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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大学教师的素质对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 本文以某省属高校的部分
师生为调查对象，通过访谈了解教师对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的看法，通过问卷探寻学生对大学
教师素质的看法，以此来研究影响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的重要因素，回答大学教师如何发挥培
养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重要作用的问题，为目前高校教学改革、教师素质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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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Quality on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 A Survey Based on a Provincial University
Yuan Jingdi，Xu Dongb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in this paper， par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a
provincial university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interviews， th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ing training is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 th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quality are collected. These data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key factor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of student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important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affect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current college teaching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quality.
Keywords: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Students

在创新教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我

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 从传统教学

国高校教学模式正在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研讨式

向现代教学的过渡不仅需要学校的积极倡导，也需要

教学、翻转课堂等）转变。 由于教师是决定教学模式转

教师的主动参与。 本研究仅从学生和教师两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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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教师对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 分析其原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教师素质紧密相关，但真正将两

因，为大学教师素质的发展提出建议，从而促进学生

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非常少，而少数涉及两者的研

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究也都比较笼统。

一、研究现状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有学者从教师的角度提出独立思考能力是创新

从研究现状中，我们得知学界对于大学教师素质

教育的基本构成，他们认为“一个具有现代理念的教

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但是这种研

师，必须以创新教育为主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究又是非常迫切的。 在“双一流”建设的教育大背景

力和创造力，促使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发展”。

［1 ］

对于怎

下，“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是‘双一流’政策取得实质性

样做到创新教育，也有学者提出教师素质是制约创新

效果的重要基石”。 ［9 ］大学教师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教育的关键，现在大学创新教育改革投入多而收效小

的关键，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又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的原因之一是大学教师队伍的素质问题，即“制约当

核心。 因此，有必要对大学教师素质和大学生的独立思

前高校创新教育改革的关键因素是大学教师的素质

考能力培养进行实证调查分析， 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问题，提高和改善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高校深化创

从而为现在大学教师发展和大学创新教育提供启示。

［2 ］

此外，诺丁汉大学教授克里斯

本研究涉及大学教师素质和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托夫·戴在《保持激情：成就优秀教师》中论述了激情

的培养两个方面，因而，笔者一方面采用访谈的方法

对一个老师的重要性，他认为“仅仅掌握了内容知识

从教师角度了解他们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看

与教学技巧还不足以成就一个好老师，好老师应该对

法和实践；另一方面采用问卷的形式从学生的立场探

他们的教学、学生与学习都抱有激情，而优质高效的

讨学生对教师素质的评价和期待。 从研究的信度、效度

新教育的根本途径”。

［3 ］

从而提出优秀教师

以及可行性来考虑， 笔者选择福建省的一所省属高校

和优质教学的共同特征分别是：①优质教学取决于理

的部分师生作为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和访谈

论水平、个人能力、个人的情感投入等多方面因素共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访谈为辅。

教学需要智力与情感两方面”。

同作用的结果； ②优秀教师是那些关心学生的人；③
教师自身的认同感；④教师理解自身情感与他人情感
能力的大小也至关重要等等。 ［3 ］

（一）教师的角度
笔者主要从教师的角度探讨独立思考能力的概

由此可见，较多学者认为，教师的素质是培养学

念、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在培养学生独

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关键， 是学校创新教育改革的关

立思考能力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等三个方面的问

键，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的质量依赖于教师和学生的

题。 具体做法是，选择 2 名该省属高校教师，1 名是从

创新能力。

［4 ］

虽然学术界对优秀教师（好教师）并没有

教近 30 年的资深老教授 （下面简称为“ZS 教师”），1

一致的标准，但一般来说，优秀教师具有共同的特征，

名是刚入职不久的年轻教师 （下面简称为“QN 教

比如能将专业知识技能、情感、经验融为一体，同时又

师”）。 都采用线上访谈的方式，访谈时间各为 1 个小

对学生比较关心等。

时左右。

大学教师素质与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本就是两

1. 何为独立思考能力

个不同的概念，有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好教

笔者访谈的 ZS 教师，基于其从教将近 30 年的经

师的文献部分集中于基础教育研究， 例如徐富明的

验，她认为“独立思考能力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

《中美“好教师的标准”比较分析》从中等教育的角度

有自己的知识积淀和经验之后，可以有自己看问题的

［5 ］

也有从英语专业角度进行分析

角度，而不是一种盲从”。 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她发

论述，例如武书敬的《英语专业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

现通过和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中，“有很多学生有自己

出发进行比较研究。
的困境和策略》。

［6 ］

还有一些从历史与当代的角度进

的独到思考，而这种闪光点，很让老师惊喜”。 而 QN 教

行研究，如施克灿的《中国古代教育家理想中的教师

师的视角则有些不同，他认为“独立思考能力首先要

［7 ］

标准探究》 和程斯纳的《成长的思考：浅谈当代大学
生自主独立能力的缺失与培养》。

［8 ］

总之，虽然培养大

有质疑的精神，然后通过自己的研究与探索，形成自
己的评判与结论， 这就像做学术创新一样”。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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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他认为独立思考能力最关键的因素是“质疑与评

质？ ”这个问题，笔者设置了七个选项：A．专业知识丰

判”，“有时候甚至一个学生没有那么多知识与经验，

富，专业技能强；B．课堂气氛活跃，营造良好的学习环

但反而思维很独特，观点很新颖”。 总的来说，ZS 教师

境；C．教学方法灵活多样；D．平易近人，善于师生交流，

更看重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而形成的属于自己

师生关系融洽；E.责任心强，对学生负责；F．幽默开朗，

独到见解的能力，而 QN 教师更注重质疑与评判。

热情乐观，气质优雅，有个人魅力；G．其他。根据表 1 中

2. 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的数据显示，前六项是大部分大学生认为的大学优秀

ZS 教师认为：“在教学中， 比较有效的是课堂讨

教师应该具有的素质，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幽默开

论， 尤其是学生可以持有正反两种或者多种观点，互

朗、热情乐观、气质优雅、有个人魅力以及课堂气氛活

相辩驳，这就是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这样

跃，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其次是专业知识丰富、专业

的相互讨论、辩驳过程中，学生会形成自己的想法、自

技能强以及平易近人，善于师生交流，师生关系融洽。

己的见解。 所以，我希望课堂要有多元化的观点，不要

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心目中的优秀教师

只有一种观点，要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不要觉得权威

的首选应该具有幽默开朗、热情乐观的素质，其次才

就是正确的，这样的碰撞是非常精彩与难能可贵的。 ”

是专业水平，责任心和教学方法。

同样，ZS 教师也认为：“独立思考能力不仅仅体现在课

表1

堂上，还有学生课下的阅读和思考，以及人生的阅历
等等，学生这些个人积累同样是很关键的。 ”接着，QN
教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不
能靠强制，只能靠自己主动及潜移默化，教师需要做
的就是设法引起学生兴趣， 然后发动学生动脑思考，
整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调动学生积极性。 ”
3.是什么阻碍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ZS 教师这样说道，“挺遗憾的是每次想充分讨论，
要么学生不太善于表达、参与不够，要么学时不够。 尤

大学优秀教师的素质

选项

比例

A.专业知识丰富，专业技能强

85%

B.课堂气氛活跃，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90%

C.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60%

D.平易近人，善于师生交流，师生关系融洽

85%

E.责任心强，对学生负责

80%

F.幽默开朗，热情乐观，气质优雅，有个人魅力

90%

G.其他

5%

其是学生的参与度问题，虽然老师一再激励学生积极

2. 大学教师素质对课堂教学的影响

发言，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仍有很多同学不愿

针对“您是否会因为一个老师而喜欢一门课程？ ”

意加入，甚至老师设置的积极发言就可以加分的项目

以及“您是否会因为一个老师而不喜欢一门课程？ ”这

也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QN 教师则认为：“还是传统

两个问题，分别有 95%和 70%的学生回答“是”，从这

的教学模式太深入人心了，新的教学模式很少，即使

两个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喜爱程度和老

有，大多也不成功，我也尝试过一些新的教学模式与

师的素质息息相关。 因此，提高大学教师素质是当前

方式，比如课堂讨论与分组作业等，但学生较多，没有

提高教学质量的重中之重。 另外，笔者又分别设置了

达到预期效果。 ”由此可见，阻碍独立思考能力培养的

“您是因为该教师的哪些素质而喜欢这门课程？ ”和

因素很多，但站在教师的角度来考虑，教师的教学方

“您是因为该教师的哪些素质而不喜欢这门课程？ ”两

式与引导是至关重要的。
（二）学生的角度
本次问卷调查着重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探讨课堂

个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教师的哪些素质会影响学生
对课程的喜恶，从而得到表 2 和表 3 两个结果，虽然
这两个问题的选项都设置为 A．教学方法；B．教学能力
和专业素质；C．外貌；D．教学态度；E．性格和人品；F．其

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问题。 问卷调

他，但是收到最终结果并不一致。 表 2 中的数据中，各

查随机选择 100 名该校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

素质所占比重从高到低分别是： 教学能力和专业素

中男生和女生各为 50 名。 问卷调查采用线上发放、线

质、性格和人品、教学态度和方法、外貌。 表 3 中的数

上回收的方式，发出 100 份，回收 92 份，回收率 92%。

据显示，素质比重从高到低分别是：教学方法、性格和

1. 大学生心目中的优秀教师素质

人品、教学态度、教学能力和专业素质、外貌。 两者综

针对“您心目中的大学优秀教师应该具有的素

合比较，外貌不是决定学生喜欢一门课程与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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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其中教学方法和教师的能力和专业素质在两个

选择儒雅书卷型和有个性型， 只有 5%的学生选择了

结果中互为颠倒。 不难发现，学生会因为教师的教学

严密深刻型。 由表 5 可见，现在大学生更加喜欢教师

能力和专业素质而喜欢一门课程，但是如果一个教学

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通过与老师的平等交

能力和专业素质都非常高的老师采用不当的教学方

流中进行学习，而不喜欢既传统又严密刻板的教学风

式来进行教学的话，也会引起学生的反感。 因此，教学

格。 不可否认，这对教师素质与发展提出了要求，也带

能力和专业素质和教学方法同样重要，都是影响学生

来了观念调整，这需要现在大学教师打破传统的教学

对课程喜好程度的关键因素。

观念，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学生为中心，采用

表2

影响学生对课程好评的大学教师素质
选项

启发诱导的方式进行教学。
表5

比例

大学生喜欢的教师的教学风格
选项

比例

A.教学方法

75%

B.教学能力和专业素质

90%

A.幽默

45%

C.外貌

45%

B.民主

10%

D.教学态度

75%

C.温柔可亲

35%

E.性格和人品

85%

D.讲原则

10%

F.其他

0%

E.其他

0%

表3

影响学生对课程差评的大学教师素质

针对“您认为教师的哪些素质对您的独立思考能

比例

力产生影响？ ”这个问题，其中排在最前面的素质有：

A.教学方法

75%

教师的师德和思想政治素质、教师的文化素质和专业

B.教学能力和专业素质

55%

C.外貌

20%

D.教学态度

60%

E.性格和人品

60%

F.其他

5%

选项

水平、教师的性格和人格，其次才是教师的教学能力
和教学态度（见表 6）。
表6

3.大学教师素质对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
针对“您最喜欢的教师具有什么品格？ ”这个问
题， 有 45%的学生选择幽默，35%的学生选择温柔可
亲， 而分别只有 10%的学生选择民主和讲原则。 表 4
的数据反映出，当今大学生还更倾向于喜欢大学老师
的幽默和温柔可亲的品格，他们希望和教师没有距离

比例

A.教师的师德和思想政治素质

90%

B.教师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

90%

C.教师的教学能力

65%

D.教师的性格和人格

70%

E.教学的态度

45%

F.其他

0%

针对“您认为什么样的老师能够激发您的独立思
对象的回答内容做了整理，主要包括：譹
訛 善于引导的

大学生喜欢的教师的品格
选项

选项

考能力，以及为什么？ ”这个开放性问题，笔者对调查

感，喜欢较为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
表4

影响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师素质

比例

A 幽默

45%

B.民主

10%

C.温柔可亲

35%

D.讲原则

10%

E.其他

0%

老师；譺
訛 幽默、善于启发学生的老师；譻
訛 乐观的老师；
訛漂亮的老师；譽
譼
訛会哲学，会讲道理的老师；譾
訛教学热
情的、和学生互动多的、尽力了解每一位学生的老师，
因为这样才能做到师生良好沟通，有助于教学；譿
訛爱
提问的老师，让人不得不思考；讀
訛对学科有一定研究，
将身心投入教学的老师。
针对“您认为什么样的老师不能够激发您的独立

针对“您喜欢教师的哪种教学风格？ ”这个问题，

思考能力，以及为什么？ ”这个开放性问题，笔者的整

有 65%的学生选择了幽默调侃型，分别有 15%的学生

理内容主要包括：（1）自大自负的老师；（2）严肃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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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3）上课无趣，一点都不能引起兴趣的老师；

传统文化中的师道尊严， 教师高高在上地传授知识，

（4）死板、无趣的老师；（5）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师；

学生已然形成了被动接受知识、被管理的习惯。 近代

（6）教学敷衍、死板，尤其照本宣科的，上课语气一个

以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西

调不变，听的人想睡觉的老师；（7）没有终身学习观念

方“学生中心”的理念涌入我国，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完

的老师，不重视学习，自然本身没有较强独立思考的

全从那种被动接受的状态苏醒过来。 因此，教师在现

能力的老师。 从以上收集到的内容来看，形象气质、教

在的师生关系中仍然是主导者，而想要培养大学生的

学风格与方法、人格、教学能力都会影响到学生们的

独立思考能力，大学教师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

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这其中反映了学生们共同的心

大学教师可以利用现有的主导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引

声：他们希望在课堂上与老师打成一片，在良好的师

导学生逐渐形成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人翁意识。

生关系的基础上，期望老师给予自己以知识和人生的

2. 课堂互动是桥梁

引导。 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学教师与大学生

课堂是教师与学生接触最多的地方，课堂教学也

的心灵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三、结论

就成为师生互动交流的桥梁。 因此，课堂互动也是教
师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环节。 大学教师大
部分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从教师

高等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活动，是一种学

方面，笔者访谈的对象一直都在强调课堂互动交流的

术研究活动，也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但截至目前，

重要性。 从学生方面来看，虽然笔者并没有设置专门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依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

的问题去探究课堂讨论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从

［10 ］

薄弱环节”。

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教师与大学

学生对大学教师素质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大学生也是

生是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高校教学改革不可忽视的

非常重视课堂讨论的，比如在学生心目中的大学优秀

群体。 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如何突出学生的中心地位，

教师的素质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课堂气氛活跃，能够

如何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是避不开的

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针对“什么样的老师不能激

关键问题。 通过对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两个群体的调查

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问题时，大部分学生写

研究，笔者发现，虽然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能仅仅

了“自大自负、严肃刻板、照本宣科、教学敷衍”等等。

依靠教学来进行培养，但是教师素质、课堂互动与师

因此，在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课堂讨

生关系仍然是影响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关键因素，

论与互动是教师与学生都极重视的一种教学方式，这

特别是贯穿于课堂互动与师生关系的教师素质对大

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
1. 师生关系是基础

3. 教师素质是关键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深刻地反映

早有学者提出，“今后教育的改革，急需着力推行

了教师在“人”的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

的首要工作，便是师生关系的改革；不然的话，就算是

反映了教师素质对学生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潜

有最好的校舍与最好的设备，还是效果不大的——
—因

移默化的过程。 综合访谈和问卷的结果来看，无论是

为教育效果的提高，精神的因素、人的因素，是决定性

教师，还是大学生，都表达了大学教师素质会不同程

的因素”。

［11 ］

本次调查研究表明：从教师方面来看，教

度地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的观点。 正如 ZS 教师

师虽然想要通过良好的课堂交流来培养学生独立思

的观点：“老师的过于教条，照本宣科会阻碍学生独立

考的意识，但是很遗憾的是学生的参与度不佳；从学

思考能力。 如果老师很博学，知识面很渊博，会给学生

生方面来看， 虽然学生对一门课程怀有很高的期待，

很好的指点。 ”从学生的角度可以看出，学生也意识到

但是往往课堂上老师的专制与不恰当的批评，甚至教

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性，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

学敷衍、死板，尤其照本宣科会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

素质与其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是有一定的关系，甚至

性。 这种情况反映了师生关系的薄弱，教师与学生没

有部分学生认为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学

有进行有效的沟通，教师不知道学生想要什么，喜欢

生会认为“幽默、善于启发学生，热情乐观、善于与学

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学生也无法理解老师的某些行

生互动、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对学科有一定研究、将身

为。 当然，这其中有我国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几千年

心投入教学的老师” 能够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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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大自负、严肃刻板、照本宣科、教学敷衍、没有终
身学习观念、独立思考能力的老师”就不能够激发学
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综上所述，被调查的教师和学生
的观点不谋而合， 这就要求大学教师在教学方面，要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更要跟进时代和学生打成一
片，成为一个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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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终身制”，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这一计划，还是行

效率。 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主要负责教育公平，而提高

政部门主导的计划，还是希望以行政力量推动我国大

效率需要发挥学校的自主权和完善竞争机制。 按照这

学提高办学效率。

一公平和效率观，也就很容易回答关于“双一流”建设

要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率，需要政府退出高等

究竟是扶贫（公平）还是扶强（效率）的问题，政府部门

学校的办学和评价，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 2013

可以通过资源的调配，扶持相对薄弱学校步入一流建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设轨道，但要建设一流，必须深入推进教育管理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 42 条深化教

和办学体制改革， 需要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强”

育领域综合改革中明确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的大学，不是靠政府“扶”出来的，而需要在平等竞争、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

自主办学中造就。

校内部治理结构。 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
开展教育评估监测。 ” ［3 ］这指明了高等教育管理、学
校办学的方向。 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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