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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get over the flaw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we studied how to assess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with a more rational manner. Based on the idea of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students were promo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of organic chemistry
in class, such as discussion, test, paper, etc.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process management, which could inspire the initiative and positivity of students, and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methods used in the teaching system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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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改革应试教育，促进素质教育的理念出发，以轻工类有机化学理论教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应用更
加合理的方式进行教学质量考核。本研究提出的抓过程管理，不断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在掌握
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激发创新思维的教学模式和多维的考核方式，经过实践验证，不仅避免了传统的教学
与考试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而且促进学生积极学习，善于思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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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机化学是化学、化工、轻化工类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必修学科基础课，是大学生专业知识结构的基
石。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有机化学已具备了完备的知识体系，形成了固定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
式基本上是“填鸭式”、一言堂，单方向的传授与灌输。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教育背景
还是学生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有机化学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在南开大学举办的 2013 年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年会暨第三届高层论坛上直言：
“随
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一块黑板一支笔已被白板取代。但是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依赖 PPT(幻灯片演示
文稿)，只是把陈旧的教学内容放到 PPT 上，教学效果不佳，课程缺乏吸引力……”[1]。
如何改革传统的有机化学教学模式，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我们所面临的课题。我们抓住考试
这一重要教学环节，以改革考核方式为切入点，在“教”的过程中和“学”的环节上师生互动、交流。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让学生“动起来”，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提高学习能力
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培养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之目标。

2. 教学内容改革
学生学习有机化学不知道有什么用、有没有用，这让老师们不得不思考如何讲好这门课，既不局限
教学大纲，又把重要的知识点讲到，还让学生会应用。经过研讨，决定尝试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进行有机
化学教学。主要的做法是根据教师的特长和研究方向分配授课对象。如：高分子专业毕业的老师担任材
料(高分子材料)专业的授课任务，在食品课题组做研究的老师授课对象为食品质量和海洋食品等专业，在
化学物理研究所作博士后搞有机合成的老师主要给应用化学和化工专业的学生授课，有的老师在轻化工
程方向发表多篇论文，就分配他给这个专业的学生授课，在生物化工指导硕士研究生的老师，就接受生
物相关专业的授课任务，等等。教师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和研究课题讲有机化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与研
究前沿结合，让学生了解有机化学在他们所学专业中的作用——是他们未来毕业论文和专业研究必备的
知识基础，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利用业余时间在专业导师课
题组做研究工作的学生，感觉这种教学方式让他受益匪浅。实践证明，调整教学内容，结合学生所学专
业讲授有机化学课程的做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3. 教学方法改革
3.1. 改变教的方式

提高教学能力

深化有机化学教学改革，建设师生互动、探讨的新型课堂文化。将讲课与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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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1]。在教的方式上做了如下尝试。首先，将“教”变成“讲”，教师通过
备课和自己对知识体系研究理解，尽量将难懂的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用形象的比喻解释。第二，用
可自组装分子模型让学生直观分子结构。第三用 Flash 动画形象演示分子立体构型、构象，生动描述反应
历程，给学生留下直观形象的印象，让立体化学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第四，让学生动起来。课上实时
安排课堂练习、课堂讨论、师生互动，课下安排纸质作业、网络课堂作业、答疑等；学生一旦动起来，
加上教师的点评和鼓励，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这种收获让学生感到有兴趣并有成就感，使学生积极参
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由被动变为主动。第五，通过编写《有机化学学习指南》来指导学生复习和自学有
机化学；该书内容包括重点难点解析、知识点归纳总结、解题思路和方法、练习题及参考答案、考研试
题等。此教材被化工出版社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实践证明这些做法不仅提高了教师
的教学能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3.2. 改变学的方式

提高学习能力

老师讲的再好，学生只是被动的听和看，是不会有好效果的。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让学生勤于动手，
多做多练，才会熟能生巧，学有所获。学生通过做课堂练习来理解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并加深印象；通过
课下准备，查阅资料和小组讨论来完成课堂讨论，并以 PPT 的形式在讨论课上进行讲解；通过课下的纸
质作业和网络课堂作业让学生多写多练多思考；通过答疑、师生交流来解决学生学习中的疑问；答疑形
式多样，可以通过预定时间地点答疑、或通过师生建立的 QQ 群、或手机电话和短信答疑，还可以进网
络课堂答疑。最后的综合大作业，是让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解决两个实际中的问
题，独立完成。
上述的课堂练习、课堂讨论、纸质作业、网络课堂作业、答疑等课上课下的学习活动，让学生用心
思考，动脑、动手又动口，不仅提高了书写分子式的准确性，还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制作 PPT 和使用
ChemDraw 的能力。
教师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多做练习、不断探索的求知方法，培养学生自觉学习、善于讨论的学习习
惯和团队合作精神，让学生受益匪浅。

4. 考核方式改革
考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教学环节，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2]。传统的有机化学考试方式是
期末一张闭卷。学生能否通过，就看这张试卷答得怎么样，所以学生不注重平时的学习、复习和练习，
就等期末习题课和老师提到的重点内容死记硬背，靠短时间记忆一些知识参加考试。如果恰巧突击复习
到了，就可能通过；否则，就需要补考或者重修。即使通过考试，不是靠理解掌握的知识，也很快会忘
掉，收获甚微，更主要的是没有学会思考问题和掌握学习方法，浪费了青春和时光，太可惜了。
如果能通过改革考核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学生主动学习，使其养成良好学习习惯，进
而提高学习能力[3]，这对学生学习其他课程、毕业环节以及从事工作都有现实和深远影响。具体知识学
了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方法，也就是“鱼”和“渔”之区别。
此项改革虽然会增加老师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对提高大学培养质量将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考核方式如下：总成绩=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这里主要体现在平时成绩，以有机化学 2 为
例。
有机化学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50%，考核项目包括：纸质作业、网络课堂作业、课堂讨论、
课堂练习、师生互动及答疑、考勤及学习态度、学生自命题等。
其中，学生自命题占较大比例，目前是 20 分(即占平时成绩近一半)，具体要求：(1) 结合专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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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或生产实际，自选两个能用有机化学知识解答的问题，并予以解答；(2) 两个问题中，
必须有一个是与合成有关的问题。
自命题考核内容包含：(1) 题目来源；(2) 知识点；(3) 思路和方法；(4) 解题过程及答案。
教师将学生的自命题综合起来，并从中选出部分充实试题库，一举两得，教学相长。
总之，让学生动起来，教师帮助学生认识所学知识，引导他们将有机化学知识体系作为一个真正的
有机整体尽情掌握，帮助他们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知识结构体系，协助他们认识自身的认知结构，完善
他们的思想方法。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从学生自命题可以看出，有些
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解题思路也别具匠心，对教师都很有启发。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采取“混合式教学”模式和多维考核方式，使学生由传统的学习方式——死记更背
突击应付考试变得会思考会灵活应用知识，换句话说，从只求“学会”转变成了“会学”[4]；最终使学
生学习动力不再是分数，而是对知识的探索和获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提高了掌握知识，培养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提高了创新思维能力，激发了创新激情。有些同学参加了创新大赛，还有的进了
教师的科研团队，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正是我们教育的目标。
考核方式反映的是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反映的是素质教育。只有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模式及考核方
式，才能让素质教育开花结果。
我国高校考试方式与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2]

2013 年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年会暨第三届高层论坛, 南京大学, 2013 年 10 月 26 日. (baidu 搜索)
刘在群, 罗旭阳, 尤克, 刘庆文, 林英杰 (2003) 改革有机化学考试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广西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z1, 237-238.
[3]

刘红, 曲凤玉, 李敬芬, 栾芳, 李锦莲 (2003) 无机化学理论教学考试方式的改革. 药学教育, 4, 51-53.

[4]

唐小兰, 周晓华, 龚淑华 (2010) 对农科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的体会与思考. 广东化工, 7, 159-160.

[5]

林志强, 张旭日 (2011) 我国高校考试方式与考试制度改革研究. 河南社会科学, 6, 136-138.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