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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为是心理的反映。不同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会直接反

映在学生的科学学习成绩上。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对待爱提问同学的心理态度不一样，

正面心理状态对科学学习成绩有积极影响，反之，则有抑制作用。另外，调查还提出了

一些关于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使用或禁用的常用语建议 。 

关键词: 提问；心理态度；科学学习成绩 

引言  

行为是心理的反映，不同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会直接反

映在学生的科学学习成绩上。国外最新研究显示，学生对于科学课程的情绪状态对科学

学习有明显影响，积极的学习模式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正面影响。1中国有着不同

于西方文化的传统，一向讲究内敛、含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的学生，心理与行为都

                                                 
1
本文由杭州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基金资助(编号：2007XJ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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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烙印了自身文化的特征。我国学生的不同心理状态会对学生的科学学习造成什么

样的影响？  

研究问题 

国内对于学生心理态度的研究中，多数调查是从学习动机、态度的角度来进行，缺乏更

细化的调查研究，据这些研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泛泛而谈，没有明确的

针对性，对具体问题的说服力不高。因此，本研究以更细的视角来搜集数据，即将研究

定位于：学生对待提问者的心理态度与科学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另外，大陆教师都有

一个普遍感觉，初中生是“课堂举手现象”的分水岭，小学非常活跃的“课堂举手现象”，
为什么会在初中阶段逐渐消失？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问题。  

研究假设 

根据国内外的一些调查研究，提出下述假设：  

1、学生对待爱提问同学的心理态度不一样，影响不一样。正面心理状态对科学学习成

绩有积极影响，消极的态度则有负面影响。  

2、小学非常活跃的“课堂举手现象”在初中阶段的逐渐消失，部分是由于教师的不适当

的回答用语，影响了其提问的积极性。 

研究对象和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本研究是杭州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项目（为期 3-5 年），这是其中的一个前期调查]
以基础教育研究基地校（杭州市下沙中学）的初中生为研究对象，该校地处杭州市下沙

开发区，由大量的外地打工子弟构成，外地生源占 60%。学校为了促进教育公平，采取

平行分班的形式，即以入学抽测成绩为主，并考虑生源地情况平均分班。因此本调查采

取整群抽样，随机抽取了二个初一班、一个初二班。  

为了研究的需要，问卷中还设计了相关题目来了解学生的家庭教育氛围和父母对子女的

教育态度等，并根据调查回馈的情况，有选择地对部分学生、家长和老师进行了重点访

谈，作为问卷的补充。  

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自编问卷，包括导言、基本信息调查、科学素养测试和学生的问题意识四

个部分：基本信息调查，主要了解被测学生的性别、年级、是否参加过科技活动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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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的家长对其升学的希望值；科学素养测试，主要采用台湾学者甘汉光、熊召弟、

钟圣校合着《小学自然科教学研究》的是非题部分[2]，并自行设计了二个选择题。这些

题目主要针对小学生应该具备的科学素养而设计，用于初一、初二都可以。  

利用本校学生教育见习的机会，安排了一次班主任主持、见习教师分卷的同步调查，将

问卷数据输入计算机汇总后，用 STA5.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结果分析 

本调查共发出问卷 114 份，回收 114 份。回收率 100%，有效率 100%。表 1 为所调查

学生的基本情况汇总。  

表 1:被调查学生的基本情况（N=114） 

类别  性别  科技活动  年级  

男 女 参加 未参加  初一 初二

学生数  62 52 71  43  76  38  

从回收的调查问卷来看，学生的回答很认真，卷面整洁，答题工整，说明学生对本次调

查的态度是积极的。统计分析显示：问卷的分半信度为 0.7314，也符合要求。  

本调查获得的资料中，有几个结果值得重视：  

1、学生自陈不提问的原因 

图 1: 学生自陈不提问的原因  

  

针对”课堂举手现象”为什么会在初中阶段逐渐消失这个问题，请学生自己陈述不提问的

原因（统计资料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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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反映主要有： “怕问题简单被同学笑话”为多数，约有 37 人次；“怕问题简单受

老师批评”也有 21 人次；“小问题不麻烦老师”有 14 人次， “有问题但不想麻烦老师”有
6 人次，总计为 78 人次，约占总数的 68.4%。从这个资料来说，学生不提问的主要原因

还是一个氛围问题，没有营造合适的学习氛围，“怕”字立上学生头上，50.9 %的学生不

是怕被同学笑话，就是怕被老师批评。不想麻烦老师者多些，又不想自己费神的少些，

但从后期访谈来看，不想麻烦老师者，最终也不想自己费神。这是目前初中生对待科学

学习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的主流态度。这种主流学习态度的形成最终可以归结到教

学指导思想上，确切地说，是知识观与教学观上 ——目前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新的知

识观、新的教学观和新的学习观并没有深入到师生心中。  

另外，有 26 人次的回答是“老师在课堂上解决了所有问题 ”，约占总数的 22.8%，成为

仅次于“怕问题简单被同学笑话”的回答。这个位列第二的原因，无疑是对我们的一个警

示：教师的教学观、教学方式有问题，仍然存在以解决问题为第一要务的教学追求。  

还有 2 人次回答 “担心问题太深让老师认为是故意刁难”。虽然人次很少，倒也让调查

者眼睛为之一亮，但因为是无记名调查，后期访谈没有做成。无法了解到他们 2 人是如

何判断所提问题太深的具体例子，这是本次调查的一个遗憾。  

2、最想听到的老师回答用语  

为了解决是否 “由于教师的不适当的回答用语，影响了学生提问的积极性”这个问题，

从正反两个方面请学生回答“最想与最不想听到的老师回答用语”。正面主要设计有三个

（图 2）， “有想法（29 人次）”与“挺有趣（40 人次）”，都有肯定和赞扬之意，但从单

一项目来看，并没有 “你自己怎么看（45 人次）”人次多。说明初中生在对待肯定和赞

扬的态度已趋向理性，更看重与老师的可能探讨， “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本身隐含

着，教师对问题的关注，学生进一步的陈述能够引发师生的讨论，这是每个善于学习的

学生都希望的得到的回答。 

图 2: 最想听到的老师回答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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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不想听到的老师回答用语  

在学生提问后，还可能会听到最不想听到的回答（反面设计如图 3）。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设计完全从教学角度出发，为教师在课堂内外，慎对学生的提问作准备。尽可能避

免使用一些学生最不想听到的回答方式。  

“ 这个问题我刚讲过（42 人次，36.8%）”为最高，而这种情况在刚下课时，更容易出现，

一方面由于教师的疲劳，另一方面对自己苦口婆心的说教没有达到效果而生气（这一回

答本人在中学时就经常使用）。这话必须禁用！其实一个问题正是因为教师在课堂上讲

过了，并且引起了学生的注意与思考，它才有可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发新的疑问。

这正是教师教学所应该追求的，从问题到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问题我刚讲过”，这种

回答隐含的不仅是对学生积极思考的不赞赏，更说明了教师本身的教学观念需要更新。

退一步说，学生没有理解教师的分析，及时地解决也是很有价值的，铁要趁热打。  

新世纪国际教育的普遍趋向是对创新教育追求。创新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必须保护和培养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这是

倡导探究性学习的基础。教师在教学中的用语必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考与提问，因此，

本调查建议，禁用“这个问题我刚讲过”。  

“ 这个问题超出课堂要求了，自己思考（30 人次，26.3%） ”，这话学生也不爱听。如

果仔细思考一下，这话也不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新课标强调基本要求，但鼓励学有

余力的学生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如《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明确要求：“编写必学

内容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安排一些选学内容或选做的活动，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发展学

生的爱好和特长，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3]说这句话，其实还是应试思想

在作怪，旧的教学观仍在起主导作用。问题超出课堂要求，其实是指超出考试大纲要求，

研究它对考试没有价值。由此分析，这句话也是不合时宜的，需要我们摈弃的。  

“ 这个问题书上有（25 人次）”，这种回答也经常听到，然后让学生自己查书，好一点

说明多少页。从这次调查反映，学生对这样的回答反感者也很多（约占总数的 21.9%）。

书上有，也就是说，学生查书可解决。这话不受学生欢迎，要辩证地对待。这是师生对

书，即如何使用教材的理解存在偏差。从教师角度来解释，想必是让学生先看书，通过

书本自己先尝试解决。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学生对此不以为然

呢？可能是学生认为教师在故意搪塞，从事后的访谈来分析，这样的回答，最后都不了

了之，因没有下文而被学生认为是在糊弄他们，因此，对这类回答很不高兴。  

“ 这个问题问某同学（9 人次）”与“ 这个问题自己先思考（2 人次）”，学生持排斥态度

的不多，尤其是“自己先思考”。联想到最受欢迎的回答 “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自
己先思考”倒是让学生有思考的余地，和进一步提问的机会，因此，反感者仅有 2 人次，

约占总数的 1.8%。可见，新课程改革所持教学观是符合现代教育科研主流的，在这一

方面也是受学生欢迎的，同时也说明本问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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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最不想听到的老师回答用语  

 

4、学生对爱提问的同学所持态度与科学素养的关系  

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对其他同学与教师的接近极为敏感，这种敏感所产生的心理体

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种敏感的心理体验会不自觉地反映到学习行为上，进而

在学习效果中有所体现，这一结果可以通过基本科学素养来评定。  

图 4 : 对待爱提问同学的不同态度人次  

 

如图 4，本题原设计仅仅有 5 个自陈档次，第六项 “都不是什么好鸟＂为一个学生自己

添加。同样为学生自陈，因而增设于本报告中。这句话使我想到我的学生时代，有几个

同学竭力反对与教师经常接触的学生，曾在教室中公开地抵毁他们为“不是什么好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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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那是在考上大学就能“改变人的身份和命运（从此可以脱离农村，吃上国家饭）＂

的年代，经常与教师接触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搞到各种表彰，以便能够在高考中加分

（2007 年起大陆网络上有一个流行用语，叫“裸考＂，就是指那些没有任何高考加分的

考生）。这种极为负面的心理状态出现在当前的初中阶段，虽然人数极少，但却是学生

自己专门增加的，不能不引起调查者警惕。本报告中给出这个学生添加的特例，就是希

望有关部门在设计中考、高考加分政策时，充分考虑这一政策可能对目前基础教育造成

的负面影响。  

当然，调查显示，多数学生的心理状态是正常的，“他（她）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自

愧不如＂有 63 人次，约占总数的 55.3%。“没有考虑＂者有 32 人次，约占总数的 28.1%。

或许是学生年龄尚小，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一种中性状态，应该不对科学学习造

成影响。  

“ 出风头，爱表现＂、“故意找借口与老师套近乎＂和“想到这个问题是怪物＂分别

为 8、5、5 人次，这是问卷设计中出现的三种不良心理状态，在所调查的样本中比例不

高（7.0%；4.4%；4.4%）。  

问卷中选用了一些基本科学素养的测验题，可以比较不同类型的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差

异。调查发现：几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对科学学习影响，诚如假设所设想，正面状态有促

进作用，负面状态有抑制作用，中间状态没有影响，其效果处于两者之间。人均分分别

为 53.8、47 、(41.9/42.9/41)，而那位持“不是好鸟＂的同学最低，只有 35。如果以正面，

中间，负面与极抵触为 X 轴，科学素养测试成绩人均分为 Y 轴，这一结果可以图 5 示

意：  

图 5: 不同心理状态的学生人均得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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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 可见他们的学习成绩与假设一致，从高到低，这与国外的最新研究一致 [1]。另

外，从统计学角度，以学生对爱提问的同学所持态度不同为单一因子进行了单因子方差

检验，df=5，P=0.048<0.05，有明显差异。说明学生对待爱提问同学的心理态度，影响不

一样，正面心理状态有积极影响，反之，则有抑制作用，这个结果可以在同等条件下，

推而广之。 

小结与建议 

学生对于科学课程的情绪状态与科学学习的有效性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何从更

精细的角度来研究，获得具有可操作、可推广的方法或建议是这一课题普遍的研究方向。

本调查的小结与建议为：  

1、学生自陈不提问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老师在课堂上解决了所有问题＂；

二是“怕笑话＂、“怕受批评＂与怕麻烦。  

前者说明了教师的教学指导思想有问题。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学是一种互动过程，主张

教学应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应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建构知识，从而使学习具有价值、

富于意义。［4］如果教师的教学仅仅满足于在课堂上解决了所有问题，通过教学使所

有学生都没有了问题，将是我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即我们的教育没有为创新做准备。  

学习者“怕麻烦＂说明了学生的学习观不正确。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发展的，是内

在建构的，是以社会和文化的方式为中介的。学习者在认知、解释、理解世界的过程中

建构自己的知识，学习者在人际互动中通过社会性的协商进行知识的社会建构。［4］

这说明学生的主体性意识缺乏，需要教育者重点培养引导，无论是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还是探究性学习，没有主体性意识将一事无成。而“怕笑话＂、“怕受批评＂则完全是

教育氛围问题，教师在教学应关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应关注学生的实践

活动和直接经验，应关注内容的革新和探究式教学的运用，应关注学生的自主探索与合

作交流，形成合适的教育氛围，让学生感受到积极的情绪。  

建议应该以《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新课程标准》等为指导，认真学习，首

先解决教师的教学观问题，再通过教师等途径解决学生的学习观问题，并随时创设合适

的教育氛围。  

2、学生向老师提问后，最想听到的是“你自己怎么看＂。说明初中生更看重与老师的

可能探讨，学生的要求与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探究教学与合作学习）不谋而合。学

生向老师提问后，最不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我刚讲过＂、“这个问题超出课堂要求了，

自己思考＂、“这个问题书上有＂这些话。  

建议教师对待学生的提问，多用引导讨论的语言，如“你自己怎么看＂等，慎用“这个

问题书上有＂，用了就必须有事后问题追踪，了解学生是否查过书，是否搞清楚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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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的问题需要探讨等。禁用有打击学生提问积极性和拒人千里的句子与语气，如

“这个问题我刚讲过＂。切实推进创新教育，保护和培养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倡导基于问题的探究性学习。  

3、学生对待爱提问同学的心理态度不一样，影响不一样，正面心理状态有积极影响，

反之，则有抑制作用。  

建议在科学教学中，引导学生建构学习共同体，在班级中设置问题箱或问题板，学会使

用元认知监控策略，随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如在学生中开展广泛讨论，让学生理解

“善于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创新的前提＂，引导学生从国家发展、民

族生存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要仅仅限于个人的小圈子，要营造积极的班风和学风，

让全体学生处于积极状态，形成共同提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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