目前的教学大多是在多媒体环境下展开，在传统教学模式中，
即教师通常在暗光背景下播放 PPT，学习环境封闭、昏暗，学生学习兴趣不浓，教学模式传统、固定，
学习内容抽象、理论性强，其效果不会很理想。多媒体的环境，限制了教师教学能力的发挥，束缚了教
师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抑制了学生的大脑活动，诱发了学生的精神昏沉状态。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要
废止多媒体，而是要避免它的消极效应。由此可见，高师心理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着以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必须进一步进行高师心理学类公共课的课堂改革，以适应新时期高质量培养中学师资的需要。

2

论述心理学核心原则指导下的课堂新模式
如何“让学生发挥自学潜能，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5]，如何让课堂不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而是

师生之间交往、互动的舞台 [6]，如何在课堂上让教师主导性与学生自主性得到统一 [7]，如何引导学生积
极、主动地参与学习[8]，如何让“对话式”教学成为现实，并真正能够促进高师公共课心理学教学，实
现学生的“学以致用”[9]，这是本次课堂改革的核心。为更清晰地展示课堂改革措施，下面首先结合论
述心理学核心原则提出相应改革思路。
首先，论述心理学强调论述的建构性原则，信息在沟通双方设置的具体情境中，在谈论的过程中，
彼此建构了知识特有的本质，在反思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抽象和概括[10]。论述心理学主张，论述先于知
觉和现实而存在[11]，而且，语言是个体主动建构知识的工具，不同的建构主体建构了不同版本的世界。
因此，在课堂改革中，拟通过使用“桌签”、“师生共讲”和“师生共评”的具体改革措施，让教学过程
成为一种对话过程[12]，促进师生交流、教学互动，教师、学生、课程、环境，双双相互作用，达到在互
动中建构知识世界的目的[13]。
第二，论述具有功能性原则，是成就社会行动的一种社会实践[11]，而这是基于网络技术的网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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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无法实现的一种功能。就课堂教学而言，教室环境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谈论世界的情境，
而这种谈话是成就社会行动的一种社会实践，实现着教师和学生各自的人生追求、梦想和价值，甚至在
社会交往的层面上具有一种特殊的人际交往功能。如果课堂教学只是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信息流通，这
种人际交往和互动功能的实现就是局限的，而师生共同参与讲课，共同评课的改革措施则是促进师生之
间全方位双向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
第 三 ， 论 述 心 理 学 强 调 论 述 由 论 述 资 源 和 实 践 组 成 [11] 。 具 体 而 言 ， 论 述 资 源 包 括 诠 释 脚 本
（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s）、论述策略和方法。论述脚本是人们在论述中，反复用来形容事件与行为的一
组比喻、论辩和措辞[14]。论述策略和方法使得描述看起来符合事实、客观且无私[15]。这些资源和实践受
到社会、文化历史的塑造[16]。而在特定的课堂情境中，获得这种资源和实践的经验对作为未来教师的师
范生而言很重要。学生以教师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实践，对学生获得感性和直接的叙事脚本、策略和方
法经验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论述心理学也强调以某种角度参与论述这一过程让论述者建构自我认同[11]。不同于传统心理
学关注稳定的自我认同，论述心理学则强调说话者在谈话中，因为身份、地位、角色的不同而主动建构
多元且可以转换的认同，以完成一系列的互动目标。在传统课堂中，教师角色与学生角色可分为正式角
色与非正式角色[17]。为了能够使师范生在课堂学习中有机会体会正式角色（教师角色）的功能，实现特
定的自我认同功能，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可以通过课堂设计，不断转换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身份，并在教
学内容中适度穿插教师和学生个人信息展示，从而促进彼此达到一种灵活的自我认同和体验，避免学生
不能体会教师想教什么，教师又不能体会学生想学什么的困境，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基于以上论述心理学核心原则对应的改革角度和思路的分析，以教育心理学课堂教学为例，提出了
具体的改革措施。

3

以教育心理学为例的模式探索与实践

3.1

使用“桌签”
“桌签”是一个双层的纸制卡片，类似于一般会议场所的姓名标签，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展示学

生姓名和个性信息，个性信息包含学生照片、兴趣爱好和人生梦想等，这部分在方式上鼓励学生展示自
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另一部分展示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信息，具体包含：1）每次课堂活动是否参与的记
录；2）课堂讲课情况的反馈；3）课后反思（评课）情况记录；4）小组互助学习情况记录；5）总体的
自我学习评价。
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要求学生每次将自己的桌签摆放在课桌上的醒目位置，主要目的是为老师和
学生之间的沟通创造便利条件，促进师生互动的质量[18]，从课堂管理的角度减少学生逃课、上课睡觉和
玩手机等行为的匿名感。同时，姓名桌签还承担着自我评价的功能，学生通过填写是否到课情况、课堂
讲课反馈情况、课后反思情况和小组学习情况等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激励。
3.2

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讲课
为了能让师范生在准教师阶段就有可能站在教师的角度考虑教学和学习的问题，体现教学相长的原

理，充分展示论述心理学的互动建构原则，在课堂中将课程内容和时间进行合理分配，让教师和学生共
同参与讲课、完成教学计划所要求的教学内容。
对教师讲课内容方面而言，与传统讲课方式不同的是，教师必须在第一节课讲清楚 4 个问题，第一，
桌签的制作方法及功能；第二，师生共同参与讲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师生共同评课的必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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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第四，小组分组注意的问题和分组的目的。围绕这些问题，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可以通过“撕
纸”游戏，让学生体会到有效而高质量的沟通是双向的沟通，强调教师和学生讲课、学生提问、教师和
学生共同评课等环节对知识建构、沟通的重要性。
教师在讲课中需要注意 3 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教师通过利用多媒体技术组织学生辩论、小组讨论、
教学等体现教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因为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是高师心理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19]，而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创景、导学、精讲、引思”等指导活动组织实施教学，多媒体视频、音频
等信息的辅助能让创景更为生动化、形象化。但是，要让学生明白，多媒体教学绝不仅仅是文字形式
的播放 [20]。
第二，注意“引课”和“结课”的环节。每次引课时要考虑的问题包含本次课堂的主要内容、形式
和参与讲课同学的介绍。结课时要在学生讲课的基础上，查缺补漏，进一步解释、概括学生所讲内容，
并对学生的讲课进行激励性评价，提出课后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和下一节课的内容，同时注意提醒和
激励下次讲课的同学。
第三，注意榜样示范的作用。教师在讲课时要注意教学情绪和情感、教学仪态和教学语言的示范。
为了促进师范生对教师身份的认同，教师可以适度示范自己的教育理念、人生观、价值观和成长道路。 这
种示范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达到对自己教师身份认同的目的。
学生讲课具体涉及分组、讲课内容的确定、课后小组合作学习和正式讲课等具体环节。在小组讲课
的时间分配方面体现“保底不封顶”的原则。即每位学生站在讲台上的时间不少于 5 分钟，对部分准备
充分、自信心强的同学想多花时间进行限定内容的展示，也可适度延长教学时间，根据同学讲课情况灵
活掌握，教师做到及时提醒、引导、补充和总结升华。
3.3

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评课
波斯纳提出了教师成长的公式：经验+反思=成长[20]。他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

能形成肤浅的知识，没有反思的经验也不会帮助教师获得好的发展。教师个体专业化发展的实质在于教
学反思。在我国，当前教师的专业发展强调教师个体的自主专业化发展, 而反思是促进教师个体专业化
发展的心理机制[21]，反思训练是提高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22]。因此，在本课堂改革中，强调教师和学生
共同对课程本身的反思性评价。
具体而言，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评课主要指在课堂中，教师和听课学生对讲课学生教学过程的评价，
在下课后全体学生对整个课堂教学和学习情况的反思性评价。
教师和学生通过分数和书面语言对讲课学生的教学语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PPT 的制作进行评
价。教师对同学的评价要做到全面、客观，注重反馈积极的方面，并提出一两点需要改进的建议，起到
激励的作用。在教师“结课”的环节进行口头点评示范，一方面让学生逐渐学会如何评价其他学生的讲
课；另一方面，就讲课学生的努力、态度和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点评能够激励认真对待讲课的同学，也起
到示范的作用。
学生在课后通过反思作业的形式对整个课堂情况进行反思性评价。评价对象包括在课堂上能够观察
到的任何现象，具体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行为，自己和同学的学习行为、学
习情感和学习动机等。在本次改革中，每位同学在第五周、第十周和第十五周分别交三次课堂反思作业。
教师将同学反思中反应出来的主要问题反馈给同学，并基于同学提出的合理建议进行课堂教学的进一步
调整和改进，利用班杜拉的观察模仿学习原理[23]，树立榜样，引导所有同学进行高质量的反思，从而促
进反思能力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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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效果对比
为考察教学改革的实际效果，研究调查了某大学 107 名数学和化学专业的学生，要求他们对课堂改

革前后公共课上学生逃课、睡觉、玩手机和说话以及教学满意度进行百分数的主观评价和估计，经过配
对 t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Tab. 1

教学改革前后对不同行为的主观评价对比

Comparison of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behavior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reform
前测

变量

Means

后测

t

SD

Means

SD

2.51

0.81

1.93

0.66

6.36***

逃课率/%

14.18

13.45

4.86

9.58

6.23***

睡觉率/%

14.51

14.80

3.63

5.11

7.77***

玩手机和说话率/%

48.06

25.38

19.31

20.70

13.05***

教学方式满意度

注：***表示 P<0.001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教学改革前后，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的评价、逃课率、睡觉率、玩手机和说话率
的主观评价差异性达到显著水平。
另外，为考察课堂改革的效果，研究编制了调查问卷，共包含 25 道题目，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点评分
方式，答案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分为 5 个等级。
“1”表示“非常不认同”，
“5”表示“非常
认同”，中间各项表示不同的程度。采用 SPSS 中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将问卷题目分为 4 个维度：1）学习
情感变量，例如“我喜欢上这门课”，“我在课上很高兴”；2）学习行为变量，例如“我会思考一堂课教
学和任务的完成情况”，
“我会思考自己学习教育心理学的方法是否有效”；3）学习认知变量，
“我认为自
觉、主动的反思应该成为每个教师的一种习惯”，“我认为一个教师的成长等于他的经验加上他的反思”；
4）自我评价变量，例如“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提高了我作为教师的基本素养”，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改
变了我对教学的态度”。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9.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KMO 值为 0.927，克伦
巴赫系数=0.919，P<0.001，整体的解释率为 52.701%. 研究调查了课堂改革组（217 名）和控制组（157 名）
共 374 名被试在学习情感、学习行为、学习认知和自我评价 4 个方面的变化，并收集了所有被试教育心
理学的期末统考成绩，期末评卷为集体评卷（保证了成绩的相对信度）。
以性别、是否干预作为自变量，以学习情感、学习行为、学习认知、自我评价和学习成绩为因变量，
进行一般线性模型分析，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Tab. 2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不同维度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实验组（n=217）

因变量
男
学习情感

25.56（4.46）

控制组（n=157）
女

26.99（4.58）

男
24.44（5.49)

女
23.57（5.39）

学习行为

24.05（4.30）

24.58（4.36）

23.00（4.97）

23.25（4.36）

学习认知

29.10（3.31）

29.63（3.66）

27.68（4.54）

28.77（3.94）

自我评价

15.95（2.29）

15.94（2.57）

15.58（2.73）

15.15（2.46）

学习成绩

94.66（11.76）

97.15（12.31）

90.70（15.12）

90.74（13.18）

以是否干预和性别作为自变量，以学习情感、学习认知、学习行为、自我评价和学习成绩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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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2×2 的混合方差分析，各个自变量水平的数据如表 2 所示。在学习情感[F(1, 370)=16.83，
P=0.000<0.001]和学习成绩[F(1, 370)=12.76，P=0<0.001]上是否干预达到显著水平，在学习行为[F(1, 370)=5.70，
P=0.017<0.05]、学习认知[F(1, 370)=7.04，P=0.008<0.01]和自我评价[F(1, 370)=4.12，P=0.041<0.05]上，
均达到比较显著的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经过课堂改革后，在学习情感、学习认知、学习行为、自我
评价和学业成绩上均显著高于控制组。课堂改革的实践表明，这种叙事的对话的课堂教学模式调动了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动机机能和核心控制机能，加强了学生主动进行叙事的实践和建构，提高了学习效果。

5

结论
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对话的过程，是引导学生“与客观世界对话、与他人对话、

与自我对话，并且通过这种对话，形成一种活动性、合作性、反思性的学习，也就是形成认知性实践、
社会性实践、伦理性实践的‘三位一体’的过程” [24]。研究中的“桌签”使用、“师生共讲”和“师生
共评”正好体现了对话叙事、互动和平等建构的核心理念。这些课堂改革措施对学生学习情感、学习认
知、学习行为、自我评价和学业成绩等方面的促进是明显的，杜绝和减少学生逃课、睡觉、玩手机等不
良学习行为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当然，这样的研究只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因为在课堂改革实践中，确实还存在一些亟待进一步解
决的问题。例如，有些学生因为态度不端正、情绪太紧张、对教学内容不够熟悉和语言表达不够流畅等
因素的影响，导致客观教学效果不理想，使得听课的学生出现情绪上的懈怠，不能很好地理解学习内容。
第二，这种强调让所有学生都进行讲课的方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会减少教师占用的时间，导致
那些对学习有较高要求的学生的需要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另外，因为调查的被试量小，控制组和改革组
的控制不是特别严格，这影响了改革效果的可推广性。这些不足都是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解决的问
题。
但是，正如教育研究者所指出的，培养创新性人才需要高等学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高等
学校教学质量[25]，这种带有创新思想的课堂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对进一步深化高师公共课的课堂改革，培
养新时代的教师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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