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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 is the first resource. How t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innovative talent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mode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ory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China.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 connotation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eory, and then proposed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of innovative & entrepreneurial curriculum based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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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是我国经济发展第一资源，如何培养一大批创新人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研究旨在应用自我
导向学习理论和互动式教学方法探讨高校创新创业类课程教学模式，以助推我国创新创业类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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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深入分析大学生学习特点、自我导向式学习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创新创业类课程的特点，剖
析了创新创业类课程互动式教学模式设计和注意事项。

关键词
自我导向式学习，互动教学，创新创业课程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为此也付出了资源过度开发、
生态环境恶化等巨大代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正从传统粗放式
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习近平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只有创新才能实现我国新旧动能的顺利转化，也只有创新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而
创新又依靠人才。在人才队伍中，大学生是一特殊群体，他们富有朝气、富有创新精神、担当着我国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责任。如何将大学生培养成符合社会需求的创新人才就成为国家、社会和高校共
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创新人才的特色和培养要求，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探讨创新创业类课程互动
式教学模式设计，以推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 大学生学习的特点
2.1. 自我控制式学习
成人学习理论认为，成年人大都有能力在他们自我规划学习上产生戏剧性的改变。绝大多数大学生
都是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我发展的动机，包括“想做什么事与成为什么样的人”，
并且会依此动机而学习。他们已经开始习惯于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为其负责。对于学习的认知，他们想知
道为什么学习，以及按照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学习。多数学生在入学时便制定了大学四年，乃至
未来 10 年或是终身的人生规划，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通过学习来实现未来的目标。在这一学
习过程中，大学生喜欢自我主导，并通过控制学习方式和进度以实现自我主导。

2.2. 富有创造性的学习
大学生是富有激情、富有创造性的群体，在学习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好奇和批判。他们既尊重科学，
又不被传统观念和已有的知识所束缚，善于用已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对于一些习以
为常的现象也能从新的角度进行解释。与高中相比，大学课程也更倾向于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大学必须重视培养学生具备会思考、探索问题的本领”。大
学生希望用学习到的知识去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当其意识到学习结果能应用到生活和社会情境中的效
果最好，因此大学教学设计应以任务与问题为中心，以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2.3. 具有自主性的学习
自主性是指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是大学生内部自我需求的外在表现，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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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大学生学习动机主要来自内在诱因，而非外在诱因。学习的自主性既是大学生的内在需求，也是外
在学习环境变化的使然。在高中阶段，学生承担着来自家长和老师的升学期望，外在刺激往往会成为学
生学习动力的主要来源。进入大学，他们没有了升学压力，高校老师和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关注也从学习
成绩转向了综合素质培养，这就使得大学生学习动力源逐渐从外部转向个体内部，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学习内容和方法就成为大学生学习的主要特征。

3. 自我导向式学习的内涵
自我导向式学习(self-direct learning)是成人学习理论的两大支柱之一，最早起始于美国教育家 Tough
于 1971 年提出的自我规划学习(self-planned learning)。自我规划学习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教育界的广泛
重视，并得到快速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教育学家 Knowles 在自我规划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
导向式学习的概念，被理论界和教育界普遍接受。他认为自我导向式学习是一种没有他人帮助，由个体
自我引发，以评断自己的学习需求，形成学习目标，寻求资源，选择适当的学习策略和评鉴结果的过程，
每一个体都具有自我导向的学习能力，皆能主动地进行学习。自我导向式学习既符合成人独立成长的心
理需求，也符合现代新教育模式的发展需求，更重要的是能满足社会变迁的需求。因而，只要个体存在，
就必然会进行自我导向式学习[1]。为适应个体的自我导向式学习，高校教学模式设计应偏重过程的设计，
以体现出大学生学习主要以“问题为中心”、“任务为中心”的特色。在高校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应该
成为学习的中心，教师则扮演协助者的角色，协助大学生解决学习困境。
借由自我导向式学习的内涵，可以将大学生自我导向式学习界定为大学生个体制定学习目标、形成
学习计划、付诸学习行动以实现预定学习目标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根据自身需求和外在
环境主动诊断自己的学习需求，建立学习目标，寻求学习所需的各种资源，选择适当的学习方式和策略，
并对最后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和应用。因此，大学的课堂教学应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帮助大学生提高自
我导向式学习的能力，使他们担负起自己学习的责任。自我导向式学习是大学生自我诊断学习需求，形
成学习目标，并进行学习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包含气氛的营造、使学习者参与设计、使学习者参与诊
断学习需求、使学习者形成学习目标、帮助学习者搜寻学习所需资源、协助学习者选择并执行其学习策
略、使学习者能对学习成果进行自我评价七个步骤。在这七个步骤中，学习目标的建立处于中枢地位，
决定了自我导向式学习的最终绩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是传统的单向式知识传递者，而是学习的促
进者和协助者，与学生合作，并支持双向式教学。
综上所述，自我导向式学习是一种主动学习，符合人类自然的心理发展过程，具有经济性，能满足
学习者的个别需求。自我导向式学习者知道自己的需要，能把握机会规划学习，并且能自我评鉴是否真
正学会。对大学生而言，自我导向式学习是一种自我教育，能够调和大学生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矛盾，
减少内在冲突，既能悦纳自己又能悦纳他人。通过角色学习过程，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使
之积极主动地学习，而且可以实现大学生的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

4. 基于自我导向式学习的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模式
相比于其他课程，创新创业课程更加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发挥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更加适合以任务
和问题为中心开展互动式教学。本文经过对部分学生的深入访谈，结合创新创业课程的内容特点，依据
自我导向式学习理论，设计了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过程模式，该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创业实践能力培目标、以气氛营造为主线、以模块化教学设计和互动式教学方法为抓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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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elf-directed learning teaching mode of innovative & entrepreneurial curriculum based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图 1. 自我导向式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模式

4.1. 营造有益于创新思维产生的环境与气氛
自我导向式学习强调教师应帮学生设计一种有易学习的气氛，包括舒适的实体环境、良好的人际气
氛及适当的组织气氛(Knowles, 1990) [2]，使学生之间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互相合作、真诚相待。Belbin
& Belbin (1972) [3]研究发现，教师针对学习者的努力而做出的正向鼓励与回馈，对学生而言是一种支持，
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参与学习。有益于创新思维产生的环境与气氛的营造贯穿整个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过
程中，既需要教师采用多样化的互动式教学方法，又需要教师能够及时跟进学生的学习表现，给予积极
的正面反馈和评价。

4.2. 采用体验式教学，营造动态的学习过程
自我导向式学习强调课堂教学的互动性，需要突破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式、单向知识传输
及偏重理论的教学方式(图 1)。创新创业课程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业实践能力，因此知识
的灌输不应该成为教学的重点，而应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得到蜕变。体验式教学方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
效方式，所谓的体验式教学就是把一个概念或理论设计成一个交互式的动态学习过程，让学生亲自参与
和领会，了解概念与活动内容的关系，而不再是由教师单向式的教导与讲述内容。比如，在讲授创业构
想时，我们首先设定一个现实的创业情境，请学生进行自主分析，然后老师进行归纳总结出创业构想的
概念，再采用头脑风暴法让学生亲自实践创业构想的产生。

4.3. 采用团队式教学，增进学生间的互动交流学习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社会竞争，团队工作意识和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就当前大学生学习
而言，更多地停留在传统教与学割裂的状态，即使安排了课堂或课外的小组作业，也基本上由某一个人
全权负责，学生之间的合作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在成人学习理论中，团队合作是一种既安全又有效的
学习模式，通过团队合作，成员不仅有参与感，并且可彼此分担责任，增强学习效果。高度参与和互动
对获得预定学习效果至关重要,为了使每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在设计教学方案之初，我们决定
以团队的方式进行，将学生分配为学习组、娱乐组、纪检组等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有 6 至 10 人组成，负
责班级某一特定任务，比如学习组负责每次课程总结，做成思维导图全班分享，娱乐组负责活跃课堂气
氛，纪检组负责课堂纪律。除了完成特定任务外，每个小组还需完成课堂积分任务(具体积分由教师确定)，
课程结束时根据积分多少评选出优秀小组，作为课程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不仅每个小组都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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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分工，各小组为了竞争优秀小组，内部也进行了明确分工与合作，这样就保证了每位学生在课堂上的
积极参与和成员间的交流互动。

4.4. 采用模块化课程设计，以任务和问题为中心实现学生的自我导向性学习
大学生擅长完成特定任务和解决实际问题，为了突出这一学习特征，我们在进行课程设计时根据课
程特色将课程划分为若干主题，实行模块化教学。例如，我们根据创业的基本过程将创业课程划分为何
为创业？、如何产生创业构想等 16 个相互联结的模块，每一模块代表创业中的一个主题，每一堂课完成
一个主题，为了突出任务和问题为中心，每一主题均以小组互动的形式引入。互动的形式多样，根据课
程主题需要可以是破冰游戏，也可以是小组共同完成一项大家熟知的任务，通过这些互动引出课程主题，
并在课程中适时地运用游戏、头脑风暴、角色扮演等体验式教学方法，使学习方式多元有趣。

4.5. 采用多元课程成绩考核方式
传统大学课程考核成绩通常由平时成绩、实验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组成。自我导向式学习成
绩考核通常由反应评量、学习评量、行为评量及结果评量四部分组成。在实践中，我们将这两种考核方
式进行了融合，既注重自我导向式学习的多元成绩考核，又不脱离传统大学课程考核方式。课程考核成
绩主要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主要依据学生课堂上的反应评量、行为评量和出勤
情况判定；期末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结果评量，亦即期末考试，二是个人未来需求的诊断性测试，
即大学生对自己在该课程中获得能力进行评判，并与期望获得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进行比较，以此作为他
们继续学习的基础。

5. 实施自我导向式教学的应用建议
5.1. 进行科学的课程设置规划和教学设计
优质的课程规划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4]，高校教学管理部门要对创新创业课程设置进行科学的规
划，这是保障该教学模式得以有效运用的基础和前提。教育管理部门和教学实施机构在设置课程或进行
教学设计时，应进行充分地科学论证，思考课程规划的教育哲学理论基础，规划课程的核心目标，同时
调查了解大学生的学习偏好，评估大学生的此类课程学习需求，如此才能规划出既符合社会需求，又受
大学生喜好的课程。

5.2. 在提高自身教学能力的基础上有效运用
虽然自我导向式学习强调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但该教学模式依然保留了课堂教学的原有特色，教师
的导向作用在课堂教学中依然不可或缺。该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实践能力为目标，推
动学生的自我学习。教师在课堂上扮演着导演的角色，学生则按照导演的指挥自由发挥[5]。教师在课前
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安排好课堂中的“剧本”、“演绎方式”和“演出时间”。在与学生互动过程中，
要求学生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主题、方式和进度完成课堂任务，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
按照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疑问，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和课堂
掌控能力，在此基础上有效运用体验式教学、团队式教学等多元教学方式推动学生的自我导向式学习。

5.3. 因人而异，实施差异化教学
由于多种原因，大学生个体存在着诸多差异。授课教师需要在课程开始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了解，
以发现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并进行针对性的课程教学设计，给予不同类型学生展示探究成果的机会。
例如，个别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较为薄弱，对知识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所遇到的学习问题可能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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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教师应充分重视该类学生遇到的难题，如有条件可以组织全班学生或者小组共同讨论学生所遇到的
问题，让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引导该类学生完成知识建构，体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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