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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小班化教学是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它是指按较少人数组成班级,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
下,遵循其特有的内在价值和教育教学规律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它强调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和个性发展,在语言类课程教学中应用效果明显。 以法语课程小班化的教学实践研究为例,通
过对小班化教学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在法语课程的小班化教学中应注重发挥教师特长、引导学生参与活动、
活跃课堂互动气氛、变换教学空间形式、充分利用多媒体工具和布置小班化动态作业等多种教学改革的有效
方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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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 class teaching is an necessary trend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It is a new education form which is
guided by the advance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follows its own intrinsic value of education and the rule of teach鄄

ing. It emphasizes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taught according to each different character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tudents蒺 innovational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effect is obvious in the language teaching . This paper

made research on teaching in small鄄class, illustrated some teaching ways such as guiding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making atmosphere in class more light, change teaching space form, use multimedia , give dynamic home鄄
work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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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小班化教学是当代教育发展的趋势。 在中国,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多年,当代大学生 95% 都是
独生子女;家长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人们对接
受良好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1] 教育改革总是
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小班化教学的
[2]

出现即是如此。 小班化教学是国内外教学改革发
展的必然趋势。[3] 全球范围内课程改革的方向是倡
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索学习,这就使得大
班化教学的诸多问题凸显,如不易于面向个体、不利
于因材施教等。

[4]

小班化教学应运而生。 大量的研

究表明,小班化教育能明显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促
进学生个性发展,对改变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优化教育资源等有显著作用。[5] 小班化教学已经成
为教育界的一场新革命。
摇 收稿日期: 2012鄄12鄄01

一、小班化教学的概念
关于小班化,教育界目前没有统一的定义;从教
学组织的形式讲,它是指按学生人数较少的教学班
组织教学。[6]
在教育实践中,有人研究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教学视野覆盖范围的问题。 一项“ 视野与文化冶 的
研究表明,一个班级的学生超过 25 人,教师就会顾

此失彼,超过越多,顾及不到的学生也越多。[7]
小班化教学是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教
学组织形式。[8]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部分州开展
了缩小班级规模的实验。[9]
从小班化教学的内涵看,其本质特征是教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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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同的学生个体,而不是面向整齐划一的全班整
体

[10]

,其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和教学评价均围绕学生个体发展而组织开展

[11]

。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所谓小班化教学,是指在

先进 的 教 育 理 念 指 导 下, 在 较 小 班 额 ( 不 超 过

30 人) 的教学班级之内,按照其特有的内在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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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教育服务现代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能
力,为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

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现阶段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的公平性原则、因材施教的
原则,同样也是小班化教学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教育教学规律而采取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 在课
程设置上,它强调人文精神,重视统编课程和校本课
程、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统
一,可为学生构建起多元化、生活化、体验化的课程
体系,有利 于 学 生 创 新 能 力 的 培 养 和 个 性 的 和 谐
发展。

三、法语课程小班化教学实践研究
中法工程师学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以下简

称“ 北航冶 ) 小班化教学改革的先行学院之一。 自成
立伊始,该学院便吸纳了国际先进的小班式授课理

二、小班化教学的理论基础
班级授课制是 17 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 夸美

念,控制每个教学班的人数在 18 人左右,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

( 一) 语言课采用小班化教学的优势
首先,小班化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小班

纽斯的《 大教学论》 、赫尔巴特的《 教育学》 和凯若夫

化教学继承了班级授课制的合理之处,又克服了大

的《 教育学》 都是在这种教育组织形式下研究其规

班授课制的弊端,增添了个性化教学的优点;既不过

律而产生的,批量式的培养人才满足了当时社会的

分增加教育的成本,又可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 小

要求。

[12]

21 世纪已经不是工业化大生产时代、流水

班化教学与大班化教学相比,教学成本虽然提高了,

线作业生产同一产品的时代,而是知识经济时代,它

但教学效益提升更加明显,学生可以在有效时间内

需要的是富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 因此,21 世纪的

获得更多的学习指导,享受更加充分的优质教育资

教育也要因此而调整,要更加以人为本,更加照顾学

源,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相对而言,大班化教学虽然

生的个别差异,要因材施教、因人设材。

教学成本较低,但往往使得一部分学生得不到具体

小班化教育的提出,从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
看,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第一,心理学理论基础。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

的指导和帮助,而出现“ 吃不饱冶 或“ 消化不了冶 的现
象,这种现象在小班化教学中不会出现。
其次,小班化教学使教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有

越受 老 师 关 注 越 容 易 取 得 成 功 ( 皮 格 马 利 翁 效

利于因材施教。 学生人数比较少,教师有更多的机

易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点和个性特征。

理、个性、爱好、特长和能力等,在教学设计时针对性

应 ) 。 小班化教学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教师更容
淤

第二,教育学理论基础。 叶澜在其 “ 新基础教

育冶 观中认为:教学过程的基本任务是使学生学会
实现个人的经验世界 与 社 会 共 有 的 “ 精 神 文 化 世

会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况,包括学生的基础、心
更强,可以分配更多精力对学生加强个别指导,加强
学生之间的交流。
最后,小班化教学还有利于促进师生的互动,有

界冶 的沟通和富有创造性的转换,逐渐完成个人精

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 小班化教学中,学生的平均

神世界对社会共有精神财富具有个性化和创生性的

课堂占有时间成倍增加,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都有更

占有, 充分发挥人类创造的文化、 科学对学生 “ 主
动、健康发展冶 的教育价值;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内在

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沟通和交流互动,可促进师生
共同发展。

关系是教学过程创造主体之间的交往( 对话、合作、

法语课程小班化教学是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在

沟通) 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教学过程的动态生成中

小班化教学上的实践。 在法语小班化教学模式下,

得以展开和实现的;“ 多向互动、动态生成冶 是教学

每一个学生都更勇敢、更积极地展现自己,在小范围

过程的内在展开逻辑。

[13]

小班化教学使学生的自主

的环境中,学生感觉更安全,能更放心地发言,这一

探索成为可能,也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与互

点对于外语教学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多说多练,才能

动更加充分。

够更好更快地掌握一门外语。 所以说,小班化是外

第三,中国“ 十二五冶 规划的总体目标。 “ 十二

五冶 规划确立了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

语教学的必经之路,也是终极出路。 语言课采用小
班化教学比大班化教学更有优势。 如果教师授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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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分小组讨论形式,还可以为学生营造一种更自由

能够让学生主动参与的活动情景,让每个学生在学

的交流空间,使得每个学生都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和

习的过程中敢说话、敢质疑,乐于参与,同时重视对

展示空间。

学生参与程度的指导,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注重提高

( 二) 提升语言课小班化教学效果的途径
课堂教学是一种动态的教学,只有从策略及方
法入手,大量地进行语言实践,使课堂交际化,才能

学生的参与度,真正做到让学生主动学习。

3郾 活跃课堂气氛,指导学生互动、合作学习

互动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互相启发,互

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 为保证实效

相帮助,体验成功,进而提高学习成绩。 互助学习有

性,课堂教学活动应当选择适合学生年龄特点、令其

助于促进多角度的交流。

感兴趣的、离学生生活比较近、情境真实的活动,面

为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师应当尽量

向不同层次学生及参与面广、有明确目的的及针对

改善教学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开发课堂教学的交往

性的活动,能够达到训练语言目的并能引起学生思

潜能,挖掘生生互动的潜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同

考的活动。 那么,究竟该如何操作,才能达到这样的教

时,运用开放型、交往型、体验型方式,充分发挥小组

学目的呢?

合作学习的优势,通过小组学习、组间交流、组间互

1郾 发挥教师特长,激发学生兴趣

查和组间竞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教师

美国研究非语言交际的权威查理斯·格勒佛指

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交际信息只有 7% 是通过
语言传递的,93% 的信息通过非语言渠道传递,其中
脸部表情占 55% ,声音语调占 38% 。

[14]

应当具有指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能力,激励
学生参与讨论,激活思维、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加深
理解,真正达到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分析和解决

由此可见,

问题能力的目标,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只有充分运

非语言交际的方式在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用培养学生合作精神的“ 伙伴式冶 的学习方法,才有

教师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

助于“ 学困生冶 的转化。 教师提高对每一个学生学

发其学习兴趣,进而调动其学习积极性。 如在口语

习状态的关注度,可以加快生生交流的频率,增加学

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简笔画绘制所学内容,这样不

生之间的思维碰撞,不仅有利于教师发现学生的问

但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激活其大脑兴奋点,提

题,还可激发教师的灵感,使教师积极钻研,在实验

升学习效果。 又如在交际课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参

过程中改变注入式的教学方式,注重学生能力的培

与学生的活动,包括扮演其中的角色,以活跃课堂

养。 对学生而言,教学中互动策略的运用,尊重和调

气氛。

动了其主动性,同时使得课堂教学活而不乱、动而有

2郾 引导学生参与活动,鼓励学生参与教学

从哲学的角度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自觉性,让学生
自主学习尤为重要。 人的主体发展是以活动为中介
的;活动是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机制,即人的主
体性是在活动中体现和发展的。

序。 实践证明,通过增强生生互动,学生真正提高了
研究问题的主动性和责任感,进而可能产生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
指导学生语言课程的合作学习,关键是要做好
组织、协调、帮助和评价。
对学生而言,组织是合作学习首先应解决的问

活动教学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和发展的空

题。 没有组织的学习,会使课堂变得嘈杂而又散漫。

间,让学生在各项教学活动中学习知识,增长才干,

在刚开始试行合作学习时,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如何

在实践的基础上培养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和动手操

与同伴一起学习,如选择学习内容、学习顺序、学习

作的能力。

方法和如何顾及全体等。 一般而言,一个班级内学

学生是活动教学的主体。 教学内容的确立要根

生的组织能力有所不同,如果将重要任务分配给组

据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和年龄特征;在活动教学实践

织能力强的学生,会使其他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受到

中,只有研究和把握住学生的特点,才能因材施教,

影响,以致于影响合作学习的效果。 因此,在教学实

富有主体性。

践中,应当采用学习组长轮流担当的方法,真正让每

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意识,鼓励其积极而

一个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

有贡献的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方能让学生参与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时常出现学生回答问题积

教学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运用参与

极性随问题难度增强而降低的情况,因而教师要鼓

教学的方法上,要把握好全员参与、主动参与两个操

励学生做到“ 谦让冶 和“ 自告奋勇冶 的矛盾统一,方能

作步骤。 教师在教学中,应尽量围绕教学目标,模拟

协调好学生间的学习关系,小组合作学习才能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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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效。
合作学习的优势之一便是互帮互学,互相促进。

首先要教育学生“ 愿帮助冶 ,其次是“ 会帮助冶 。 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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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注重多媒体课件设计的艺术性及协调
性。 多媒体课件教学是一种调动文字、图形、图像、
声音、视频和动画多种媒体信息为教学服务的手段,

导学生尽量避免直接告知同学答案或者带有轻视言

课件中涉及的媒体信息越多,其相互间的协调就越

语或表情,要从启发、辅导同学的行为中得到启发,

重要,否则易使学生的感官互相冲突,影响学习效

既能有效帮助同学,又能使气氛欢快和谐。

果。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具有审美情趣的教学

合作学习时,由于缺少了教师的直接指导,较易

过程能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各种感官,使其在轻松愉

出现流于形式的“ 走过场冶 现象,为此,指导学生评

快的情境中接受知识,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者的

价同伴的学习成绩就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包括讨论

记忆力,达到最佳的学习状态。 所以,要想使教学内

时的评价( 学会赞同、反对、补充) 和小练习时的评

容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符合学习者的心理需求

价( 同学间互相批改课堂小练习) 。

4郾 变换教学组织形式,缩短师生空间距离

且富有吸引力,教师在设计课件时就要充分讲究艺
术性和审美性。

小班化教育避免了传统大班授课不能充分适应

再次,多媒体课件设计中的交互性问题应当重

学生的个性差异、无法照顾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的

点关注。 所谓交互性,是指计算机和学习者之间的

弊端,在小班,人的主体性能得到更好的体现,人的

信息双向传递,即计算机可以向学习者输出信息,也

素质和个性化发展能得到充分的培养。 由于每班只

可以接收学习者的输入命令,并根据命令进行相应

有 18 人左右,每个学生占有的教育资源、接受平等
教育的机会都大大提高。

在推行小班化教学过程中使用活动桌椅,可随
时根据教育教学和教学能力发展的实际需要,采用
“秧田型、马蹄型、圆桌型、丁字型冶 等座位形式。 师

处理。 交互性是多媒体课件的最基本的特点,有利
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学习内容,安排学
习计划。 课件设计也要充分体现这一特点。
6郾 小班化教学中布置作业的科学性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北航中法工程师学

生可以面对面地交流,省去了提问的时间,增加了思

院不断转变教育观念,采取多种教学模式,使教学形

考与交流的时间,构成了多向交流的布局。 教室里

式变得活泼多样,课堂气氛变得积极热烈。 与此同

不再有高高的讲台,消除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屏障,缩

时,笔者发现,传统的法语作业形式与新型的法语课

短了师生的空间距离。 充满情感魅力的教师可以更

堂教学很不匹配。 传统的作业多是落实到纸面上

加平易近人,课堂上教师随意穿行于学生中间,和学

的,静态的作业形式,用“ 一刀切冶 的形式把机械地

生“ 打成一片冶 ,或亲切指导,或扮作学生坐于学生
中间,或参与学生热烈讨论,或对个别存在学习障碍

的学生亲自讲授,既缩短了师生的心理距离,也增加

抄背单词、词组甚至是课文放在首要位置,这种“ 一
背冶 、“ 二抄冶 、“ 三练习冶 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自主
获取知识的能力的培养,易使学生处于学习的被动

了师生互动和学生交流的频率,营造了一种积极、健

地位。 这就难免使学生产生对法语的厌学情绪,既

康、向上、民主、融洽的教学氛围。

降低了作业效果,也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之间的内

5郾 充分利用多媒体,提高教学效率

在联系,更不利于学生多元智能的开发。 因而,教师

随着现代教学技术设施的逐步完善,运用现代

开拓创新、设计出新颖的法语作业形式来巩固和丰

教学设施开展教学越来越受师生青睐,它能使课堂

富课堂所学成为必然。 新型的作业应当是“ 为理解

教学更生动、直观、形象。 多媒体设施在小班化法语
课堂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激发了学生学习法
语的热情。 为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多媒体课件风格和教师教学风格要一致。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运用,使教师的教学风格得到前

而做( doing for understanding) 冶 。 这里“ 理解冶 是指
学生不仅掌握静态的信息,还可以运用信息解决问
题,即掌握了动态的信息,是动态的作业形式。
小班化教学下的动态作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所未有的展示。 教师按自己设计的逻辑进程,选用

一是通过表演节目发展语言智能。 语言智能是

最适合自己的授课方法,有效地组织教学。 多媒体

指用语言进行思维,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认识、感受、

辅助教学的关键在于课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

情感和欣赏语言深层次内涵等方面的能力。 培养学

具有独特的、为学生所接受的教学风格,所以在设计

生的语言能力,本身就是在发展他们思维,培养他们

课件脚本时,教师要亲自创作,把自身的风格融入到

的智能。 中国的语言教学多数是哑巴外语,法语这

课件中,既体现自己的教育思想,又易让学生接受。

种小语种使用的环境更少,更容易形成哑巴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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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法语小班化教学中,可以给学生设计这样的

交通工具去上班?) 的课程后,让学生用法语去做调

作业:请全体组员编排并表演一个法语小短剧,并推

查并绘制统计表。

选出优秀节目在学院“ 法国文化月冶 活动中展示。

实践表明,在小班化法语教学中设计以发展学

二是布置可以发展学生音乐智能的歌曲创作作

生多元智能为目标的动态作业,不仅巩固了课堂所

业。 音乐智能是运用音乐元素的核心部分,即音调、

学,而且丰富了作业内涵,提高了学生学习法语的兴

韵律、音质的能力和对声音的敏锐意识。 其主要特

趣。 任课教师精心设计高效、实用的动态作业,不断

征是理解、欣赏、制作和表现音乐节奏和旋律。 生活

改革和创新法语作业形式,通过自主的、趣味性的、

中有很多运用音乐的场合,把音乐运用于法语作业

开放的、有个性化的动态作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中,可以为学生的学习增添色彩,激发其创造灵感,

的情感,影响他们对法语学习的感受、思考及表达方

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另一种思维方式。 因此,应常常

法,使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给学生设计这样的动态作业:选择你喜欢的法语歌
曲,研究其中歌词的发音韵律及语法,与课堂实际学

注释:

到的知识进行比较;或者用自己学过的单词、句子或

淤 皮格马利翁效应( Pygmalion Effect) ,亦称“ 罗森塔尔效应冶 或“ 期

短文来编制和演唱一首法语歌曲,并于每学期举行
一次自创法语歌曲的演唱比赛。 学生通过这样的作
业形式更容易记住法语单词、句子和短文。
三是布置可以发展逻辑思维能力的动手测量作
业。 逻辑智能是运用归纳、演绎、推理解决抽象问题
以及理解数学推理和科学流程之间复杂关系的能
力。 生活中有很多数学问题,它们能有效地激发学
生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不断地提高学生的生活实践
能力。 数学逻辑能力不一定只通过数学课才能培
养,在法语学习中也能培养学生的数学逻辑能力。
在小班化教学中,可在教室里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活
动空间;在学生学完法语数字以后,常给他们布置这
样的动态作业:去量一量你身边物体的高度、宽度、
长度,并将测量记录用法语告诉老师和同学。 这样
的作业要比让学生单纯地背这些法语数字更加生动
有趣。
四是布置可以发展学生自然智能的生活应用作
业。 自然智能是指利用来自自然的感官信息生存的
能力和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的能力。
要求学生用法语介绍生活基本知识,可以是用电小
常识、节电小提示等,这样可大大扩展学生运用语言
的范围。
最后,还可以布置发展学生人际交往智能的动
态作业。 人际交往智能是指为着共同的目标,与他
人融洽相处、互相影响、一起合作、相互激励的能力。
在法语课堂上常常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培
养其人际交往智能。 设计作业时,也可以设计出许
多的动态作业来发展学生们的人际交往智能。 在学
习了 Comment allez鄄vous 伽 votre bureau? ( 你用什么

待效应冶 ,指人们基于对某种情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预言,
会使该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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