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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纪梅

中山大学外国应用语言学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者”主讲教授

师生学习共同体的
构建要素和招数



思考题

当下和未来教师凭什么让学生尊重？

互联网时代学生为什么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跟规定
的教师读规定的教材？意义价值何在？

学生为什么逃课睡课拒课厌课？

学生评教必要吗？公平吗？老师敢让学生“弹幕”吗？

师生关系有危机吗？表现形式？怎么办？

问题是变革和创新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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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解决问题的能手吗？

逃课的课堂：出席率低，早退率高？

无为的课堂：无参与，无作为，无互动，无抬头率，

无眼球脑球效应？

不到场怎么办？点名？扣分？

不参与活动怎么办？“看你玩不跟你玩”！自high！

不回答怎么办？招数

不提问怎么办？招数

达不到预设目标怎么办？招数

分数是学生的命根，分数是老师的法宝！鼓励
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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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反思

教过你的老师哪些印象深刻？为什么？

哪些毫无记忆？为什么？

哪些反感讨厌？为什么？

怎样的老师讨学生喜欢？为什么？

怎样的老师令学生厌烦？为什么？

怎样的老师让学生低评？为什么？

觉悟归纳：讨喜的规律？讨厌的犯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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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价值反思

我为什么当老师：身份价值

我为什么在课堂：存在价值

我为什么教且教什么：功能价值

我要让学生喜欢我什么：学习价值（课值，学值，言值）

人格魅力，课程功力，教法张力，未来助力

我的课有无独特之处：市场价值

课程设置，课程设计，课程价值，独门绝技，口碑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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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师生关系

相处之道

胜任力

软实力

教学模式

应对招数

构建要素

达标条件

师生共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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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要求

问题导向，关联反思，探究研讨

四部分内容的关系

笔记、思考、参与、互动、归纳

思维导图勾勒展示“师生共同体”构建要素

（我的，你的，他们的）

构建师生共同体且付诸实践的计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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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生共同体”关键词（你认为）



一、“师生共同体”关键词（我分享）

教师：身份，角色，信念，观念，理念，实力

学生：人，心理特征，成长规律，方法能力，心智潜力

关系：心理需求，行为表现，常识规律，人际关系，利益关系

师生关系，教与学的关系，情与理的关系，

课堂：人群组成的网络，变数组成的场域，

生态因子结构的生态园，团队组织

教法：法理，法据，法力，法效

效益：生命质量，幸福指数，心智开放，学习力释放，

方法掌握，能力提升，未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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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
关系

你认为？



“师生关系”的定义（我分享）

什么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情和理的关系：先情后理，共情

利益关系：契约关系，合同关系，互利双赢

生存共同体：先有学生才有教师，谁跟谁，谁靠谁，

学习共同体：教学相长

学术共同体：学问方法：求学、治学、问学

生命共同体：生命质量，幸福指数，补脑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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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的关系

教育首先要眼里有人，而人的特点就是感性在前，理性在

后，情感上共情是首要的。情感上的接收和认可后，再来

理性的通达，才有认知的发展。

学生爱上你这个人，才会爱上你的课。亲其师，才能信其
道。

学会做事要先学会做人。做人要做得让人喜欢你；做事要

做得让人需要你。教师尤为如此。

我讲你听，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我付出就要有收益，而且要感觉得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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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例：人与人

例如：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雇员心理：

我跟着你能得到什么？收入（物质）

我跟着你能学到什么？收益（成长）

我跟着你能发展什么？收获（前景）

例如：顾客与商家的关系：

顾客心理：

我付的钱值吗？我买到需要的、心仪的、合适的商品了吗

2016/11/18 13



师与生，人与人的关系（你认为）



师与生，人与人（我的分享）

相互依赖的教学关系，相互利用的价值关系，

相互成就的人才发展效应，

学生的心理：

付出就要有回报：如何让学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得到
的回报？课业作品化，打分“明白账”例

青年人的叛逆心态本能：“你让我做的”我偏偏不做；
“我想要做的”我才做（引导与选择）

现代教师的高明：精于“偷懒”，善于“利用”，敢于赋
权，把学习的主权还给学生，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课堂的
主人，课程的主人，“我的课程我做主”，“我的课堂我
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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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你认为）



“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我分享）

人的需求，期望，动机，目的，动力本源

Human Being: 6 beings

CLA: care, love , attention

人的弱点本性：

惰性，惯性，依赖，逐利，面子，表现欲，竞争性

人与人的相互性：

依存，互补，互助，互利，比较，比拼，输赢；吸引，开

心，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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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性：人的价值体现

教师的价值是通过学生反映出来的。

医生的价值是通过病人反映出来的。

任何一个人的价值都是在群体和客体中得以反映的。

促进群体内部的共治和相互支持是很有必要的。

把群体内所有成员看成是完成组织使命的重要合作伙伴，
由每个个体承担责任，自主决策，自由磋商，达成一致，
执行才有积极性。因此不要“被教学”“被学习”“被上
课”。

2016/11/18 18



情和理的关系

投入什么：情感（“痴文化”“课痴”“教迷”）

“爱情”（母爱，师爱，慈爱，关爱）

“恋情”（教育之恋，大众情人）

为什么投入：专业，职业，事业，学生“上帝”

投入多少：全情全力，天道酬勤

怎样与学生“共情”：因需，应需，供需，“被需要”；
他向教，自向教；示强，示弱；移情，换位思维

收获：创造价值，创新教育，助人为乐，幸福感受，

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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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系的层级（你认为）



师生关系的层级（我分享）

低级：服从

中级：认同

高级：同化

（华东师大陈玉坤：1998）

行业老话：

学生爱上你这个人，才会爱上你的课。（魅力，高级）

加拿大教育家：

教育是恋爱他人成长的事业。（情结，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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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06

师生关系危机表现（你认为）



师生关系危机表现（我分享）

身份危机：

不再有“师道尊严”，凭什么较量和征服

课堂危机：

逃课，睡课，熬课，怕上课，人在课堂心在外， 拒绝听课，
投诉课，录音录像告状课

互动危机：不动，懒动，拒动，乱动

评教危机：低分，差评

怪老师还是怪学生？

2016/11/18 23



“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定义

教师作为职业和专业人士与教学对象的共同学习、实践和
发展的团体，为专业、学术、学习、生存、发展的目的开
展教学活动，包括知识、能力、智慧、素养

教师要当学习学术的“先生”：先知先觉先行者，

教师也要当学习学术的“后生”：与时俱进与后辈同学习

注重教师和学生的知识共建过程与结果

终生命题：谁谢谁？少了谁不行？谁成就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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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M

LOREM

LOREM

LOREM

LOREM

教师
角色

教师角色转变（你认为）



教师角色转变（我分享）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师生双主体的角色，“二重奏”

教师从“知识传授课本讲解者”转变为“学习指导者”

“协助者”“协作者”“促进者”“促成者”

在“学习型社会”，掌握知识举手之劳，知识碎片化随手
随处随时随便随意可得，教师要成为学习环境的设计者、
终身学习的引领者、知识筛选梳理创新者。

21世纪教师的教学胜任力：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审辩性
思考力、跨文化沟通力、学术给力和协作力、知识创造力。

在教师自我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协助学生构建个性化知识体
系和思维体系，完整的人格和传递社会价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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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师生相处之道1“四了解”（你认为）



师生相处之道1“四了解”（我分享）

1 了解“人”：所需，所好，所厌，所拒，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了解自己：发挥所长，尽展特长

3 了解学生：时代特征，评教规律，听课规律，

行为方式，最近发展区，已知

4 了解教学方法与人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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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相处之道2  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六给”



师生相处之道2  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六给”

1 给学生赋权：人性原理：“权利”给人动力与责任：

任务： 选题、组队、分工、检索、设计、制作、 修改、

展示、评价、业绩挣分全程

2 给学生刺激：教育原理“刺激-反应”：

欲望、动机、动力、感觉

3 给学生协助：脚手架，梯子，过程指导

4 给学生鼓励：亮点评价、潜力分析、分数

5 给学生机会：探究、表现、竞争、比较

6 给学生空间：不要包办，代劳，灌满，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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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相处之道3  利益驱动

让学生感觉到你爱他们（语言，神情，行为，交往方式）

让学生意识到你在帮他们的未来做准备（做男人，做女人
做职场人，做高素质公民）

让学生发现你的教法对他们成长有利（学方法，长智慧）

让学生体会到你的做法让他们可持续发展（检索法、梳理
法、笔记法，评价法，交流法、应用法、创造法）

夏纪梅2005-2016三校人文通识课程学生反馈摘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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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相处之道4  互利双赢

创造提供学习快乐源和收获感：

困而学之，学而知之，知而行之，行而悟之，悟而慧之，
慧而成之，成而乐之，乐而再学之

导学导干导思导研导人：“五导”讲座

导人先导己，强人先强己，立己达人

教学相长：怎样的教会导致怎样的学，怎样的学会反哺教

教研相益：for , in, of, as research, 研究学生、课堂、教
材、教法、关系、效益（“教学研究课题与方法”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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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同体构建前提1 关系意识

备课有没有备学生？Learning partner互动，合作，协作

教学设计有没有设计高质量问题？关联，导向，层次

课堂上有没有与学生真实的交流？（例：母亲节）

教学内容有没有与课文单元主题相关的思考？（例：克隆）

所涉及的专业有没有与生活、社会、人类和学生自身的关
联？（文理工农医，数理化生地，文史哲，人社法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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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同体构建前提2  生态意识

生态定义：人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的多样性

教育生态：师生关系，教学环境

例如：教师的生态语言：你，我，我们

Do you understand?

Have I made myself clear?

Let’s review the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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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同体构建前提2  生态意识（续）

例如：生态课堂中的生态因子

阳光，土壤，种子，养分，耕耘，时节，温度，活力，长
势，收成

例如：教学生态链条：

输入-内化-输出-发现-再输入；输出-发现-输入-再输出；

已知-新知-未知-识知-共知

例如：生态思维的多样性：

多向度，多维度，多层次，个性化，辩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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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胜任力： 关系软实力（你认为）

01

04

05

02
03



二、教师胜任力： 关系软实力（我分享）

领导力

执行力

组织力

驱动力

管理力

学习力

亲和力

演讲力

教育学，心理学

交际学，语言学

人类学，社会学

管理学，组织学

生态学，行为学

领导学

营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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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系在课堂

有人：思想共振 而非 只有课本

有事：知识共建 只有教师在忙

有才：各展才艺 只有听讲观看

有利：互动双赢 不知所谓

有福：青春滋润 折腾折磨

幸福指数：学生反哺 学识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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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1  领导力

教师是“课堂经理”：计划决策，管事理人，保证效益

教师是专业团体成员及其领队：高绩效团队领导力：

1）专业影响力：影响学生，影响同行，影响社会

2）学习社群组织能力：创设积极主动学习的环境和条件，

能够分析诊断问题，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领导力，

组织管理课堂活动，促进学生成长的能力；

3）教学改革创新引领力：敢于善于自我赋权，敢于善于推陈

出新，知识能力素养理念行为的表率力；变革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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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女性情商与卓越领导力”培训班

2016年8月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合办，培训内容与发展能力目标：

Personality, Leadership Style, and Individual Leader
Performance

Mentoring and Coaching Others

Strategy: Development in Uncertainty

Leading Innovation: Fail Early & Often

How Powerful Women Communicate

Leading Teams During Crisis Management

Gender & Negotiations: Getting to Yes Collaboratively

From Autocrat自作主张 to Advisor: Decision Making For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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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2  组织力（你认为）

01 02

04 03



关系软实力2  组织力（我分享）

分组法：同质，异质，立场观点派别，组内，组间

讨论法：主持人，讨论人，记录人，代表发言人，专题

交流法：单人，团队，接龙，追问，反问，辩论

展示法：ppt, 自拍录像，访谈，调查，视频节选，新闻，

案例，文献综述，观点碰撞，互动活动，

评价法：自评，互评，点评，评价标准，评价记录，评分

课堂状态：形散神不散，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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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3  驱动力（你认为）

01

02

03

04

05



关系软实力3  驱动力（我分享）

外动力：目标，压力，任务，分数

内动力：表现，挣分

自动力：自觉性，自主性，自律

原动力：竞争，欲望，利益

合动力：师生，生生，团队内，团队外，团队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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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4：学习力

第一生存力：

求生必然求学：人类社会发展史，民俗村落，百姓人家，
祖辈相传，学堂学校（小笑话）

学习方法：

调用已知-发现新知-探索未知-应用识知-共建共知-创新知
识

学习习惯：自主，合作，交流，展示所学

学习气场：比较比拼，跃跃欲试，你追我赶；刺激-反应；

思维品质培育：评判，分析，提问追问，想象，假设，推
理，论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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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5  演讲力（你认为）



关系软实力5  演讲力（我分享）

开场的艺术：

课堂头5分钟的精彩，热身，导引，激发兴趣，启发思考

叙事型：自我关联，案例故事

悬念型：故弄玄虚，欲擒故纵

质疑型：旧知识，旧结论，旧发现

引用名言：名人，权威，成功人士，老话，俗语

触类旁通：交叉学科，其他学科，现象

举一反三

视频动画：有话可说，想说，会说，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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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6  亲和力

上课前：嘘寒问暖，个别交谈

课堂里：笑容可掬，穿梭游走，眼神交流，近距离问答

征询看法，不包场，不垄断，不自说自话

下课前：征询评价，虚心讨教；意犹未尽，扩展课程

课程评价：一张纸片，一句话，一个疑问

布置任务：延伸话题，追问深思，联系实际反思。

寻找更多差异案例，证据

建立qq群，博客，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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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7   管理力

应对课堂状态的策略：

不回答问题者：不会回答？

请人帮忙，照着复述

不参与活动者：与己无关？

让每人有关：involved, engaged, noting task

不作贡献者：无所谓？

让他有所为，有为才有位（分）

不表态者：不举手？

评价：无立场，无观点，“无思想：问题严重”；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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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7   管理力（续）

管理原则：

惩罚只会阻止人不做什么，奖励能够激励人主动积极做应
该做的事情。

让学生明白自我损失代价：迟到，不参与讨论，不对课程
做贡献，不愿意花时间精力设计和制作作品，拒绝采用类
似现当代的学习方法和模式，都是自己的损失，最大的自
我惩罚，对学费的浪费，对自己不负责任，

课程导学和总结要反复强调形成性评价考核的分数权重，
出现不及格者来质疑责问求情的，重述规矩，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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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8  执行力（我分享）

“四不”：

1 不刻板：不照本宣科，不作教材的奴隶

2 不固化：不年复一年重复一种某种模式或方法

3 不守旧：与时俱进，与时俱变

“不要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学生去应对明天”

4 不一统；不苛求统一步伐，统一进度，统一模式，
统一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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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软实力8  执行力（续）

“四要”：

1 要创新：课程，教法，考法，评法，研法

2 要应需：特定的学生，专业，社会，职场

3 要变通：计划不如变化快，

wisdom + smartness

要个性化：有特色，有口碑，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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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你已知）



三、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我分享）

PBL: problem-based ,project-based, process-based,

TBL: task-based Learning

IBL: inquiry-based, issue-based learning

OBL: outcome-based, bottom-up, out-put driven

MAL: mobile-assisted learning

Flipped –up, Blended class

Student-centered: holistic development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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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构建招数1 思维导图（画法种类）



共同体构建招数1 思维导图（画法种类）

1. 层级图 2因果图 3 枝干图 4 树形图

5 三角图 6 气泡图 7 饼形图 8 圆环图

9 金字塔形图 10 阳光图 11 冰山图

12 房屋图，13 桥梁图，14 鱼骨图，15 眼镜图，

16 树冠图，17 齿轮图 18 链条图

19 维度图 20 互动图 21 栏目图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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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构建招数1 思维导图

思维思路显性化：阅读，写作，创作，反思，归纳，梳理

思想交流显性化：图式展示，口头表述，讨论辩论，完善

例如：三角图：反思“师生课”：点，线，角，面

例如：任务链：教师作用，学生作为

例如：输出导向学习模式：输出-发现-输入-再输出

例如：审辩式阅读与创意性写作互动

例如：课业作品化制作前思路

例如：饼形图：形成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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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构建招数2 个性化教学杀手锏



共同体构建招数2 个性化教学杀手锏

善于创设悬念：你想知道吗？为什么如此这般？为什么不？

善于提出思考题：主题思考，关联思考，反思，质疑

善于追问：为什么？证明？案例？事实？观点？漏洞？

善于比喻：相似性，原理性

善于关联：自我关联，关联学生，关联社会，关联未来

例如，“性别课”对社会性别的形成、期待、偏见、关系，
婚姻的成功与失败的规则，“职场课”的人才比拼的角逐
和选拔过程的语言能力、智慧交锋能力，判断能力；“跨
文化课”的知己知彼，信息传导，意义解构，交际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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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构建招数3：教法创新

教有教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各施其法，自有教法

教法必有据，有招，有利，有效，有口碑，有不可替代性，
每次上课都重复同样流程，还是每次上课都有新鲜感？

教学活动设计的学习、借鉴、研究、投入，心计，功夫，
技巧，快乐，发现

教师自己的教学不创新，如何培养创新人才？

托题激思，顺势开源，蓄势开凿，采集脑矿

教学法：methodology, approach, method, technique,

skills 道法，大法，小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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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构建招数4  对学生有利

笔记法师生同做：类同于学术性，职场化的基本功

学生作品分享交流：刺激，样板，说服力，比拼，表现，
显性化，可持续性，可比性，可档案化

课堂的活力，教师的魅力，课程的功力与张力，思绪的延
伸力：

一堂课时间分配：热身，导入，指令，互动合作活动，分
享交流，评价，反思（翻转课堂图，微课图，课堂时间分
配图）不让学生闲着，眼耳脑手心并用，忙而有序

以“离开课堂离开学校还能独立或合作解决问题”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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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构建招数5：立规矩守规约

准时上课下课：

等迟到者是对准时到者的惩罚，提前下课是对学生学时的
贪污，超时下课是对学生时间的占用

导课和课程总结必含考评方法评分标准，课中反复强调考
核评价标准与要求

各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学分态度决定学习态度和行为，
例如选修课通识课“及格”标准和“高分”标准之区别，
分值1.2，1.0，0.8区分原因，听课，参与，作品各自的权
重及其价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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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构建招数6  同心同德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你想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
待别人，教师参加培训的感受，体验学生感受

个性化差异意识：别人不一定想成为你希望的样子：别人
希望你怎么对待他们，你就怎么对待他们，分别对待，

把学生看成一个个being: 慧心教育自己要成为慧心教师，
启迪心智，构建慧心课堂，布置慧心作业

把学生看成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不同物种的存在，
就像没有一片叶子是一模一样的，但一定有共性，准确把
握人的共性需求

把学生当做恋爱对象：看到美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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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系案例及其启示

谁该谢谁？

小学、中学、大学、博士、医生：“你仍然是我最好的老
师”及其结局（美国经典案例：一生此师足矣）

苏步青与古绍豪：“你比我强，但还有不如我的地方”

夏纪梅：“你们学到的远比我讲的和课本的多得多”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西南联大）

师徒关系，“偷师”（六祖慧能，华罗庚）

教师讲课质量由不得学生评价（供审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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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教和不会教的老师本质区别（微信）

1-会教的老师能把复杂的教材教简单了；不会教的教师则会
把简单的知识教复杂了。

2-会教的老师能把难学的知识教容易了；不会教的老师则会
把很容易的知识教难了。

3-会教的老师上课跟着学生走；不会教的老师则始终牵着学
生跟着老师走。

4-会教的老师自己悠闲让学生忙；不会教的老师则让学生没
事自己忙。

5-会教的老师希望听到学生的独立见解；不会教的老师生怕
学生的回答跟老师预想的答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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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教的老师不怕学生答错了；不会教的老师生怕学生答错
了。

7-会教的老师喜欢对学生说：“说说你是怎么理解的？”；
不会教的老师总是说“谁来回答？”

8-会教的老师让学生自己读书去发现、总结；不会教的老师
把自己的答案端给学生。

9-会教的老师心里始终装着学生；不会教的老师心里只有教
案。

10-会教的老师把时间尽量留给学生；不会教的老师喜欢自己
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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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会教的老师敢于让学生质疑问难；不会教的老师生怕课堂“节外生
枝”。

12-会教的老师关注学生的思维方法；不会教的老师只关注学生“听了没
有”。

13-会教的老师尊重并珍惜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不会教的老师总是把学
生看得什么都不懂。

14-会教的老师重视问题的思维价值；不会教的老师追求学生的脱口而出。

15-会教的老师把教后反思当做课堂的延续；不会教的老师教完课就“万
事大吉”了。

16-会教的老师引导学生联系课文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会教的老师只满足
于让学生从课文中找现成的答案。

17-会教的老师让学生去发现、纠正老师出现的错误知识；不会教的老师
把自己教错的东西悄悄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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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会教的老师为学生搭建展示的舞台；不会教的老师千方百计让学生配
合自己。

19-会教的老师常常装作不懂；不会教的老师喜欢不懂装懂。

20-会教的老师抓重点，抓关键；不会教的老师喜欢面面俱到，漫天刷糨。

21-会教的老师教方法，教习惯；不会教的老师教知识，教答案。

22-会教的老师教出自己的风格；不会教的老师千方百计效仿别人。

23-会教的老师思路清晰；不会教的老师领着学生转迷魂阵。

24-会教的老师吸收优秀教法的思想精髓，课堂上灵活应用；不会教的老
师学习优秀教法的皮毛，课堂上照搬别人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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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会教的老师善于倾听学生的读书、发言，从中寻找教学的
良机；不会教的老师瞅着学生读书、发言的空当去忙自己
的事情。

26-会教的老师善于发现学生的创造思维，及时点燃那些思维
的火花；不会教的老师只关心学生的回答是否完整。

27-会教的老师期待潜心读书后的深度思考；不会教的老师满
足于摘取文本的对答如流。

28-会教的老师作业卷子当天批、当天评、当天改；不会教的
作业、卷子做完了就没事了，做的对错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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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会教的老师课堂上关注后进生，课下个别辅导；不会教的
只满足于大堂讲，谁会谁不会心里完全没底。

30-会教的老师不仅带领学生学习知识，而且重视学生书写、
表达等方面的习惯养成；不会教的只管学生的答案对还是
不对。

31-会教的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分类布置作业，让每个学
生都能轻松完成作业；不会教的作业布置一刀切。

32-会教的老师对学生说；这道题是有点难度，不要焦急，把
题目再仔细读读，还不会的话，咱们再一块儿来研究研究；
不会教的老师对学生说：怎么这么笨呀，连这么简单的题
都做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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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启示

“能干妈妈懒女儿”

语文“三不教”

个性化教育：“狗尾巴草”的美丽

个性化评分：想要“学分”还是想要“学能”：不同分数

自我负责：没人必须对你负责，是你遵守规则，规则不会
随你

杜威“学校即社会”，教师和家长不教不严，社会来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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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语录精华摘选

Nothing that is worth knowing can be taught.

• 任何值得学的东西都不是靠教会的。

• The true test is not to test what you know but what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 真正的考试不是考你所知道的东西，而是考你不知怎么办
的事情。

Education is not giving facts but training minds.

教育不是给知识，而是训练心智。（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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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质量分类

明师（明理）

慧师（慧心）

经师（能者）

导师（导学）

名师（心中）

设计师（课程）

咨询师（解惑）

灵魂工程师

助学者

教书棍（混）

教书人（呆）

讲课人（单）

照本宣科（本本）

过度负责（保姆）

统一计划（刻板）

课程被动执行者（要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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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必备（你认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师生学习共同体比喻（我分享）

工业：齿轮，车间，工作坊；非“流水线”“仓库”

农业：生态园，生态因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林业：榕树一树成林，上层中层底层

市场：顾客买家，商品卖家，商品产品，营销方式，

产品说明书，产品质检，广告，价位，销售环境

江河：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后浪推前浪，荡涤陈腐勇往直前

教练与运动员：运动场比赛场上出成绩

火把与火种：点燃

游戏玩具：乐高lego，组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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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身说法

学生访谈录：

为什么您和学生相处这么好？

我和学生相处的感受心得：

以生为本，为生而为，爱生如己，育生为人。

建立师生10种关系，

产生10种效应，

明白1个真理命题

2016/11/18 77



夏氏师生关系

1）施爱和受爱的关系，相互爱恋的效应（教育家语录）

2）共同发展的关系：磁场效应

3）一棵榕树千条根须的关系，一树成林的榕树效应（图）

4）一个大脑和群体大脑的关系，链条效应，齿轮效应（图）

5）园丁和种子苗木的关系，生态效应（图）

6）供需关系，市场效应（图示）AIDA

7）他我关系：心理需求效应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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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氏师生关系（续）

8）一桶水和一条江的关系，流水效应（图）

9）互动关系：互利双赢效应（图）

10）恩德关系：给力扶持与才智反哺积极循环终身发展效应

• 真理命题：谁谢谁？谁成就了谁？

2005-16年三校（中山大学，大理学院，华中农业大学）
本科学生课程反馈中归纳发现学生的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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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定义

“提高教育过程中人的生命质量和幸福指数”。

学生反馈：

“老师，你的课很特别，你的教学风格很特别”

“你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

“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

“上您的课我很享受”！

“没想到，我报选你的课会有如此大的收益。期待多开这
样的课，课时再多些，让更多的同学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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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悟

我给学生什么了？学生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了？我从学生那
里获得什么了？“我和学生都期待和享受我的课”！

我和学生不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而是一起享受教学过
程的快乐人。

学生读死书往往是教师教死书的结果。不教死书

学生怠学往往是教师厌教的结果。爱教乐教

严要严而有道。爱要爱的得法。

教师教学不要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好为人师；学生也是
老师！

大学教师不能只管自己的科研不管学生的前途，对不起自
己的职业“上帝”生存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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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效应

论教师与学生论教师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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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效应

师和生，生和生，教和学，学生与人才，课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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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学生

课
程

教
法

教材
条件

环
境

测
试

学校

市场效应（比喻）

市场
顾客
商家
商品
营销
说明书
质检

AIDA: attention, interest, desire, action!

../广东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班讲座/教师.ppt
../广东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班讲座/学生.ppt
../广东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班讲座/课程.ppt
../广东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班讲座/教法.ppt
../广东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班讲座/教材.ppt
../广东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班讲座/条件.ppt
../广东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班讲座/环境.ppt
../广东教育学院教师培训班讲座/测试.ppt


图示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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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学什么？怎样学？
问 问什么？ 谁来问？
思 思什么？怎样思？
辨 辩什么？为何辨？
行 怎样行？怎样才能行？

师生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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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学的实践模式
PBL, TBL, IBL, AL, EL, DIY

教师的台前幕后忙有所值

意义
目标
要求

模式
示范
评价

布置
分工
实践

指导
修改
运作

评价
评分
建议

反思
反馈
总结

翻转课堂：学生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教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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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L/PBL/IBL Process & Results

学生：“我的课程我做主”！

概念

知识

背景

读写干

展示

Presentation

demonstration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competition

evaluation

contribution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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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dles and Courage

非自己过不可的障碍

信心
技能

投入

教师的鼓励与协助 Yes,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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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20%

信息技能

20%

合作技能

20%

沟通技能

20%

综合素质

20%

人才赛场上的比拼冲刺
real-world like
智慧技能，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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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同一个大目标奋勇争先
不干怎么知道谁能谁不能？

应
用
知
识
完
成
任
务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能不能做到，试过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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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记录、评论、改进、收益
眼耳手脑并用

narration

这个团队在做
什么

suggestion

假如让我来做，
我的想法和建议

comment

我对他们行动
的反应思考

Teacher’s 

comment

依据权威标准

evaluation

我对他们的作
品、展示、组织、
互动的水平评价

achievement

我发现了什么
我学到了什么

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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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梳理“师生学习共同体”

天地人：天人合一，课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

“教”与“学”的共建关系

“学习力”与“学习效能”的因果关系

师生学习共同体（要素，链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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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课人合一

你认为

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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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生
态

天

地 人



例：“课人合一”与“语思融合”的外语教
学

教育生态

师课关系

学生对课程的需求、

语言技能、思维品质，

核心素养

共同体：

生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生命共同体

设计，选择，挖掘，

延伸，关联，创新，

挑战，发展

天：学生

地：课程 人：教师



即场手绘思维导图

“教”与“学”的共建关系图

“学习力”与“学习效能”的因果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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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学习共同体

师生关
系相处
之道

胜任力
软实力

互动共
建教学
模式

应对

招数

构建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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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

师生关系：八种关系

相处之道：八道

关系软实力：八力

互动共建教学模式：八种模式

应对难题的招数：八招

构建共同体的要素：八知

知识，知人，知己，知行，知世，知时，

知道，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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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能不能做到？

知道不等于做到！

能不能做好？

做过不等于做好！

心动不如行动：你想从哪里入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瞧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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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实践思路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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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相关学习领域

Leadership studies领导力研究（耶鲁大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组织行为学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leadership行为科学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管理与市场学

《当代教师领导力研究》李华，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2013

2016/11/18 101



保持联系，相互给力，成果分享

夏纪梅，中山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1808800133@qq.com, 教育部高校教师网培中心主页

http://www.enetedu.com 专家工作坊答疑

电话18675959153

更多讲座专题系列：

已有：慧心课堂，思维导图，师生共同体，教学研究，有
效教学理论与实践，青年教师发展规划，翻转课堂，微课
设计，审辩思维，行动研究等；将有：教育生态，阳光导
师，成果导向，核心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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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交流分享，敬请讨论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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