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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stion-situation teaching method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 As present the method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exciting student’ enthusiasm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should be given much emphasi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Question-situation teaching method has two traits,
one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teaching and the principle part of the student’ studying, another is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eractive mode. In this paper, the process of the Question-situation teaching method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attitude of like and real learning. The question-situation teaching method transforms the attitude
of let me learning into wanting to learning; surrounding the point of learning and learn, the mode intensifi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researching-learn capacity; aim at the cultivation of capacity, the mode makes progress
with capacity and diathesis. In the end, it is analyzed in detail how to manage some questions of the metho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ch a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ive prominence to the student’main status. To device
questions carefully and to create the situation elaborately, to improve the teachers’ qualities, to me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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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情境式教学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和提高教学质量，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通过分析，得出了问题情境式教学以教为主导，学为主体；
实现师生互动、双向交流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情意式教学的实施过程：以“爱学真学”
为出发点，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围绕“会学学会”做文章，强化研究型学习能力的
培养；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促进素质与能力协调发展。最后讨论了运用问题情境式教学需要注意
的几个问题，这此问题包括：精心设计好问题和创设好意境；教师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营造良好的
教书育人氛围。
【关键词】问题情境式教学；启发性；实践性；注意问题

形式[1]。
实践证明，问题情境式教学法是一种比较好的教学
方法，它对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合格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引言
问题情境式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
和学生的思维规律，把教学内容分解为诸多具有内在联
系的细小问题，在教学过程紧紧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
同时，教师根据不同类型的问题创设相关的情境悬念，
引导学生积极联想和思考，增强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产
生寻求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达到学生想学，愿学和主
动学的目的。真正实现以问题为牵引，以学生掌握授课
的内容为目标，以提高课堂授课质量为目的一种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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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情境式教学法的特点
2.1 突出教为主导，学为主体
传统的师生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教师
不但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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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同时，
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具有“绝对权威”。不能对教师的观
点进行挑战，如果把教师当场问得哑口无言就是对教师
的大不敬。
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倡导在问题情境式教
学法上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教学活动是师生的双向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既要体现
教师的主体作用，也要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二者缺
一不可。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呢？
我们感到问题情境式教学法是一种比较好的实现形
式。在这里，教师通过提出问题，做出深入浅出的引
导和科学回答，让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体现出来。
同时，通过提出问题和创设意境，启发学生积极联想
和思考，让学生自己来讨论和发言，积极探讨和解决
问题，师生地位平等，这样学生在心理就容易与教师
沟通，愿意与教师沟通，不再觉得教师“高高在上”，
课堂上不搞“一言堂”， 真正达到教师与学生的平等
地位，实现教学上的民主。

2.2

实现师生互动、双向交流

师生地位平等，师生的交流和沟通就能有效进行，
这样就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
情境式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由传
统的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促进
者，成了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能有
效地实现师生课堂上的互动、双向交流。知识、思想、
经验不仅在师生之间双向流动，还在学生中间也能互
相交流。
问题情境式教学[2]实际上就是对前人实践经验进
行理论分析与总结，为学生今后的实践以警戒或借鉴，
“踩着巨人的肩膀前进”。对年轻教师而言，实践经
验缺乏是他们共同的弱点，往往在理论联系实际底气
不足、方法不多，既不能让学生满意，也容易使自己
失去信心，而问题情境式教学改变了教师用一个人的
努力去满足所有学生的状况，而是教师指导学生调动
己有知识，进行交流总结，互相启发，共同提高，优
势互补，合作双赢。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再进行总结、
点评，突出教学重点，回归教学目的。真正实现了师
生互动和双向交流。

3

问题情境式教学法的实施过程
问题情境式教学法的最大优点是：它将教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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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从知识的传授转向能力培养，从单向的灌输变
为双向的交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得静态的、被动的接受知识变成了一场师生共同探
讨的过程，它可以把枯燥、抽象的理论变为生动典型
的例子，活跃课堂气氛，实现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易懂易记、印象深刻。彻底改变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
能力。实现素质和能力提高相结合。

3.1 以“爱学真学”为出发点，实现“要我学”
到“我要学”的转变
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相比，问题意境式
教学是一种引导式、启发式教学。教师在讲课过程中，
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思想实际，提出具有典型性和新
颖性的课堂思考题，并创设与之相关的意境或悬念，
使学生始终保持积极的思维状态，学生就会开动脑筋，
认真思考，寻找答案。比方说，在理论课《雷达对抗
原理》中，讲述“瞬时测频”原理时，首先并不是直
   f ，而是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知识水平
接给出
的实际，提出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的课堂思考题，并
创设与之相关的意境或悬念。我们结合“  ”从哪里
来，由相位的概念提问开始，再到   2  fT 的关
系式。学生在纷纷讨论的同时，都在积极的思考，教
师带着学生的“悬念”由浅入深的分析讲解，从而使
学生很容易接受理解，易懂易记、印象深刻。学生从
智力上和感情上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变“要我学”到
“我要学”的状态，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
挥。与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教师的“填鸭式”灌输相
比较，学生不仅理解了课堂授课内容，同时在实践能
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真正地实现
“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3]。

 

3.2 围绕“会学学会”做文章，强化研究型学习
能力的培养
我们在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的同
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现代心理学研
究表明，兴趣是学习的最好的老师[2]。这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课堂设问，由学生分别做出回答，
教师则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给以系统地总结、归纳和
提高。这样就克服了过去课堂教学由教师“一统天下”
的局面，把课堂教学真正变成了教师和学生的双向活
动，改变了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二是根据不同的问
题创设一定的意境或悬念，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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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和思考，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愿望。为此，在
教学中根据不同学科的不同特点，结合学生的思想实
际，对问题情境式教学法进行认真分析和设计，并严
格按照程序组织实施。要充分发挥这种教学方法的作
用，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种新鲜感和趣味性，从而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和吸引
力。所以在实施问题情境式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
书本中的知识，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的指导，还要注意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把传授知识和教学习方法紧密
结合起来，既能抓住学生心理，又能引发学生的积极
联想和思考，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愿望，不仅使学
生学到新知识和新技术，而且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4.1

3.3 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促进素质与能力协
调发展
教育心理学遗忘规律[3]告诉我们，在教学中未经
有意强化的内容往往容易遗忘。在开展问题情境式教
学法过程中，教学内容紧紧围绕“问题”去展开，并
把它贯穿到课堂提问、讲课和作业练习各个环节。同
时，为了加深对每一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教师还创
设了相应的意境或悬念，由浅入深来启发学生积极思
考。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加深了学生对重难点问题
的消化和理解，增强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和记忆，
提高了教学效果。实际上，传统教育观点教导学生求
知，然而在实际工作更需要的是行动，光知道还不行，
还要会做。通过问题情境式教学正好把二者有机的结
合起来。实现学生由“会学”到“学会”的学习能力
的培养。
在问题情境式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进行组织和引
导，学生则充当主要角色。所以，学生必须独立思考，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走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经过
一定长时间的教学熏陶，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应采取哪
些措施去解决问题的，如何落实。慢慢地学生就会摸
索解决问题的规律，帮助他们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他们运用理论知识
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同时，通
过问题情境式教学，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掌握程度，起到检查教学效果的作用，将进一步
注重“教学”的环境转变为培养“学习”的环境，实
现从“素质教育”到“素质和能力相结合”转变，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4 运用问题情境式教学法需要注意的几个
问题
运用问题情境式教学法，关键是要结合教学内容
和学生思想实际，提出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的课堂思
考题，并创设与之相关的意境或悬念，启发学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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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现代教育理论告诉我们，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只
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克服被动的
学习状态，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运用问
题情境式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学生当成学习的主
人，要树立教是为了学的基本思想，千方百计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实现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要克
服教师自我“闭门造车”和“自我设计”的现象，要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兴趣爱好组织教学，这样才能
赢得学生的支持和欢迎。

4.2

要精心设计好问题和创设好意境

问题和意境是本教学法的主要内容，也是关系教
学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一
定要精心设计好问题和创设好意境，使问题和意境既
符合教学内容要求，又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既能抓
住学生心理，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这就是要求在设
计问题和创设意境中，要认真研究和吃透教材，要掌
握学生的心理特点、兴趣爱好、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
同时还要运用多种知识，这样才能使设计的问题和创
设的意境具有新颖性和吸引力。比方说，在讲授专业
课时，我们可根据一些实例和实验现象，提出问题，
创设意境或悬念，加深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
在社会科学教学中，我们主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一
些典型实例，提出问题，创设意境，以增强教学的趣
味性和加深对课程的认识和理解。

4.3

教师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4]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
在实施问题意境式教学法的过程中更是这样，要提炼
出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的课堂思考题，创设了出各种
能引发学生思考的意境，讲好课程内容。这就是要求
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有教育学、
心理学、人文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学和相关的自然科
学知识等。这样才能根据教学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
和层面提出问题和创设意境，有利于开阔学生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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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仅“学到知识”，而且要让他们“会用知识”，
促进素质与能力协调发展。

和思考空间。

4.4

要营造教书育人的氛围。

运用问题意境式教学法，其目的就是要调动学生
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主动参与教师指导下的各种教学
实践活动。为此，要确立“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目标，在实
施问题情境式教学法过程中，要在认真授课的同时，
自觉地把培养人贯穿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加强课堂教
学的思想性、教育性和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
的培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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