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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教学改革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教学改革的步伐也在不断的持续深入。教育部吴岩司长
提出打造“金课”,淘汰“水课”,也就是高校课程质量要有“两性”(高阶性、创新性)“一度”(挑战度),
对此,专家学者、广大的一线教师一直致力于探索与实践适合中国国情和学生的教育教学新模式,各种教
学模式的出现不断推动新课程改革的发展,对分课堂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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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目的

表1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持续深
入,教育部对高校教学做出更加严格的

维度

实验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对比(X±S)

实验组(N=110)

对照组(N=110)

T

P

学习动机

41.7545±4.00043

42.6818±4.80621

1.555

0.199

学习过程

36.5818±4.89407

36.6182±5.18817

0.053

0.590

挑战度方面打造“金课”。2020年10月,

学习环境

23.3091±2.52599

23.1273±3.22578

-0.465

0.054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

学习态度

22.1000±3.92814

21.6455±4.81509

-0.767

0.058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规则、意志、竞争

30.6909±3.81870

31.4364±4.95397

1.250

0.057

见》中提出引导学生养成良好锻炼习惯,

总体成绩

154.4091±15.37918

155.5000±18.94015

0.469

0.181

要求。2018年11月,教育部高教吴岩司长
提出“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和

锤炼坚强意志,培养合作精神,加强大
表 2 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对比(X±S)

学生体育评价,探索在高等教育所有阶
段开设体育课程。针对这些问题,复旦
大学心理系张学新教授结合传统讲授
式课堂与讨论式课堂各自的优势,进行
取舍折中,提出了“对分课堂”这一新
型教学模式。
对分课堂的关键创新在于教与学的
责权、时间的对分。在责权对分方面,
它的核心理念是教师将学生在课堂和课
下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享受的权利交还给
学生,让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在时间

维度

实验组(N=110)

学习动机

48.4091±2.63462

42.7636±4.59942

-11.171 0.000**

学习过程

42.1727±3.57581

37.0273±4.77466

-9.047

0.005**

学习环境

24.2727±2.83785

24.1000±2.85731

-0.450

0.981

学习态度

27.0364±1.72370

22.6545±4.04660

-10.448 0.000**

规则、意志、竞争

31.5727±5.26275

30.5727±4.86790

-1.463

0.369

总体成绩

173.4636±11.37007

157.1182±15.76940

-8.818

0.002**

N

实验前

实验后

学习动机

110

41.7545±4.00043

48.4091±2.63462

在动机,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课程设计

总体成绩

110

154.4091±15.37918

173.4636±11.37007

围绕着学生学习发展的需要进行,在每

注：*代表 P<0.05,**代表 p<0.01

行交互式学习,加强学生体育学习的内

170

P

表 3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动机的对比(X±S)
维度

分配给学生以独立学习、讨论的形式进

T

注：**代表 p<0.01

对分方面,它的核心理念是把一部分课
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授,另一部分

对照组(N=110)

T

P

-14.570 0.003**
-10.449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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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与学的环节,体现对学生的充分尊
重与理解,改善了课堂教与学,提升了教
学效果。

2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对比分析
2.1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对比分析
从表1统计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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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636
154.4091

41.7545

48.4091

学习动机

实验前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学习动机,

实验前

学习过程,学习环境,学习态度,规则、意
志、竞争五个维度及总体成绩经过检验
的结果显示P>0.05,说明实验前对照组
和实验组自主学习能力五个维度及总体
成绩的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两组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可以进行对比实验。
2.2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对比分析

43
4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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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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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727

36.5818

实验前

学习环境和规则、意志、竞争两个维度

体成绩方面,统计分析结果P<0.01,这表
明有显著性差异。这是由于传统教学模
式是填鸭式的教学,以教师和教材为中
心,忽视学生主体地位,学生只是被动的

图 2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过程平均分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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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教动作,学生模仿学习动作,以老师

自主学习能力无法提升。采用对分课堂
以后,课堂的内容更加多样化,学生讨论
学习机会多,学生能够理解掌握动作,增
强自信心,因此学生能兴致勃勃地参与

图 3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环境平均分对比情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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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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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64

22.1

实验前

各环节,内部动机被激发,对学习充满兴
2.3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动机
表3和图1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实
验前后在学习动机和总成绩的结果
P<0.05,说明实验你后有显著性差异。学
习动机是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内部动力,
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动因。对分课
堂的内化吸收环节需要学生课后独立反
思课堂学习的内容并独立完成课后作业,

实验后
学习态度

趣,个体提升自主学习兴趣与能力。
及总体成绩的对比分析

实验后
学习环境

的。传统的健美操课中采用的是教师一

乏味,学生逐渐丧失对课程学习的兴趣,

24.2727

23.3091

实验前

接受知识,没有达到理解消化吸收的目

教动作为主,课堂内容单一与形式枯燥

实验后
学习过程

学习能力对比的T检验结果如表2,其中

在学习动机、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总

实验后

图 1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动机平均分对比情况

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自主

的P>0.05,表明这两个维度差异不显著。

总体成绩

图 4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态度平均分对比情况
31.8
31.6
31.4
31.2
31
30.8
30.6
30.4
30.2

31.5727

30.6909

实验前

实验后
规则、意志、竞争

图 5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规则、意志、竞争平均分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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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过程的对比(±S)

有疑难问题先在小组内进行解决,小组
无法解决的问题再由老师进行解答,需
要所有的学生全程参与,积极参与小组
讨论,组内和组间交流时,基础较差的学

注：*代表 p<0.05

表 5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环境的对比(±S)

生也可能会帮助其他同学解决问题,这
会使他们产生成就感,增强自信心,从而
激励他们课后更加积极主动完成作业和
表 6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态度的对比(±S)

准备讨论内容,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动
机会逐渐得到激发并形成习惯,自主能
力也会得到提高。
2.4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过程

表 7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规则、意志、竞争的对比(±S)

的对比分析
表4和图2可看出实验组学生实验前
后的分析结果P<0.05,说明实验前后有
显著性差异。这是由于对分课堂在健美

注：**代表 p<0.01

操技术课上,学习一个较难的组合动作

P<0.01,表明实验前后有显著的差异。对

时,会采用分解法进行精讲教学,一个或

分课堂教学模式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组

3 结论

两个八拍后让学生先自己在原地思考分

织方式都与传统教学模式有很大差别,

对分课堂教学比传统教学更能促进

析一下动作(独学),再花几分钟时间小

并且学生在课堂上不再是被动的接受,

学生对健美操学习的自主性,有利于提

组内交流(讨论),大家共同练习互相帮

而是主动积极的学习、内化吸收后在下

升学生对健美操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

助,再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与教师一起探

次课的讨论环节输出的,教师可以根据

对分课堂与传统教学模式在健美操课程

讨与实践共同提高,运动能力差的学生

学生的讨论清楚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中的对比实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由

也能得到其他同学的帮助,不会由于暂

以便调整教学计划,适应学生的进度。多

实验前的无显著性差异变化为实验后各

时的困难而放弃,整个班的学习氛围与

样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可以吸引学生,

维度的显著性差异,表明在健美操课程

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学生学会基础动作

满足学生学习,使学生愿意将更多的注

中对分课堂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后遇到较难的组合动作时,也会有信心

意力投入课堂学习,学生的积极性会逐

促进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自主地参与到

去尝试。

渐提升。

学习之中。实验组学生实验前后健美操

2.5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学习环境
的对比分析

2.7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规则、意
志、竞争的对比分析

志、竞争精神也得到了较大的变化。

自主学习能力的对比结果有显著性的差
异(P<0.05),进一步说明对分课堂教学
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健美操课程自主

表5和图3可看出,学习环境无明显

表7和图5可看出,实验组学生实验

差异(P>0.05),其原因是对分课堂的学习

前后规则、意志、竞争结果P<0.01,表明

环境是充分满足学生的期望情况的,如练

有显著差异。传统教学模式学生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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