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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course of organic synthetic chemistry are put forward. PAD
Class teaching mod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introduced briefly. This model has been already
preliminary applied in author’s teaching process,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teaching mode. The result shows that PAD Class teaching mode
can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autonomy effectively.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tudents have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mastery of knowledge is improved too. Eventually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organic synthetic chemistry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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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当前有机合成化学课堂教学中呈现出的问题，概述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及其特点。在有机合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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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堂教学实践中初步应用了这种模式，使传统课堂教学与讨论式课堂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实践结果
表明，对分课堂教学法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师生互动、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得到了显著改
善，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有机合成化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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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二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广大教
育工作者都在努力思索和尝试教学理念和模式创新，力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
有机合成化学是化学专业继有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之后的一门专业课程。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总结有机合成化学课程的特点，发现了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近三年来通过广泛
地学习、交流与实践，在认真组织实施对分课堂教学过程中，找到了困惑多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现将
当前有机合成化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实施方面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加以总结，旨在与
广大同仁商榷。

2. 当前有机合成化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有机合成化学课程的特点是知识点多、综合性强、难度较高，采用传统的“填鸭式”讲授的教学方
法，不仅枯燥乏味，学生自主参与课堂教学程度较低，难以达到使学生理解掌握所学理论知识、培养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和探究能力的目的。
首先，有机合成化学课程知识点冗杂而乏味，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难以理解掌握。采用传
统的讲授方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即使教师竭尽全力滔滔不绝地给学生讲解，学生也很难理解
掌握所有知识点。尤其是在参杂某些基础有机化学课程已经接触过的知识，例如在讲授“官能团化和官
能团转换的基本反应”一章，内容基本涵盖基础有机化学涉及的所有类型有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如果
只是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式”灌输的模式逐一讲解各种类型的反应，课堂上教师不停地讲解演绎，颇
感费力，而课后学生则表情茫然，表示知识点零碎繁多，有的艰涩难懂，难以达到全部理解掌握的目的。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网络信息泛滥，一些自控力较差的学生很容
易染上“网瘾”，在课堂上不集中精力听讲。有的学生作息时间不规律，上课时精神萎靡甚至打瞌睡。
结果往往是整个学期下来，学生也仅仅是对所学课程有个朦胧的认识，很难将课程包涵的知识理解透彻，
更谈不上将其内化吸收了。
其次，课堂上师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差。常言道“教学相长”，它意味着
教和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教师而言，没有学生的质疑和提问，就没有反馈和启发，也就没有对现有
知识的更多思考和挑战，教师很难感悟出新思路。有机合成化学课程容量较大，涉及知识点较多，有效
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往往为了节约时间而减少提问及与学生的讨论活动，结果导致学生自主参与课堂的
积极性不高。如果教师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不能尽力使自己的语言生动有趣，煞费苦心，教学效果却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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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人意。期末考核结果，通常是学生的成绩分布呈现显著性差异，少数自制力强听课认真的学生分数
较高，而大多数同学只是及格或中等水平，个别自制力较差的学生考试成绩则令人痛心。因此通过课堂
讲授法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其学以致用、触类旁通进而产生创新意识，也只能
是纸上谈兵而已。

3.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提出及其特点
2014 年，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针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教学分离、师生交互少、教学效果差等诸多问题，
融合讲授式课堂与讨论式课堂的优点，首次提出了“对分课堂”教学法。近年来“对分课堂”教学法在
全国许多高校和中小学引起了热烈反响[2]。《礼记•学记》有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
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对分课堂教学法的核心理念，是把一半课
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授，另一半时间分配给学生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式学习，并将教师的讲授时
间和学生的讨论学习时间分隔开来，让学生在这两个过程之间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学，并按自己的节奏
和方式个性化的内化吸收[3]。
对分课堂的关键是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对分课堂上，教师主要负责讲解章节知识重、难
点内容，选择布置作业和课外书籍的推荐，还有学生课堂讨论的组织工作。而学生则必须主动参与课程
学习，在课余时间独立完成作业，并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后，对章节内容基本框架形成系统的认识，理解
本章重点、难点，并在课后完成作业和课外资料阅读的过程中内化所学知识。这样师生的分工明确，教
师教得相对轻松，学生学得积极主动，知识点内化吸收效率较高。这节课的讨论内容为上节课讲授的相
关内容或者延伸内容，期间留给学生时间使其对知识点进行吸收和消化，从而在课堂讨论环节做到有备
而来，有效地避免了学生遇到问题噤若寒蝉或不知所云等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也是对分课堂的核心创新
点[4]。
对分课堂包括五个关键环节：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外独立学习、课外独立完成作业、课堂小组讨
论和课堂全班交流环节。这五个环节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密切联系、环环相扣、有机结合，使学生对
所学知识产生深刻的认知。笔者在研读并观摩了大量对分教学模式的应用之后，尝试将其应用于有机合
成化学教学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在第一节绪论课上，给学生介绍这门课程的
教学目的、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等，让学生明确课程的教学目的，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在后
续章节中采用对分模式实施教学的一般流程，是在课堂教学之前即某章节结束之后预留一定的讲授时间，
教师首先要向学生讲授下一章节知识系统的主干，学习内容的重点、难点，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的框架，
并推荐课后阅读的材料。然后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预习教材内容，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和内化，并独立完
成作业（或读书笔记）。在下次的课堂教学中，前段时间(根据情况 15~40 min)由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以
讨论、作业或其他形式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学生和老师共同进行交流探讨这堂课的主要内容，对于学
生没讲解清楚的知识再由老师加以补充。采用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氛围，而且能够使学生
的学习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4. 对分课堂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几点思考
4.1.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范围
有机合成化学课程中有的章节几乎涉及基础有机化学几乎所有内容，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要分出一半
的课堂教学时间给学生进行讨论，难度颇大。在对教材、学情进行详细分析之后，笔者认为教学中不必
刻意地对所有内容都采用对分模式。选择性地针对某些重点内容实施对分，而且学生讨论时间也应视具
体情况而定，有的章节可以讨论 40 分钟，有的只需要 15 分钟即可，不必拘泥于形式。例如官能团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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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团转换的基本反应一章，几乎涉及基础有机化学中的所有反应类型，诸多内容在有限的课堂时间是
难以充分展示的。但考虑到有的是有机化学重点强调的，有的在后继章节中还会再次呈现，没必要对所
有内容完全采用对分课堂教学法。笔者的做法是首先系统概述本章各部分主要内容，阐述各类化合物的
反应特征，然后布置自学任务，等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吸收之后，在下次课堂上采用学生举手抢答或
随机提问的方式，让不同学生针对不同的知识点问题进行回答和描述。这种方法也使学生增强了自主学
习意识，同时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表现，使其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4.2. 课后自学任务的布置
对分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是课后自学任务的布置，自学任务的数量与形式选择得好，学生在课后自
学时内化吸收效率就高。由于学生课余时间有限，布置自学任务的量要适当，任务太多难以完成会导致
课堂讨论过程中出现冷场。任务也不宜太少，同时注意难度要适宜，最好推荐一些学生容易获得的课外
资源，让他们自行安排学习并独立总结阅读笔记，达到对课程内容的基本理解，确保在课堂讨论环节能
够有效地参与其中，使所学专业知识在欢快的氛围中得到巩固和提高。例如在有机合成试剂一章的教学
中，在系统讲述该章内容之后，给学生布置的自学任务，要求学生撰写读书笔记，侧重于总结有机镁试
剂和膦叶立德两节内容的知识点，选择这两类学生较为熟悉、具有代表性的金属和非金属元素有机试剂，
采用对分模式教学，降低任务难度，便于拓展自学任务数量和广度，使自学任务易于完成，从而促使课
堂讨论环节顺利实施。其它节次则采用类比方法进行讲授，适当设计问题进行提问，使学生在鲜明的对
比中加深印象，从而对各类有机合成试剂的应用条件和适应范围产生较深刻的认识。

4.3. 课堂讨论小组的划分形式
在实施对分课堂教学过程中，讨论小组的划分也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讨论小组一般以 4 人
为宜，老师应事先考虑学生性别、性格等因素，提前划分确定小组名单，最好以男女生各半、性格内向
和外向的学生各半分配，这样讨论的效果最佳。课前要通知学生按分组安排就坐以便于集中讨论，各小
组成员最好在合作交流讨论 5 至 8 次后打乱再行分配，以增加不同性格学生之间的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使他们更广泛地合作交流，以取长补短。由于笔者任教的班级男生人数较少，不能达到各组男女生各半，
上课讨论时会出现单个男生组的男生不善表达，或相处久了女生偶尔谈论话题偏离所学的内容的现象。
也有小组成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矛盾，在课堂上不能积极参与协作交流，这就需教师在上课过程中
善于观察，根据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或对分组情况及时进行局部调整。

5. 结语
三年来，笔者在有机合成化学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实施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将学生的思维方式从被
动的接受转向主动的探索和思考，能充分调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调动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积极性，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协作交流意识，较大程度地提高教学质量。同
时，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将课堂教学时间做出巧妙分配，也将教师从喋喋不休的满堂灌教学中解放出来。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中强调更多地发挥教师主导和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作
用。在今后的教学中，笔者还将在课程考核方式和考核方法等方面做出改革，以便找到更适合当前教育
教学环境和社会要求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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