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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国内高等教育中，数学课堂教学中的互动教学的意义和可行性。在面临当下高等教育的种种困

境中，互动教学提供给我们一个可操作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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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现代教育是依托课堂教学来完成的。在现代教学理

论中，课堂教学过程被认定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是

师生双方作为主体以共同的客体为中介完成的交往过程。

既然教学过程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结合学生的身心

特点，设定一定教学目的，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双

边活动，那么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就构成

了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调动整合这些要素就是顺利完

成教学的关键之处。教学互动在这一点上抓住了处理问

题的要素。因此在现在的课堂教学中，教学互动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这种教学组织形式需要师生互相交流、共

同探讨来完成学习过程。 

2222．．．．课堂互课堂互课堂互课堂互动动动动    

课堂互动教学在中小学教师授课中被普遍认可，并且

是精心设计的部分。在高等教育中，教学侧重于知识的传

授，学生也有较好的自学能力，因此在教学互动环节投入

较少。但是现代教育全民化、普及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

生受众面很广，程度差异很大。同时，现代媒介手段如此

发达，电子产品对人的影响如此深刻，使得现代课堂教育

面临很大的考验。我们需要与手机、资讯、社交软件争夺

学生的心思。这是一个事实的，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如何有效的实施教学，合理设定教育

目标，就是一个有时代特点的现实性问题。当然，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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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复杂的工程，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手段。但是，教学

互动对于很多教学中的问题依然是有效的。 

2.12.12.12.1．．．．课堂互动的意义和局限课堂互动的意义和局限课堂互动的意义和局限课堂互动的意义和局限    

教学互动的内容主要包含互教互学，交流广泛的信息

面和共同参与、创造性的实现教学目标。在实际教学中，

要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内容和课堂教学的关系很重要。互教

互学的一种具体做法就是学习互换：学生预习备课，在学

生讲解课程的过程中，由教师提问、讨论来完成知识学习。

但是在目前的本科教学中，教学班级人数经常很多，有些

稍微少点，但是整体来说，班级人数都比较多。这种情况

下，此类教学方法就不太适用了。特别是学生水平参差不

齐时，要调动全部学生参与到这种学校教学活动中，就更

有难度了。有时候，交流的信息面较广、师生共同参与时，

就会流于表面，话题放开后收不拢。课堂互动对于教学是

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但是课堂授课时间有限，如何平衡和

处理好课堂互动的程度和内容，是值得细细思量的问题。

围绕设定的话题和任务，形散而神聚地完成讨论和交流是

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有人建议多问几个

有没有：有没有突破？有没有延伸出新问题？有没有发展

学生的个性思维？有没有促进教师的进一步思考？ 

2.22.22.22.2．．．．数学教育中的课堂互动数学教育中的课堂互动数学教育中的课堂互动数学教育中的课堂互动    

而在公共数学教学设计中，互动教学的困难就更具体

了。因为学科的特点，数学类课程历来让学生发怵。很多

学生畏惧数学，实在是从小养成的心理习惯使然。在本科

教学课堂中，学生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差异极大。这对于

互动教学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教师可以通过互动教

学环节，了解和把握学生状况，从而适当调整教学目标与

教学进度。另一方面，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较低的情况下，

让学生参与到主动学习中，这涉及的心理疏导已经超出课

堂教学所能施展作用的范围了。这使得在公共数学课程中，

有效开展互动教学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 

在课堂教学中，互动发生的方式基本体现在课堂中的

问答环节。如何实现问答环节是课堂教学的枢纽所在。传

统课堂教学中，互动是为了讲解知识点，是学生更好地了

解课堂教学的内容，同时也使教师能即时地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有时候，这种教学互动也是为了督促学生第一时

间练习所讲授学习的知识，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具体问题。

但是除了课堂互动对于知识点本身的讲授意义以外，课堂

互动对于建构良好的课堂氛围，形成和谐的课堂沟通渠道

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理科专业，在讲授严谨详

实的概念和大量的公式推导中，若能够在讲授过程中，充

分发挥课堂互动的作用，设计更多的课堂互动的细节，将

非常有助于顺利地实现相关知识的授课目标。 

目前本科阶段，数学课程的基本特点是教师讲，学生

记笔记，课堂做练习，课后做习题。虽然有提出课前预习

的要求，但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学生基本没有完成这一点。

传统的数学课，讲完一堂课，笔记一叠厚，学生直呼难。

高等教育普及的今天，课程改革也很注意时代的变化，在

难度、广度和力度几个方面均有较大变化；分层教学更加

普遍了。在公共数学课程中，考虑到学生程度和专业的一

般需要，课程也相应分层。有的按上课时数划分，有的按

类型划分。但是，无论怎样划分，同一层内的学生差异仍

是存在的，并且不可忽视的。因此在相应的课堂教学中，

若能针对学生特点，设计和利用互动教学环节，则更有助

于实现教学目标。这也更能体现数学教学是师生之间交往

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 

2.2.2.2.3333．．．．数学课堂互动情况分析数学课堂互动情况分析数学课堂互动情况分析数学课堂互动情况分析    

鉴于数学学科及教育现状，在公共数学互动教学中，

如何设计和实践互动环节更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在阐

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有一点共识，互动意味着相互学

习，但是教师是其中的主导者。因此一方面要有平等心，

能静得下心来，坐下来仔细倾听感受学生的思想和观点；

另一方面，教师又要有一个预设的目标，完成相应阶段的

教学任务。课堂互动的内容和环节可以穿插分散到教学中

各个节点中，可以以运算、口答、重述和情景设计等多种

方式来实现。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在复习、概念讲解、习

题分析几个阶段中分散实施互动教学。通过复习阶段的互

动问答，在复习前一次课程内容的基础上，也对学生掌握

情况有所了解。在课堂中间，设置一定的互动环节，针对

重要概念和知识点，在讨论交流中完成学习，可以有效的

控班，让同学们关注到课堂。事实上，现在的大学课堂上，

手机是一个影子学生，无时不出现在课堂中。有些学生用

它辅助学习，比如拍课件，存储知识要点，查找信息等等。

但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在使用手机的游戏、小说、社交等功

能。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有规则，有限制的使用

手机；一方面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之参与到课堂教学

活动中。在实践教学中，限制使用手机，可以使师生双方

有一个相处的依据。具体实施中，可以提出手机不能放在

桌面上等要求。有些学生依赖成习惯，基本不能自控。这

时候，一定的课堂互动问答将是一种有效的督促手段，使

之重新投注心力到课堂中。对于程度较好的同学，也可以

通过问答，分析演示学生对课堂知识可能的理解偏差。习

题分析中的互动更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针对学生

出现的具体错误，分析背后的知识点和分析方法，同时也

可以交流分享新的思想方法和解题思路。 

2.2.2.2.4444．．．．数学课堂互动的准则和实例分析数学课堂互动的准则和实例分析数学课堂互动的准则和实例分析数学课堂互动的准则和实例分析    

在课堂互动中，采用生活中的语言、案例加以分析，

并设置相关问题，在课堂中加以讨论。在实践中，实施课

堂互动中有以下体会： 

一、语言要简单，有时代性； 

二、方式要灵活，态度要包容； 

三、教师要有主导权，把握课程节奏。 

在这里，我们用一个具体课堂互动实例来说明这些。

工程数学是许多工科专业的必修专业课。该课程的基本教

学目标是让学生学习线性代数、概率等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方法，使学生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掌握牢固的数学知识，

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实际应用能力

以及解题的技能与技巧，并为进一步学习后继课程及相关

课程打好基础。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矩阵是同学们需要掌

握的一个概念。这是线性代数中的最基础的概念之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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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生们对此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却常常不尽人意。在形式

上，矩阵和行列式有相似之处，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在这两

者上无法正确区分和运算。我们考虑在授课中，设计互动

环节，以强调矩阵是存储信息的表格这一本质特征，请同

学们举例说明生活学习中的矩阵表格，如考勤记录，个人

财务记录等等。此外，还可以做情景角色演练。让同学们

设想，自己作为一个商店店主，在产品采购、销售环节中，

记录数据，存储数据。存储的数据有多种形式，不同用途，

如何处理数据，综合数据，分析数据。在这些环节中，矩

阵的基本运算就自然地导入了。 

当然，数学课堂的互动设计可以有许多形式，结合其

他教学新思维，我们可以设计课题式作业，可以小组式学

习，圆桌式讨论等等。 

3333．．．．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本文从一线高等教育的课堂观察出发，针对高等教育

中的数学课堂教学提出了一点看法。当下高等教育面临着

众多的挑战，如何化解和看待当下的种种教育问题，是我

们的任务。从细节入手，但又不局限与眼前，方有可能对

这些教育难题给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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