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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数学建模课堂教学的经验和体会, 论述了讨论班式教学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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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沿袭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 即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完全由教师
从上课开始口不停、手不住地讲到下课, 从书本的第 1 页仔仔细细地讲解到最未页, 学生几乎
完全处于被动的填鸭式吸收知识的地位. 这种传统教学法虽然长期以来在传播已有知识、
传递
快速信息方面起过重大作用, 并将仍然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下去, 但随着现代知识、
信息的不断
爆炸式发展, 以及知识、
信息所蕴含内容的极其复杂多样性, 尤其怎样分析利用己知的或探求
未知的知识、
信息, 为我国日益不断深化的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怎样开展创造教育、
培养创造型人才, 已是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趋势, 因此引发了向传统灌输式教学
法强有力的挑战, 讨论班式教学法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讨论班式教学法, 即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引入讨论、
对话的形式. 讨论班式教学法的优点在于师生之间对话交流,
拉近了师生心理的距离, 又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 教师也可因材施教, 水涨船高,
对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提高教学质量, 特别是减少高分低能的复制型人才, 大量培养创造开
拓型人才, 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创造型人才的培养既要从基础教育抓起, 又要从准实践
课教育抓起. 为培养创造型人才, 作为体现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教改
应努力走在探索的最前列. 笔者于 1997 年起担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数学建模课程的组建与教学
工作. 实践一年多了, 浅谈一些个人体会.
( 1) 大学要形成讨论班式的学术风气, 人人要初步了解数学建模课程. 浓厚健康的学术风
气是大学的生命或大学精神的体现, 是大学提高学术水平、赢得良好学术声誉必不可少的软体
环境, 也为组建和教授数学建模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数学建模作为厦大初次增设的全校性选
修课, 刚开始组建时现状堪忧, 出勤率 60% 以下. 选修课是学校为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而设,
也由学生凭兴趣自由报名, 何以遭到冷遇: ¹ 学生对数学建模课认识有误. 他们长期沉浸并习
惯于传统灌输式教学法, 对讨论式教学法有不适感, 少数人有逃避、
甚至抵触情绪, 笔者认为这
是正常的. 向传统挑战, 消除学生对于教师的依赖, 让学生单独上讲台, 分析、
解决具体问题, 一
开始是存在巨大反差和较大难度, 很难下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过多次洗炼, 慢慢习惯后,
长此以往, 日后必然雾开云散豁然见晴天; º 校、系方要加大重视数学建模课的力度, 包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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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经费、
微机软件、
图书设备以及教练人员的配置. 此外, 当然更不能急功近利, 欲速不达. 一
门新兴学科的建设没有几年苦功夫是搞不起来的.
( 2) 教师的民主作风是讨论班式教学法实施、创造能力培养的重要条件. 教师唯有尊重、
理解、信任学生的创造性个性和需要, 并通过和谐融洽的讨论形式, 才能较好达到教学相长的
教育合作目的. 教师要努力转变传统观念, 即/ 教是教, 学是学0泾渭分明, 而且要彻底认清教学
的相互转化, 即一个辩证的过程, 教中有学, 学中有教. 实际上, 对于任何教师来说, 所掌握的知
识是有限的, 对一些论题, 能透彻分析的东西实在太少, 而且也不必对教师作这样的苛求. 笔者
认为教师最应具备的优异素质是, 要有出色的大局观, 要有预见, 高瞻远瞩, 要勤于并且善于学
习新东西, 善于吸收并总结百家之优长, 剔除或避免百家之短缺, 并善于探索新知识、
开拓新局
面、
解决新问题, 包括知识上的新问题和工作方法上的新问题.
( 3) 改革传统灌输式教育教授法, 建立新型讨论班式教育教授法. 在教学中教师只要重点
地精讲、
不求面面俱到. 讲授过程要特别注重启发性, 启发学生主动研究和探索. 并争取教法和
学法同步. 此外, 还应多让学生上台讲课, 听课的学生踊跃发言、提问. 要使学生们觉得教师只
是组织者、
监督者, 扮演节目主持人的角色, 而主要演员及唱戏者是他们自己, 一台节目表演的
质量好坏, 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样, 教学过程便可以逐渐消除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 根除那种
教师从头至尾板书、照本宣科, 而学生却努力复制: 记笔记、背笔记( 教本) 、考笔记( 教本) 的坏
习惯, 把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造能力作为教学过程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思想.
( 4) 改革教材、
提供合理的知识结构. 这是一项艰难而又繁浩的教育工程, 需要上至教育
部下至教职员们的共同努力与探索. 笔者认为, 教材趣味生动、
寓教于乐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这方面, 一个较为成功、
值得借鉴的例子是英语教材. 以前由于条件所限学英语全靠死记硬
背, 只重读、
写, 效果不甚理想. 如今则配以英语录相、
电视、电脑、
VCD 等, 融英语听、
说、
视、
写
于一体, 学习与欣赏同步. 不知不觉、
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英语水平. 另一方面, 教材的内容要求
与当今社会需要紧密结合. 恩格斯说: / 社会需要比办一百所大学还要强些0. 只有社会需求, 才
能直接促进人们的学习欲望. 反之, 则正如伟大教育家赞可夫所说的: / 凡是没有发自内心求知
欲和兴趣的东西, 是很容易从记忆中挥发掉的0.
( 5) 改革考试方法、
促进学生创造能力的形成. ¹ 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是高教的特点, 也是
提高教学效果的一条重要途径; º 搞好课堂考勤记载, 把学生的课堂发言列为学生学习成绩
的重要参考依据; » 经常检察学生读书和做笔记的情况, 对平时读数学建模书籍( 含建模论
文) 较多、心得体会笔记完整的学生给 10 分的成绩; ¼ 期未结业考试试题形式灵活多样.
国家三令五申要求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李岚清副总理也多次明确指示, 彻底打破传
统的仅仅从单纯的考试中筛选出所谓的几个/ 尖子0人才的教育模式, 而转为重视广大学生全
面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讨论班式教育教授法, 在全国各大专院校普遍推广实施, 呈现出一片
勃勃生机、
盎然春意, 与传统教授方法相比, 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用途. ( 1) 讨论班式教学方式能
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教师的教学针对性. 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双向或多向讨论, 提出问
题, 讨论问题, 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同时也使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回答大
学生普遍关注和想要了解或解决的理论难点问题; ( 2) 讨论班式教学方式能调动学生积极思
维,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判断能力. 教师通过启发讲授、
设计提问、预先布置等方法引导学生
进行课堂对话, 可以较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思考问题, 从而改变了在过去那种满堂灌教学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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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学习、
思维或单向跟进或停滞或/ 跑马0的局面; ( 3) 讨论班式教学方式能不断促进教师教
学水平的提高和理论知识的扩展深化. 怎样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解答问题、
了解学生的
思想动向等都是对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的挑战, 是对教师理论功底和知识水平的检验,
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更新知识、吸收新信息, 了解国内外重大热点课题及趋势, 以及查阅资料、
仔
细研究, 与同行切磋, 从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也会在讨论式教学中不断得到提高; ( 4)
精心组织和策划课堂对话、
讨论是保证讨论班式教学质量的前提. ¹ 搞好设计提问, 在讨论
式教学中正确发挥、运用数学理论知识的功能. 经验表明, 随意提问的效果远不如有准备性提
问的效果; º 及时、
正确地引导讨论内容, 保证教学目的的实现. 既要鼓励学生积极思维, 又要
使讨论按照既定教学计划进行; » 控制讨论程序和时间, 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 ¼ 做好讨论
归纳, 进一步提高讨论式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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