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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room is reduced,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llege students in Sichuan have low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low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and low interest in the classroom. Based on this, the factors
affecting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re analyzed from five dimensions: students’ interest, students'
own situation, specialty, curriculum nature and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The basic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re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College students,
teachers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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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课堂参与度降低，这势必会影响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故本文基于深度访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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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内高校大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课堂专注力不高，对课堂兴趣度不高。基于此，从学生兴趣、学生自
身状况、专业、课程性质、教师教学方法等五个维度对影响课堂参与的因素进行分析，从大学生、教师、
教育部门三个方面总结出提高课堂参与的基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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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国家始终把教育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改革的第一要务是提高教学质
量[1]。大学生课堂有效参与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课堂参与是指学生个体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所表
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性行为。课堂参与确保学生能够跟随和配合老师的教学过程。在国外，过去 61 年
(1958~2019 年)发表的学术期刊文章中，以学生课堂参与为主要变量的文章包括：对文献的全面回顾，对
课堂的影响等。但随着新一代学生要求从课堂经验中获得更多互动，传统的上课形式正在被小组讨论、
PPT 讲解等方法所取代，课堂参与变得越来越重要[2]。
目前，高校出现了扩招，学生人数大幅增长，管理相对宽松、教学形式相对枯燥，许多学生产生厌
烦的情绪，出现了上课玩手机等一系列被动和消极的课堂参与行为[3]。通过文献上查阅“课堂参与”，
出现了 4911 条检索结果，这说明关于课堂参与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大多以文献法为基础，加以封闭式
问卷调查法。本研究以文献法为研究基础，深度访谈法为主要研究内容，观测量表法为研究的辅助对象，
深入了解影响课堂参与的因素，有利于找准源头，对症下药，以此提高大学生的课堂参与，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教学相长；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访谈对象为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 8 所高校的大一到大四部
分学生，共 80 人。在此次研究，以文献法为研究基础，深度访谈法为主要研究内容，观测量表法作为研究
的辅助对象。通过文献，做出文献维度因子分布表，并提取有价值的思想及结论，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本研究通过试测与专家咨询等不断完善开放式问卷，编制《高校大学生课堂参与调查问卷》，问卷
包括以下 7 个问题：Q1 请您评价一下您上课的状态；Q2 您认为的课堂参与是什么？Q3 您觉得您所在的
班级课堂参与度如何呢？Q4 您主动向老师提问或者主动回答问题动力来自于？Q5 互联网对你参与课堂
有哪些影响？Q6 您认为影响大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因素有哪些？Q7 您认为提高大学课堂吸引力的对策措
施有哪些？
为避免谈话的主观性，确保研究真实性，选择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一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人生规
划》这门课程作为一个定量进行观察。在文献阅读和深度访谈为基础的情况下，编制《高校大学生课堂
参与观测量表》。在自然状态下，进行了三次对不同专业的观察，每次观察 45 分钟，观察的内容是课堂
上学生的参与状况，并做好相应记录。以此来了解大学生课堂参与现状，通过所获得的信息进一步对研
究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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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课堂参与的认知分析
通过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各大学生对课堂参与理解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超过 90%的大学生认为课堂参与包含师生之间的互动，80%的大学生认为课堂参与包含上课认真听讲，
跟着老师思路走，认真思考并且做好笔记，50%的大学生认为课堂参与包含老师所安排的分组学习，以
及 10%左右的大学生认为课堂参与包含课堂上做 PPT 展示和答辩。
大学生认为课堂参与对学习效果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比例为 35%，有重要影响的占 51%，说不清楚的
占 9%，不太重要的为 4%，非常不重要仅 1%。
课堂参与的认知状况表明，虽然大学生们对课堂参与的理解各不相同，但近 90%的大学生都认为课
堂参与对学习有着重要影响，这可以说，绝大多数学生对课堂参与的重要性非常明确。

Figure 1. Cognition of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ichuan
图 1. 四川高校大学生课题参与情况

3.2. 大学生课堂参与的参与情况分析
1) 课堂参与频数低
在大学生明确课堂参与的重要性下，学生参与到课堂互动中的比例不到 30%，在这些学生中主要的
参与形式为上课认真听讲。据调查，在所统计的课堂参与里，90%的学生有参与分组学习，是由于教师
课程中的安排，属于被动的课堂参与。30%的学生有以自我学习和同学间合作为主的课堂参与。师生互
动参与情况明显不好，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足。
2) 新因素影响大学生课堂参与
和相关文献所得资料相比，出现了新的因素。大部分学生提到了天气、心情以及睡眠状况都会影响
到自己的课堂参与状况。当天气或者心情不好时，学生课堂参与热情降低，甚至出现逃课、迟到等消极
的学习状况。睡眠状况成为影响现在高校大学生课堂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现在网络技术的发达，
学生喜欢熬夜玩游戏，在第二天的学习中，身体无法跟上老师的节奏，导致课堂学习效率底下，课堂参
与状况较差。睡眠和心情这两个因素是在文献阅读中基本没有涉及过的因素，是随着大学生年龄段逐渐
过度到零零后的产物。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手机和电脑技术的日益完善，大学生初入校园，开始过着
没有家长管束的日子，自制力不够强，就会出现熬夜现象，从而影响课堂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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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面与文献对比新增情况外，学生在课堂中做与学习无关的情况，仍较严重。在大一年级和大二
年级的学生超过半数都有在课堂上玩手机的习惯，在大三、大四的学生中，上课放弃听讲，选择做其他
事居多，例如：做考研题等。课程的有关设置对课堂参与也起着重要影响。该课程对该专业同学的用处
影响着大学生的课堂参与，同学们对自己专业课程的课堂参与相比较于非专业课程的课堂参与率更高，
例如工程管理类的同学，在学习《工程概论》这门课程时较学习《人生规划》课程的课堂参与率更高。
课程的周时数也影响着大家的课堂参与，当一门课程每周设置节数过多，学生易产生厌烦情绪，从而降
低课堂参与。
3) 不同课程性质大学生课堂参与差异较大
不同课程性质中，专业课的课堂参与率最高，超过半数的学生的课堂参与都发生在专业课课堂上，
几乎 100%大学生在公共选修课中课堂参与的情况接近零。在他们回答中了解到，专业课学分重，过关难，
但公共选修课过关相对轻松。在调查中，有很多学生都提到过，对自己有益的课程，会提高自己的课堂
参与：大多数同学认为专业课对绩点以及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会提高自己的专业课参与率。有部
分看中奖学金的同学，在课堂中会提高与其有关的课堂参与。有部分同学不满意自己现在所读的专业，
在学习到与自己想转专业有关的课程时，会提高自己的课堂参与。有部分老师，在课堂中制定加分制度
来提高同学们的课堂参与，参与率更高。
4) 不同专业大学生课堂参与有一定差距
专业是各高校大学生课堂参与的一个基础影响因素，这个大环境决定了这一部分学生中绝大部分的
课堂参与。从研究小组收回的调查问卷信息中，可以发现，课堂参与最高的学生所在的专业第一是医学
专业，第二为艺体专业，课堂参与最低的学生所在专业为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而文学、理学、管理学等
处于一个中上水平。每个专业学生的要求不一样，医学专业对学生知识掌握要求较高，学生毕业后需要
依靠所学的知识进行工作，如果知识掌握不牢靠，日后工作中，会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每个专业上课
形式不同，艺体生的课堂中，大部分课程是需要学生一起行动，这种教学形式，大大提高了课堂参与；
不同课程难易程度不同，在访谈中，可以了解到例如文科类课程较好容易、理解，相对于理科性质课程
更易自学，所以《人生规划》之类的文科课程，许多同学也不愿意参与到课堂中去。
5) 大学生课堂参与程度受教师教学方法影响
在绝大多数大学本科课堂中，教学形式以讲授为主。由于单一的长时间、高强度知识的灌输，学生
精力和记忆力有限，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学习效率较低，
不愿参与课堂。在这种氛围中，学生更愿意自学或者低头玩手机，甚至逃课出去实习[4]。
信息的高速发展，高校的教学形式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教师使用多媒体来进行教学。在多媒体课
堂中，一些教师利用吸引眼球的 PPT、精彩的视频加上自己有见解的讲解，课堂参与率最高，但有老师
PPT 枯燥无味，一味按照课件上所写来讲解知识，学生觉得索然无味，对此门课程产生厌恶。在喜欢的
老师课堂上，愿意以多种形式实现课堂参与；在自己不喜欢的老师课堂上，不愿意听课，甚至会出现逃
课、迟到和早退的消极行为[5]。

4. 对策建议
4.1. 大学生应该提高学习兴趣，保持学习动力
尽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以便在之后学习的课程中，保持浓厚的兴趣。同时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
对各个课程有清楚的认识，提高自己的求知欲，在各个课堂上积极参与。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在
学习有关的课程时，应更加积极参与。合理作息，减少自身负面情绪。在发现老师的不足时，也可以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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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寻找老师的优点，减少对老师的厌恶情绪，提高自己课堂中的学习效率，从而提高课堂参与。

4.2. 高校教师应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高校教师应持续提升教学能力。一堂课中的各个环境无不体现着该教师的教学能力，因此提高教学
能力也是提高课堂参与的重要途径之一。老师应该准备一些新颖的课件，在讲解时，以自己的方式讲解，
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6]。在课堂上，营造轻松的氛围。教师增加与学生的沟通，使学生更乐于在课堂上
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高校教师应制定激励大学生参与的管理制度。通过课堂提问、课后作业、阶段性测试等方式，老师更
容易了解班级同学的学习弱处，更好针对这些地方讲解，减少学生对课程惧怕感，提高课堂参与。在课堂
中，对积极参与课堂的学生进行加分奖励；学生最后的总评成绩根据平时表现和期末考试综合来评定。

4.3. 教学管理部门应合理设置课程
合理设置课程。对于每个专业应该多安排一些对学生有用、对学生日后就业有用的课程，一些与专
业关联性不大的课程可以设置为选修，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做更好的选择。对课程的要求，应该做
出明确的公示，让同学们了解到哪些是需要重点把握的地方。
合理安排课程。根据学生精力集中程度来安排每节课的时长，做到科学的判定，不要设置过长时间
学习，这样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感。对于每门课的排课，也应做到科学合理，不让学生因为课程繁重而
产生厌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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