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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课堂提问有效性是教学有效性的具体体现 ,课堂提问有效性的标准应从学生学

习和教师教学两个角度 9个方面加以确立 。有效的课堂提问应包括问题设计 、提问 、候答 、叫答 、

理答五个环节 ,问题设计应注意明确问题的类型与层次 ,增强问题设计的针对性;提问时要表述

清晰 、简洁 ,富有启发性 ,问题少量;候答时要留有足够的时间并灵活运用;叫答时要尽量扩大学

生的参与力度;理答时注意澄清 、追问 、转问 、悬置等策略的运用 。课堂提问的有效性可以通过

51123观察量表进行分析和观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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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课堂提问有效性的标准

课堂提问有效性是教学有效性的具体体现 ,教

学有效性的理念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初美国人泰

勒发起的 “科学管理运动 ”,后因太注重技术控制而

备受诟病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内核的合理性 。

也就是说 ,追求教学的效率和效益 ,是任何时候的教

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至于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也

应当是追求效率和效益为原则的 ,虽然 ,衡量课题提

问有效性的角度不一 ,标准也就不同 ,但我们认为 ,

课堂教学中 ,课堂行为者———师生———的活动效果

应当是最主要的参照尺度 ,如果从师生活动效果来

看 ,课堂提问有效性标准应当从两个角度 9个方面

加以衡量。

(一)学生学习效果

1.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其求知欲和探

求欲;

2.促进了学生的思考 ,提高了思维水平;

3.就某问题的相关内容与教师和同学交流后 ,

知识得以丰富 ,技能得以提高;

4.培养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5.乐于参与交流 ,提高了信息交流效益。

以上 5个方面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的 ,具体

体现为知识的丰富 、智能的提高 、情意的陶冶和人际

的和谐 ,课堂中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也是发展的主

体 ,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 ,这些方面得以完成 ,课堂

提问也就达到了教学的效率和效益的双提高 。

(二)教师教学效果

1.能及时了解学情 ,相机调整教学环节与教学

方法;

2.能掌握预设目标的完成情况 ,引导生成目标

的完成;

3.增进了学生的参与度 ,体现出教学的公平公

正;

4.课堂教学能力得以提升 ,教师专业素养得以

提高 。

以上 4个方面是以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师的专

业发展为主要参照的 ,任何时期任何理念指导下的

一堂课都不可能回避教学任务这一问题 ,尽管教学

任务完成的多少有别 ,预设目标实现的程度有异 ,但

一堂好课都需先 “胸有成竹 ”, 然后才会 “势如破

竹”,毫无目的 ,随波逐流的课堂是无效的 。同时 ,在

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 ,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促进师

生交流 ,教学相长 ,教师的授课能力得以提高 ,也是

课堂提问有效的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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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堂提问有效性的实施策略

按照课堂提问程序 ,课堂提问应包括问题设计 、

提问 、候答 、叫答 、理答五个环节 ,下面 ,分别从这五

个环节来探讨课堂提问有效性的实施策略 。

(一)问题设计的有效性策略

1.明确问题的类型与层次。

在设计问题时 ,必须根据想要获得答案的性质

和学生的思维水平来考虑问题的类型与层次。问题

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 ,若按问题的性质划分 ,可

分为启发性的问题和灌输性的问题 ,形式性的问题

和实质性的问题 ,有意义的问题和无意义的问题 ,引

导性的问题和控制性的问题;若按问题的内容划分 ,

可分为实事性问题 ,即要求学生陈述某一个实事 ,解

释说明性问题 ,即要求学生对某一事物作出说明或

阐释 ,规范性问题 ,即该问题可能和学生的学习内容

无关 ,但可以规范学生的言行 ,维护课堂纪律。我们

认为 ,问题的设计主要是用来促进学生思考的 , 因

此 ,从思维的角度来明确问题的类型和层次是更科

学的。

从要求学生达到何种程度的思维水平来看 ,可

分为低层次问题和高层次问题。低层次问题要求学

生使用理解性知识来回答 ,学生可以使用现存知识 ,

回忆并重述已有知识经验 、重组认知结构等形式来

回答;高层次问题则要求学生在已有认知基础上 ,经

过分析 、综合与评价 ,具有更加复杂和原创的思考。

根据学生回答答案时的思维方式 ,可将问题分

为聚合式问题与发散式问题。聚合式问题多是有一

个或一组比较明确的答案 ,如 “什么时间 ”、“什么地

方 ”、“什么人 ”等问题都属于聚合式的问题 ,这类问

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强化课堂教学中的重

点和难点。发散式问题则要求思维从一个明确的信

息转向各不相同但却合理的答案 ,这类问题有助于

激活学生的思维 。

根据思维在问题中所占的比重 ,可分为内容性

问题和加工性问题。内容性问题是指直接关注所学

知识和处理所学的信息 ,这些知识和信息都可以从

文本中找到 ,而且通常教师脑海中已有了正确的答

案 ,它常与低层次的认知过程相关 ,由于强调学习内

容 ,所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加工性问题

不太强调答案的正确性 ,更多的是关注于让学生从

不同的侧面 、创造性或以复杂的方式来思考 ,这类问

题与学生的学业成绩的关联度相对低一些 ,但它们

却能够提高学生的思考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

此 ,也多是一些高层次的和发散式的问题 。

2.增强问题设计的针对性 。

教师在授课时 ,应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学习

目的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类型层次的问题 ,并注意

将所提问问题的类型与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认知发展

水平有效结合起来。在教学中 ,很多教师都依赖低

层次 、聚合型 、内容性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即使设计

再巧妙 ,也无助于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 ,这也是很多

课堂提问无效或低效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 ,当教学

目标和学习目标较简单时 ,用低层次的问题就可以

了 ,当教学目标和学习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思维能

力时 ,就应有意识地设计一些高层次 、发散型 、加工

性的问题 ,这样才会促进学生的深入思考 ,进而培养

了其思维力及对学习内容的深度加工。

(二)提问的有效性策略

1.表述清晰 、简洁。如果想使提问变得有效 ,在

陈述问题时表述必须清晰 、简洁。这就要求教师在

提问时可以采取如下策略:使用简洁自然的 、与学生

认知水平相符合的课堂语言 ,而不是日常语言或太

专业的学术语言;提问仅包括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所

需要的词汇和等待学生处理的信息 ,不包括无关的

词语;问题最好是提前预设的 ,而不是 “兴之所致”。

2.富有启发。在提问过程中 ,教师尽量避免问

一些只有唯一答案或修饰性强 、可有可无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时会让学生不用思考就能回答 ,影响了

思考的质量 ,教师在提问时可以采用发人深思的语

气和方式促使学生不要急于回答问题 ,同时 ,再用一

些启发性的话语促进其深入思考。

3.问题少量。在提问时 ,教师要尽量做到少而

精 ,那些理解 、记忆类的问题 ,除去涉及高认知水平

问题做铺垫的记忆类知识外 ,大多可以略去。因为

教师课堂提问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检测学生对知识点

的拥有量 ,而在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和深入思考。

若提问问题过多 ,一则 ,容易出现 “满堂问” ,过多的

问题使教学出现分散化倾向 ,冲淡了教学过程的逻

辑性;二则 ,问题一多 ,答问时间必短 ,即使教师所提

问的问题是高水平的 ,因为时间有限 ,也会影响学生

的思考。

(三)候答的有效性策略

1.留有足够的候答时间。候答时间包括两个环

节 ,一是教师提问和学生反应之间的暂停 ,一是学生

反应和教师反馈之间的暂停 。在课堂提问中 ,许多

教师都急着让学生回答 ,中间没有候答时间或候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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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很短 ,这容易导致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无

法有效回答 ,而且可能有一部分学生会因此而失去

信心 ,不再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有学者研究发现 ,许

多低效教师在提问之后和学生回答之前的暂停不过

1秒钟 ,而有效教师在提问之后和学生回答之前的暂

停 ,根据问题类型不同有 3到 10秒钟。因此 ,留有

足够的候答时间 ,可以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问题的

思考之中 ,特别是对一些 “学困生 ”将更有帮助 , 这

样 ,师生之间及生生之间的积极互动将大量增加 ,课

堂提问的有效性也大幅度提高 。

2.灵活运用候答时间 。有了候答时间了 ,又该

如何运用呢 ?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第一 ,做些规定防

止学生把答案脱口而出 ,因为脱口而出将阻碍教师

对提问后候答时间的控制 ,同时使有些学生逃避思

考;第二 ,在提出问题后 ,扫视全班 ,并默数 5-10个

数 ,然后再提问;第三 ,在学生还没回答完之前 ,即使

回答错误也尽量不要打断他们 , 等回答完之后 , 暂

停 ,用几秒钟的时间想一下他们的答案并允许其他

学生做出判断 ,同时考虑如何反馈。

(四)叫答的有效性策略

1.扩大课堂参与 。如何使学生最大限度的参与

到教学活动中 ,是课堂教学目标得以完成的重要体

现之一 ,同时 ,也是教育与教学公平的重要体现 。在

很多情况下 ,教师多是让举手的同学回答问题 ,因经

常被叫答 ,这部分同学会被教师越来越关注 ,被叫答

的机会更多 ,而不举手的同学因为不会回答或者没

有勇气举手 ,则容易被教师忽视 ,长此以往 ,回答机

会会被 “垄断 ”,造成了教育的不公。为此 ,教师在叫

答时 ,应扩大课堂参与 ,力求所有学生都对问题能做

出反应 ,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有成功回答的平等机会 。

2.变换叫答技巧 。为了保证提问发挥平等的作

用 ,体现教学的公平 ,教师可以经常变换叫答技巧 。

如教师可以在每张小卡片上写下每个学生的名字 ,

然后随机抽取一张 ,这样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和教

师交流 ,并取得成功的计会 ,并且也为教师提供了掌

握学生是否理解所学知识的机会 。同时 ,为了维持

他们对课堂的参与 ,要让所有学生保持警觉 ,使他们

意识到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叫到 ,变换叫答技

巧以随机叫学生来回答下面的问题也不失为一个好

方法。

(五)理答的有效性策略

所谓理答 ,是指教师对学生回答的应答和反馈 。

教师的理答 ,直接关系到学生回答问题时的积极性 ,

影响到课堂上学生的参与成功与否 ,并影响教师的

长期教学效果。低效的理答是 “好的 ”或者 “嗯 …

嗯”这样常规性词语。有效理答 ,通常采用如下方

法:第一 ,当学生充满自信的回答并回答正确时 ,接

受他的回答 ,适度表扬 ,然后继续教学;第二 ,当学生

回答正确但犹豫自己回答是否正确时 ,向学生提供

反馈或暗示 ,并在继续教学之前 ,让学生明白;第三 ,

当学生充满自信但回答错误时 ,应强化他的最初努

力 ,然后用另外有些问题来帮助学生获取正确答案 ,

避免直接给学生呈示正确答案或叫另一个学生回

答;第四 ,当一个学生因粗心大意没有回答正确时 ,

给出正确答案并继续教学 ,不要花费过多时间去纠

正一个错误答案。此外 ,在学生没有正确回答或者

缺乏自信的回答时 ,教师还可以采取如下一些理答

策略 。

1.澄清 。澄清 ,即用不同的术语重新陈述同一

个问题。当学生无法回答教师的问题时 ,常常因为

原问题的措词不当 ,学生难以理解 ,这时 ,教师就必

须借助澄清的方式使原问题变得清晰 、简单 ,这样学

生就能更好地把握住问题的关键点 。

2.追问 。追问 ,即向回答问题的学生提一个或

几个额外的问题以帮助他们回答正确或提升回答水

平。通常 ,教师会问一些聚合式 、内容性或低认知水

平的问题 ,即使教师问一个高层次或发散式的问题 ,

绝大部分学生也会用低层次的 、聚合式的答案作答。

这时可以采用追问以促进学生进入高层次的探索过

程。方法如:让学生解释一下他为何这样回答 ,让学

生举个类似的例子 ,让他描述一下如果问题的重点

变了 ,他们又该怎样回答 ,等等 。

3.转问 。转问 ,即让另一个学生来回答同一个

问题 。在学生回答错误但由不需要追问时 ,教师可

使用这种策略。这种方式对于成就动机很强的学生

非常有效 ,他们受到挑战会更加努力学习 ,但对于一

些比较爱面子的同学来说 ,有时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

他们可能感受到了伤害甚至是侮辱 ,从而导致自我

概念 、学习动机 、课堂参与的下降。

4.悬置 。如果遇到的问题 ,师生无法当课堂共

同解决 ,教师应当诚恳地 、实事求是地告诉学生 ,并

建议师生共同查阅有关资料 ,共同探寻和研究 ,并在

后续的教学中提及和解决 ,切忌敷衍 ,更不可恼怒。

理答的悬置策略是保证课堂提问有效的方式之一 ,

在随后的教学中提及到该问题 ,一方面体现出教师

对该问题的重视和负责 ,另一方面 ,也可以让学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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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对教学的贡献 ,产生成就感和自豪感 ,提高了

他们课堂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而促进了他们

学业成绩的提高和思维水平的发展。

在注意以上这些策略时 ,课堂提问的有效性也

离不开教师一些非言语行为的帮助 ,如注意认真倾

听学生的回答 ,以和颜悦色的态度对待学生 ,点头微

笑表示赞许 ,摇头表示否定等等 ,这些非言语行为都

可以帮助课堂提问将 “有效 ”进行到底 。

三 、课堂提问有效性的观察 -51123观察表的设

计

课堂提问有效与否 ,一方面需要教师自己的精

心设计 、实施和总结 ,另一方面 ,还需要其他教师以

研究者的身份和 “局外人 ”的眼光进入课堂 ,通过观

察 、记录 、分析进行研究 ,这样将更会增加课堂提问

有效性的可测性 、可控性与长期发展性 。在对上述

课堂提问有效性标准及实施策略的基础上 ,我们设

计了如下表格 ,以便于教师对课堂提问进行有效观

察 ,该观察表公设计了 5个观察维度 , 11个观察点 ,

23个观察指标 ,姑且称之为课堂提问有效性 51123

观察表 。
课堂提问有效性 51123观察表

观察

维度
观察点 观察指标 具体呈现

问题

设计

类型与层次

针对性

1.思维水平:低层次问题还是高层次问题

2.思维方式:聚合式问题还是发散式问题

3.思维比重:内容性问题还是加工性问题

1.针对教学任务中的哪一部分

2.针对学生中的哪部分群体

提问

清晰性

启发性

少量性

1.与授课内容直接相关

2.仅包括学生在回答该问题时所需的词汇 、术语

3.用语简洁自然 、明确 ,与学生认知水平相符

1.答案的非简单应答性

2.答案的非唯一性

3.答案的非修饰性

4.答案的非自答性

1.问题数量

候答 时间
1.教师提问和学生反应之间的暂停时间

2.学生回答和教师反馈之间的暂停时间

叫答 课堂参与
1.参与的对象 、次数 、时间

2.叫答的方式与技巧

理答

澄清

追问

转问

悬置

1.用不同的术语重新陈述同一个问题的数量

1.让学生解释这样回答的原因

2.让学生举例解释

1.让另一个学生回答同一问题的数量及解决技巧

1.对待悬置问题的态度

2.问题的数量及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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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ivenessofclassroominquiry:standardstrategyandobservation

SHAOHu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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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ffectivenessofclassroominquiryisaconcretemanifestationofteachingeffectiveness, Andits

standardshouldbeestablishfromtwoanglesnineaspectsinwhichthestudent′sstudyingandteacher′steaching,

theeffectiveclassroominquiryshouldincludethequestiondesign, theinquiry, callstoanswer, theprincipleto

answerfivelinks.Thequestiondesignshouldpayattentiontothetypeandlevelofthequestionandenhancethe

pointedness.Toexpressthequestioninaclear, conciseandenlightedway, andkeeptheamountofquestions.A-

designateshouldbehavesufficienttimeandflexibility;Acalltobeshouldmaximizetheinvolvementofstudents;

Arationaleforattentiontoclarifywhen, asked, toask, suchassuspensionoftheuseofstrategy.Theclassroom

inquiry′seffectivenessmaythrough51123observequestionairetocarryontheanalysisandthe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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