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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教学作为研究生培养体系的第一模块,是学生从接受式学习向研究性、自主性学习转变的黄金

期,对形成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思维能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研究生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重科研、轻教学

的现象,在课程教学中出现内容缺乏整体性思维,重参与、轻深度,重成果展现,轻思维交流,评价的反馈性和

区分度不足等问题。研究生的培养同样需要“金课”的滋养,在课程教学中体现以需求性为导向的内容设定、
整体性的问题创设、交互性的思维展示和指引性、真实性的评价反馈等特点,着重在内容重构、回归现实、思
维交互展现、过程数字化等方面进行改进,以切实提升研究生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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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学生学习和探究能力的重要

阶段,是学生从接受式学习向研究性、自主性学习转

变的黄金期。他们需要在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基

础上,学会研究,形成独立研究之能力。但是学生的

研究能力的形成不是凭空产生的,在整个学习过程

中,扎扎实实地上好每一门专业课,认认真真、卓有

成效地阅读大量资料,有机地参与项目研究是他们

必然要经历的学习过程。尤其是课堂教学,作为培

养体系的第一模块,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与任何

学习阶段一样,教学质量改变一切。他们同样需要

“金课”的滋养,而且这种“金课”要具有研究生教育

的典型特征,如此才能成为支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柱石。
目前,研究生教育问题频出,质量问题愈演愈

烈,国家对研究生培养的监管力度也急剧增强,课程

建设成为重中之重,课程教学改革更是势在必行。
因此非常有必要明确问题,进一步提出改革策略,以
便让研究生从入学伊始就能进入高质量的学习,为
后继学习提供强有力的基础。

一、研究生课程教学的问题分析

在以往的研究生教育中,对于课程的重视远远

不够。很多人认为研究生的主要学习方式是进行项

目研究,上课反而无足轻重。与本科生教育相反,研
究生教育上整体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教
师与学生均普遍认为研究生阶段课程教学的重要性

远不如科研训练。很多研究生在入校伊始就参与了

导师的科研,任务繁重,反而对设置的专业基础课程

兴趣不大,无力投入。任课教师也往往把培养学生

的责任更多地推向导师,对教学投入度不大,课程教

学随意性强,教学内容陈旧,其“水课”之多比本科生

尤甚,很多课程形同虚设,因此很难让学生的科研能

力和思维意识得到较大提升。
(一)缺乏整体思维,任意性强

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不同于本科生的课程,
专业体系性不强,也较少使用固定教材。不仅课程

设置常常出现“因人设课”的现象,课程内容也由任

何教师自行决定。很多教师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



选取教学内容,或者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取一

些研究主题或者领域,组合成一门课程。这本来无

可厚非,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如果不能从整体上进行整合,或者对学生的主题

不加审核,要求不够严格,就会出现拼凑现象,不能

展现本科目的基础的、重大的、前言的问题,轻视了

课程的整体建构。
(二)重参与,缺乏深度研究

在目前的研究生课堂上,“以学生为主导”上课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教师提供某种主题或项目,课
堂上让学生准备PPT,上台演讲或汇报。学生也习

惯了从大量的资料中截取一些内容,串联成篇,附之

以美观的设计,一篇PPT为之形成。这种的做法比

之于教授讲学生听的做法有了一定的改变,相对而

言也比较重视学生的参与。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很

普遍。一是课程形式从教师讲授变成了学生讲授,
学生对自己准备的内容掌握程度较高,其他听课者

仍然以听为主,整体参与度不高,收获不大。二是学

生讲授的内容水平参差不齐,深度都有待提高,很多

汇报变成走过场,相互学习的内容有限。这些弊端

对学习的伤害有时高于教师的讲授。
(三)重成果展现,缺乏思维交流

无论是教师的研究成果转化教学内容,还是学

生学习成果的汇报,都更专注于把通过自主研究或

自主学习的成果展示给其他成员,但对于如何形成

讲课内容,发现问题、解决思维的关键点和疑问之处

等“思维过程”交流不够,无法达到深度的相互学习。
即使是目前提倡的“自主学习”,学习的过程主要在

课下,课堂交流的主要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学生仍然

是作为“孤独的集体成员”存在的。
(四)评价的反馈性和区分度不足

目前研究生的课程评价一般包括两部分:平时

成绩和期末成绩,二者按比例组成综合成绩。但是

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出现了平时成绩不是按学生的

作业打分,对于学生汇报和呈现的作业没有反馈和

修改建议,综合成绩评定没有区分度、无淘汰、无反

馈等问题,导致学生对自己的作业水平不明了、改正

方向不明确、不愿花精力修正、学习成果在低水平重

复等状态。
这些都是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切切实实存在的问

题,严重地影响了教学效果,导致学生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较弱,在后期的独立研究中力不从心、

成果了了,给后继的就业和深造都带来了困难,难以

完成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二、研究生“金课”的特征

研究性是研究生课程的核心目标,其“金课性

质”同样要体现在研究性上。简单地讲,金课就是高

质量的课,含金量高的课。有学者认为“金课”的基

本特征或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师生互动、关注过

程、严格要求。[1],或者认为课堂之“金”应该有五种

组成:高阶课堂、对话课堂、开放课堂、知行合一、学
思结合。[2]其核心特征就是学生的真正参与,不被动

于教师讲授、不局限于书本知识、不停留于记忆学

习,不满足简单的学习策略,做到主动、开放、思考、
动手。具体到研究生课程教学,则更应该体现到其

“研究性”上,在研究中学会研究,在思维中学会思

维,在批判中学会批判,在交流中促进效率,把问题

教学模式运用于课程的全过程。
(一)以需求为导向的内容设定

课程内容是教学的核心问题,确定课程与教学

内容是教师教学的核心问题。教学内容的建构一般

都是从分析社会需求出发的。按照博比特、泰勒等

人的课程编制原理,课程编制经历几个环节:社会需

求分 析———课 程 目 标———课 程 内 容———课 程 实

施———课程评价,这是课程编制的一般原则。按照

泰勒等人的课程编制原理,社会需求分析主要是对

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分析和分类,然后对受教育者所

需生活技能进行罗列和归类,形成课程目标,进而选

择合适的课程内容。这是典型的社会问题导向的编

制原则,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社会在发生急

剧变革,社会和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变革,知识的重

构和保留永远是教育的“进行时”,如此教育才能变

得鲜活起来,才能不被社会淘汰。
与本科生越来越强调“通识教育”与“通识课程”

相比,研究生教育才是更加面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

教育,与生活与生产具有更加深切的、专门的联系。
其重构的周期更加短暂,也更加必要。在研究生培

养中,第一年基本上是集中学习阶段。学生在教师

的引导下学习大量的专业课程。但研究生的课程内

容不同于本科生的课程,它们较少使用固定教材,也
不再专注于学习和传授基础知识和理论,而是要根

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学生的兴趣和专业需要进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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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重构,体现更强的灵活性、宽广性、前沿性。这个

工作应该主要由教师来谋划和引导,而不是由学生

的感性拼凑而成。
(二)全局性的问题创设

全局性重构不仅指向教师“建构侧”,还指向学

生的“理解侧”。杜威在深刻体会他所在时代,因“对
古老知识体系化追求”而导致教育越来越僵化和脱

离实际的痛苦之后,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思想,进而

提出教学的问题解决模式:创设问题情境———发现

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验证或检验结论。这

种教学模式主要包含两个原则:一是通过“问题介

入”把教育引入生活;二是通过发现和解决问题,训
练学生的研究探究能力。在这个模式中创设问题情

境(设问)是第一位的,教师首先要创造问题情境,让
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发现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问题情境是经过教师深思熟虑打造的,不完全

由学生提供。这正是杜威的先进之处,任何教育都

不能解除教师的“引导”作用,教师要为教育的整体

性负责。
研究生的课程往往是小群体的班级中进行的,

非常适合进行有组织的、合作性研究性学习。打造

研究生的金课,如果简单地要求完全由学生提供和

发现问题,决定课程的重点,把教学教给学生,不仅

所消耗的时间成本是一学年的课程所不能承受的,
也往往不能充分体现需要解决的重大的问题。因

此,教师应该能够根据课程的进程以及学生的情况,
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跟随教师的思路发现某些体

系性的问题,并在教师的引导下解决问题。这个过

程有别于后面更强调学生个体独立研究能力的学术

论文完成阶段。强调在集体中学,强调教学对“问
题”的“引入”和整体创设,让学生完成对基本的、最
大问题的研究。

(三)交互性的思维展示

研究生的课程教学非常重视“研讨”———研究与

讨论。教会学生阅读和思维策略,是学习过程的重

要一环。思维和方法的展示作为一种促进学生学习

策略提升的教学策略,其效果是得到研究证实的。
研究者发现,如果学生得到了教学者的笔记,那么记

笔记的效应量还会提高,因为这为学生自己记笔记

提供了范本,以便学生在记笔记时有标准可以参考。
提供教师笔记的效应量(d=0.41)要高于没有教师

笔记的效应量(d=0.19)。[3]之所以产生这种效果,

是因为笔记往往展现出教师的理解和思维策略,让
学生能在细节中见证思维。因此,教师要向学生展

示自己的思维笔记,引发学生思考,并引导学生在阅

读中及时记录自己的所想所得,形成在思维和批判

中阅读的习惯。
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往往强调

方法的重要性,但要获得方法同样要强调“授”的过

程和技巧。“授”不仅仅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且

需要“展示”和分享。所谓“重视过程”,是指在思维

的过程中教会和学会思维。所谓“把研究引入教学”
是指把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引入教学。真正有效的思

维展示不仅仅是简单的课堂讨论,而是指教师引导

或要求学生利用CAJ自带的划线、注释、笔记等功

能,尽可能把个体的思维痕迹留在文献中。运用注

释的方式把对某一点内容的思考、疑问、拓展等内容

记录在文献中,然后把这种带有记录痕迹的文献发

送到网上学习小组。让其他人看到这个学生在阅读

文献时引发的思考、疑问或拓展。这样的读书笔记

不仅能看到原文记载的内容,还能看到别人的解读

和思考,形成原作者、解读者、阅读者三者之间的思

想沟通。把那些自己看来平淡无奇、没有读懂、没有

关注和意识到的问题借助他人的视角予以解读,从
他人的阅读笔记和批注中了解文献的内容和由文章

引发的思考。相互展示学习方法和阅读思维策略。
有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读别人的读书笔记和批

注,比如红楼梦的脂砚斋批注本,毛泽东读的资治通

鉴等,因为他人的批注就是一种研究和思维展示,是
我们可以学习的内容。现在培养学生特别强调学生

参与教师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老师研究的往往是

最前沿的知识,可以第一时间获悉最新知识,更重要

的是亲身经历了和老师们一起思考、探索、琢磨的过

程,亲历新知识产生的过程。
(四)指引性、真实性的评价反馈

过程性、发展性评价的理论告诉我们,评价过程

重在与学习的学习过程紧密相连,并且能够给予学

生明确的有效的反馈信息。与本科生课程的考试不

同,研究生的课程较少使用试卷考试,主要根据平时

的课堂表现和课业论文评定,包括回答问题、课时作

业,小组讨论、PPT展示等,并没有明确的评分标

准。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教师要严格地监控、
指导和评估,体现过程性和公平性。指引性是指要

及时跟进,强化指导。比如学生完成的用于汇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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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在先经老师的过目、指导、改正后才能作为正

式的文本进行汇报;对于学生平时的小课程作业,也
要及时作出回复和批改;结课论文除分数外,更要给

予明确的修改建议等。真实性是指评价要真正根据

学生的表现作出评价,不能一团和气,任意给出高

分,要真正体现出学生的投入度、学业水平和研究能

力等。为了真实有效,可以制定综合性课程评分表,
让师生对学生的重要表现进行跟进式打分,真正严

肃课程学习,杜绝搭便车和应付性的学习行为。

三、研究生“金课”的几种改进策略

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千差万别,提升的路径和方

法更不能一概而论。下面就以上提到的主要问题,
提出几种改进策略。

(一)用“宏观保留”的方式重构课程内容

研究生课程既要“宏大”又要“有用”,不能过于

专注细节性知识。细节性知识应该属于学生自学的

内容,教师应该引起学生学习这些知识的兴趣和动

力。研究生的课程内容特别需要实现“全局性理解”
和重构。知识体系和教学内容的革新是从社会性和

“有用性”考量的,这种“有用性”不仅仅是获得经济

利益,而是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它指向社会生产

和生活,指向人的发展与幸福生活。哈佛大学教育

研究生院资深教授、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戴维·
帕金斯认为,当我们无法看到那些经典学习内容的

价值时,可以采用宏观重构的方式加以解读。所谓

宏观重构是指通过重构的方式,拯救看似不具有生

活价值的经典主题。[4]因为,一些标志性的经典内容

在其有用性方面略有争议,我们也许可以通过重构

这些内容,彰显它们常常被忽略的广泛含义和运用

范围,从而保留这些内容。在重构过程中,涉及技术

性的教学内容可能会减少,而对整体情况的关注可

能会增多。让学生跳出单纯的科目知识学习,了解

某项知识在社会生活和知识体系中的价值。
知识重构不仅是某门课程要面临的问题,也是

整个课程体系要面对的问题。“重构”意味着以新的

方式对知识进行重新选取和排列。“宏观重构”意味

着从更广泛的生活和生产的应用价值去理解知识的

有效性,打破科目的限制,保留那些从宏观的角度来

看有用的知识。在我们的日常做法中,强调知识的

有用性时,往往告诉学生“等你们工作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知识有用了”“等你们写论文时就知道这些知识

点的重要性了”,或者简单地告诉学生“书到用时方

恨少”,习惯于把知识的有用性推延到“以后”去验

证。而在美国等讲究实效和实用的国家,他们更强

调即时的知识应用———把学习的知识与解决问题紧

密地联系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在批判“实用主义”
时,认为其强调“有用的才教”,因此看不到一些基础

知识、系统知识的潜在价值,是“功利”的表现。其

实,实用主义反对的是教育中的“本本主义”,反对为

知识而知识,反对因科目而限制知识的使用。正如

杜威所言,对所有各种不同的经验的内在价值作出

贡献,是决定许多科目的工具的价值和派生的价值

的唯一标准。[5]它强调把知识与实用性、与生活经验

联系起来,教授或学习知识要从其有用性———解决

问题教起,所以才产生“问题解决”教学模式。
钱颖一教授在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原理》时设

计了三个教学目的:领会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概
念和方法,培养对现实世界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的

观察能力;训练经济学的直觉。[6]其中,“培养对现实

世界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的观察能力”必然要与现

实产生联系,而“训练经济学的直觉”则是培养理论

素养与发现问题能力的结合。其目标也明显倾向于

对问题的发现和知识的应用,这种模式正是研究生

教育所需要的。因为研究总是从问题做起,职业适

应性也总是从解决问题中产生的。所以教师的任务

是从辨别、选择、交流和使用有生活价值的知识开始

的,我们称之为“全局性重构或宏观重构”。杜威和

泰勒作为教育史和课程史里程碑式的人物,都一致

强调课程内容应该与“有用”相联系。这种思想使知

识因解决问题的需要而处于不断的“重构”中,从而

使美国的甚至世界的课程充满着勃勃生机,而没有

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压垮。
(二)“为理解而教”,让教学回归现实

戴维·帕金斯认为,有效的理解,意味着能够根

据已知的内容来思考,而不仅仅是知道标准答案或

者正确而熟练的完成常规程序。为了理解一个主

题,学习者必须进行大量思考,而不只是按惯例来背

诵或应用。“理解”的“行为表现观”要求人们通过形

成和展现“理解”的各种行为表现,包括解决问题、预
测、基于已知来解释未知等,从而形成并表达自己的

理解。有效地理解某个主题,必须做到透彻的思考

这个主题,考虑主题相关的内容,利用主题进行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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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如果所有人只能做到背诵或者解答明确的

习题,或者轻易地被错误概念和刻板印象绊住脚步,
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理解。[4]

笔者有幸听一位国家教学名师讲课,效果极佳,
听课者被深深吸引。深入分析发现,其最吸引人的

地方,就是把知识的有用性展示出来。比如,研究

“内力与内力分析”时引入各种实物与工程中,桥墩、
铁轨、承轴等的内力与外力的作用等。把抽象知识

鲜活化,把实用实物抽象化。课堂上总是充满着恍

然大悟的回应声和被现实问题吸引的探究眼神。当

学生知晓了所学内容与广泛的生活世界紧密联系,
认识到所学内容可以解决重大问题时,其学习的兴

趣会大大增加。理论联系实际,金课创设的第一基

本要求。
与此相对照,在一次针对学生反映的“问题课

程”的听课、评课时,与会专家特别指出:课程的内容

并没有多大问题,关键在于缺乏‘逻辑’,即把这些知

识凝练起来的线索:说明为什么学这些内容,能解决

什么问题,以及怎么具体使用这些知识。因为只有

知识点的学习,没有让学生做进一步的延伸思考,所
以,学生在课堂上看似听懂了,但却不会用,一到要

用就感觉什么也没有学会。知识的连贯性也隔断

了,课越上到后面越难以深入,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

低。”因此,让教学回到现实中去,回到问题中去,而
且不必拘泥于“先有问题还是先有知识”的思维定式

中,让问题与现实可以出现于学习的任何环节。
(三)展现思维过程,架构学习与思维的共享

空间

为了更好地记录学生的学习,目前兴起了“学习

分析”行动。既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记录并分析学

生的学习表现。2011年,首届学习分析与知识国际

会议将学习分析定义为:测量、收集、分析和报告关

于学习者及其学习情景的数据,以期了解和优化学

习和学习发生的情境。[7]学习分析的目的是记录并

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这种分析的初衷是“展现”然
后分析。只有充分的展现,才能实现深度的学习和

研究。学习分析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把

学生的学习和思维过程加以记录并展示出来,即“运
用思维可视化教学策略”,使思维可见、可评,成为便

于交流共享的对象。
思维可视化和深度交流作为一种教学策略,可

以运用于各种需要深度研讨的课程和学习中,是促

进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笔者在实践中曾经运用过

一种“思维留痕”式教学与学习策略,对于学生的学

习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把教

师个人阅读并做过批注的电子文献发送给学生,让
他们学习如何深读文献,然后要求学生必须利用电

子阅读软件文献进行划重点、标注、提出问题,拓展,
然后把阅读过的文献上传到学习群体中,再由其他

人进行二次阅读。所有阅读过的文献都要上传到学

习群中,学生可以任意下载别人提供的阅读文献,进
行多次传递式阅读。

这种留痕阅读的基本模式是:第一次阅读———
第二次阅读———讨论———形成阅读报告———评价。
操作过程和具体要求如下:(1)示范或者第一次阅

读。老师或者学生先进行标记性阅读,在自己阅读

的文献上进行标记并上传:作为范本对文献进行深

度解读,有意识地多做标记,多注释,让学生看到教

师在看到这篇文献时的所思所想,有价值的收获,联
想等等。在“思维留痕”中尽量做到:文献介绍与概

括;做批注、摘录、划重点;提出质疑或内容拓展等。
(2)二次阅读。对第一次阅读者上传的文章进行再

阅读,读他人提供的已经做过阅读标记的文章进行

点评、阅读、评价。二次阅读者既可以对文献内容进

行新的总结概括,也可以对第一次阅读者的思考和

点评进行评价,对文章做出评价等。(3)集体讨论。
选择一篇和数篇质量上层的文献在课堂上就二次、
三次阅读后的文献进行集体讨论,充分拓展所学内

容。要求一人作记录。(4)形成阅读和讨论文稿。
每人就自己研究的主题形成研究成果,形式多样,既
可以是读书笔记、一段思考,也可以是较为成型的文

章,甚至是一些疑问。(5)评价与讨论。师生对文献

选取质量和阅读深度结果进行评价。选出最具价值

的文献、最佳点评与阅读、最佳阅读报告,对每一个

成员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表现进行评价、打分等。真

正摆脱资料的“搜而不读、读而不精、思而不记”的研

读问题。
(四)开展智慧教学,推进数据化金课

研究生教育是一种精准教育,受到的知识体系

和学习能力的限制最少,是智慧教学最好应用平台。
特别是电子和通讯技术特别发达的今天,记录并保

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已经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学习留痕和交流都变得特别便捷。比如,听课笔记、
实验过程中的记录与交流,课时作业等等,都可以通

·46· 毛景焕:为思维而教 构建研究生课程教学“金课”



过上传和批改成为学生学习的家园。这个学习过程

与一般的小组学习具有相同之处,不同在于特别强

调思维留痕和学习交流。把学习的“过程中的思维”
及时地上传和共享。与学习传递相关的工作要求包

括:(1)老师要提前布置任务或师生确定学习的主

题;(2)课外进行的大量的数字化学习;(3)规定上传

时间,并严格按时间节点完成;(4)熟练使用各种数

字化学习工具,如CAJ阅读器,超星数字图书馆、个
人数字图书馆、CNKI协同研学平台、雨课堂教学平

台等;(5)进行材料积累,形成“思维的思维库”;(6)
教会坦诚地对待学习,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无遮拦”
学习。智慧式学习与一般的研究性学习最大的不同

在于,具体的学习和思维过程不再是“黑箱”,让学习

过程和思维变得可见,并通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把

思维的过程更详细地记录下来。
数字化智慧教学对教学具有极好的助推作用,

通过构建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环境,建
立以学习者为导向、以教师为辅助的智慧教育模式,
借助人工智能提供精准推送的学习支持服务,实现

教学最优化和学习定制化。在材料供给、学习记录、
过程监督、教学互动中实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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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forThinking:onPostgraduateCurriculum“GoldenCourse”Construction

MAOJinghuan

(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Nanjing210016)

Abstract:Asthefirstmoduleinthepostgraduatetrainingsystem,courseteachingisthegoldenperiodforstudentstochange
fromreceptivelearningtoresearch-orientedandautonomouslearning.Itplaysanindispensableroleinformingstudents'
abilitiesinresearchandthinking.Atpresent,thereisaseriousphenomenoninpostgraduateeducationfeaturinganexcessive
emphasisonscientificresearchbutlessattentionpaidtoteaching.Particularlyincourseteaching,therearesuchexisting
problemsaslackofholisticthinkinginthecontent,excessiveemphasisonparticipationbutlessin-depthinvolvement,

excessiveemphasisonachievementdisplaywithlessattentiontoideaexchanges,andlackoffeedbackandcategorizationin
evaluation.Thepostgraduateeducationalsoneedsthenourishmentof“goldencourse”andtheteachingofthecourseshould
embodythecharacteristicsofademand-orientedcontentsetting,thequestionsinoveralldesign,thedisplayofinteractive
thinking,andtheguidinglineandauthenticityofevaluationfeedback.Theauthorbelievesthatthefocusshouldbeonthe
improvementofcontentreconstruction,realproblemexplanation,displayofinteractivethinking,andprocessdigitizationsoas
toenhancetheteachingqualityforpostgraduates.
Keywords:postgraduate;curriculumteaching;“golden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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