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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riented teaching mode is a new teaching direction of new curriculum reform, 
aiming at training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areer. The history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badly in need of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 Combined with relevant teaching practice, it gives students enough learning space and 
achieves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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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型教学模式是新课改的新教学方向，旨在培养综合性历史人才，推动历史事业发

展。高校历史教学急需研究型教学模式，结合相关教学实践，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空间，进

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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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学科旨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感并提升德育思想，有助于其综合素质提高。高校历史教学虽

然内在逐渐进步，但是一直以来都存在部分难题未能得到解决。例如历史教学过程中无法制

定具体的教学目标，一旦拓展知识点，就可能导致课时短缺。同时，历史教学过于重视传授

历史知识，仅仅将知识停留于教材内部，忽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此

外，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较少，学术活动较为匮乏，不仅难以结合专业学习，而且容易导致学

生丧失学习主动性。以上问题不反映出传统高校历史教学的弊端。传统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

上强调传承性以及封闭性，但是忽略创造性以及个性化发展，教学手段更偏重于系统化，而

忽略实践。因此，本文将通过部分大学的历史教学方式来讲解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必要性以及

效果。 

所谓研究性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师的细心教导下，学生从教学内容中获取相关的研究方向，

通过历史学角度来探索其中奥秘，主动查阅文献、整理并归纳相关问题，自主解决问题。此

过程可以简化为：发现问题、采集资料、构建知识体系以及展现自我。研究型教学模式中，

师生关系会更加紧密，同时学生占据教学的主体地位。 

2. 高校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2.1. 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现实需要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打造综合型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如今，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会选

择考研或者考取教师资格证，甚至部分学生选择其他行业。当然，学生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

知识以及自主学习能力才能继续深造，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不利于学生开展科研训练，而且

遇到过于灵活的题型便无从解答。其中，类似于全球史观以及现代化理论等知识属于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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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学生不知如何将其融合贯通。因此，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是研究型教学模式的重要

目标。 

2.2. 学生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 

目前，部分大学生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除天生条件的差异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传统的教学

模式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根据调查得知，目前，部分高校历史专业的教学模式依然

以课堂教学为主，学生依然采用做笔记、背书等方式来学习历史知识，甚至部分学生的教材

从未翻开过。上述教学模式中，学生仅仅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教师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学生无法展现自己的想法，也缺乏自主思考的空间，不敢怀疑教师所讲述的知识，进而降低

学习的欲望以及激情。如此，学生也只是掌握所谓的历史知识，撰写简单的毕业论文都变得

略为困难。根据调查发现，大量毕业生仅仅将零零散散的论文拼凑成毕业论文，甚至未曾仔

细阅读文献，不了解权威的专家以及期刊，日后进入社会将难以受到企业的赏识，遇到困难

不知所措。 

研究型教学模式下，教师不只需要传授相应的历史知识，更要通过沟通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迎难而上。这不仅是培养综合性人才的关键，也是企业需

要的人才类型。 

2.3. 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 

历史学科属于高校的基础学科，有助于提升爱国意识以及综合素养。这一特征决定历史学科

不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承，更是培养基本的研究能力，将其转化为专业素质过硬的应用性人才。

因此，教师应当仔细把握历史学科的特征以及教学目标，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创新教学模

式，推动高校历史学科的发展。 

3. 高校历史课堂实施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效果分析 

3.1. 研究型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介绍 

本文试图在世界当代史课堂中引入研究型教学模式，这是由于此阶段的学生已经拥有足够的

历史基础，同时具备足够的时间与教师共同完成文献采集以及其他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教师需要仔细讲述世界当代史的基本内容以及相关学术成果，通过师生互动的方式来

确定主题。作者制定出以“在世界当代史中你最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为题的调查问卷，在

课前分发给班级学生并向其确定部分主题，允许班级学生根据自身爱好选择相应的小组。根

据调查结果，作者确定“科学技术改变生活”、“文明冲突”等主题。其次，教师应提供部

分优秀的历史书籍，鼓励学生课后阅读文献，其中涵盖电影、动画、短片等，教师安排不同

的小组查找不同的资料类型以降低劳动量。学生查找完资料后可以实现在小组内部开展讨论，

然后将最终结论以小组形式提供给教师。然后，教师将不同小组的成果呈现在课堂之上，允

许每个小组选取相应的代表人制作课件并上台演讲，阐述自己小组的研究内容，演讲过程中

允许组内成员及时补充，同时其他小组可以随时提问，所有学生演讲完毕后，教师应当公正

评判。最后，研究型教学课程结束后，教师应当抽取部分时间在网络中或者问卷中了解学生

的听课感受，就学生的意见进行总结反思。此外，学生也应认真思考研讨课的优势以及不足，

及时提供给教师以促进教学发展。 

3.2. 研究型教学模式实施的效果分析 

为评估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本文会在课后为每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并及时回收。

调查结果如下： 

首先，绝大多数学生认为研究型教学模式具有成效，表示认可。对于是否有必要增多提问时

间的问题，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可以接受并应当在其他专业学科中推广。由此可见，与传统的

教学模式相比，学生偏爱互动性较强的研究型教学模式。 

其次，学生都认为研究型教学模式有效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同时提高自己的主体地位，并

愿意主动参与研讨任务，这一调查显示学生主体角色意识方面有所提升。同时，大多数学生

在课后发现自己的研究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升，而且对研讨主题具有全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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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展。学生在确定主题、采集文献、

互动交流以及上台演讲等环节均积极参与，从过去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同时在研究

过程中自主分析并解决部分历史问题。 

最后，学生认为自己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大多数学生通过完成主题论文的任务了解到部分

历史论文的写作方法，此效果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其从文献

内抽取有用的信息。教师通过对学术界最新研究动态的介绍将学生引领到科学前沿，为将来

从事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在研究型教学模式中，学生通过查找资料进行专题研究，

这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人生目标的定位大有裨益。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的主体地位，要求其参与确定主题、搜集资料、互动讨论以

及上台演讲等环节，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学生从此课堂中展现自己的特色并获得教师的公

正评价，有助于其认真反思自己的优势以及缺陷，并逐渐提高历史研究能力。此外，学生在

该课程学习中感受到历史工作的流程，进而对未来工作有了大致的认识。最终，研究型教学

模式锻炼和发展学生的分析能力、科学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有效加强高效的历史教学

质量，推动历史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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