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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题设计作为教师业务水平及专业素养的重要体现方式,其重视度在逐渐提升。本文拟在分析
教师专业化的内涵的基础上,以小学语文教学为例,分析目前教师专业化发展中问题设计的重要作用,探
索有效的问题设计的策略,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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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师的言传身教分析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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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批判性思维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思维品质之一,加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对大学生能力、
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对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大学教育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
价值,本文从终身学习、教师的自我调节以及接受质疑这三方面探讨了高校教师应如何言传身教培养大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建议高校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对掌握的知识进行质疑与发展,不断了解自己,
缩小授课“文本”与其所讲授的真实内容的偏差并鼓励、接受学生对自己的质疑,从而加强对学生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
[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言传身教；终身学习；再现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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