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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vism i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support mod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caffolding teaching mode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relationship, and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scaffold model appli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diversity, 

applicability of, and through self inquiry teaching, with political news and other ways to stimulate 

students' potential, in order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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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构主义是支架式模式的理论源泉，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有助于改善传统的教学关

系，为知识建构提供必要的概念框架。现阶段大学生对思政教学存在认知误区，思政教学缺

乏针对性与全面性，迫切要求引入支架式教学模式。大学生思政教学中支架式模式的应用应

坚持差异性、多元化、适用性的原则，并通过自主探究式教学、结合时政新闻等方式激发学

生潜能，以提升大学生思政教学水平  

一、建构主义下支架式教学模式概述 

1.建构主义理论的概念 

建构主义是由皮亚杰首先提出的，他指出人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会逐渐建立起对外部

世界的认知体系，并以此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科尔伯格在研究认知体系发展条件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述了如何提高人的主动性[1]。建构主义教学论指出，学生是具有学习主动性的建构

者，也是信息获取与加工的主体，而非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着力激发学生

的主动性，采用必要的手段引导学生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以学生为中心，主张通过

合理引导培养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学习的意识，帮助他们尽快建构所学知识的结构体系，充

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该理论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满堂灌”教学理念，成为国内外高校

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2.建构主义下支架式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可以看作支架式模式的指导性理论，而“最近发展区”理论的产生与传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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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催生了支架式模式。维果茨基认为智力活动中人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如何提高自

身能力，另一方面是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两方面问题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教学的主要

目标就是消除或减小差异，也可以将这一差异称作“最近发展区”。这就是说教学过程中教

师不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提升学生能力上，而应该通过不断引导促进学生成长，将学生引领至

更高的层次。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支架”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看作构建“最近发展区”的

框架，也发挥着教学引领作用。支架式教学可以看作全新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为学习者的

知识建构提供了概念框架，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为主体的师生关系，让学生积极参与

到课堂教学互动中，进而引领学生自主学习更多知识。 

3.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特征 

支架式教学模式认为教学过程中学生具有一定的基础认知能力，而这些认知是他们学习

新知识、形成新理念的前提。教学中应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掌握每个学生的基础认知，

并定期检验他们在已有认知上获得的新认识，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同时支架式教学模式

更加重视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认为只有在互动情境中，学生才能产生理解与探索的

动力，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积累。此外，支架式教学模式强调对“最近发展区”的

关注，教师只有始终保持教学活动在最近发展区内，才能强化学生已有的心理机能，并且激

励学生形成全新的心理机能。 

二、现阶段我国大学生思政教学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1.思政教学存在认知误区 

由于高校思政教育本身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加上大学生学业繁重，多将学习精力放在专

业课程上，导致学生没有时间或不愿意认真理解与学习，并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教学

方式过于看重教学目标，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应付考试，对于思政知识的认知过于简单，

缺少动手、动脑与实践机会。这不仅不适应学生的自身发展需求，也违背了思政教育的初衷。 

2.思政教学方法缺乏针对性 

大学思政课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课堂传授知识为主。这种模式忽视了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认知能力，导致学生全程属于被动状态。这样不仅学生的积极性无法提高，也难以得

到锻炼思维的机会，很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同时整个教学过程若教学形式单一，或拘

泥于课本，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不仅无法活跃课堂气氛，也难以提升教学效果。 

3.问题解答缺乏客观性与全面性 

大学生思政教学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2]
。这些问题与大学生的现实生

活存在一定距离。而教材对部分问题缺乏系统与深刻的阐述，导致学生没有机会去理解并思

考这些问题，例如，高校思政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提出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

度，但是对其原因并没有详细论述。这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困惑，也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三、建构主义下支架式教学模式在大学生思政教学中的应用建设 

1.支架式教学模式应用于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随着近年来高校对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视，支架式教学模式顺利进入教学领域，也为解决

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提供了途径。将支架式教学模式应用于高校思政教学中，完全符合

素质教育的要求，也符合对学生思想品质锤炼的要求。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支架式教学强调将

学生作为主体，通过设置合理的支架，并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提升学生课堂学习的

主动性，提高他们原有的学习能力与知识水平。支架式教学模式也可以改善原有的教学环境，

创新思想政治教学方法，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帮助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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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架式教学模式应用于思政教学的基本原则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与支架式教学经验总结，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应用需

遵循以下原则：（1）多元化原则。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以及不同的教学情境，应该制定不同

形式的教学支架。并且支架的提供者不仅有教师，也可以包括学生家长、社会人士等。（2）

差异性原则。支架式教学模式强调掌握“最近发展区”，由于每个学生学习情况存在差异，

并且他们对思政内容与难题的认知千差万别，思政教学中应坚持差异性原则。对于学习能力

强的学生，在教学中可以减少支架数量，或者设计部分比较抽象的支架，也可以提前撤出支

架，让他们尽快开展自主学习。对于学习情况相对较差的学生，可根据需要尽量多设置相关

支架。（3）适时性原则。思政教学中支架的设计应该注重把握时机，并且密切关注学生的学

习水平，根据每个学生的已有情况进行支架调整，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3.支架式教学模式应用于思政教学的关键点 

支架式教学模式就是在大学生思政教学过程中，通过设置支架辅助学生完成各项学习目

标，加深对思政知识与重难点的理解，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支架式教学的开展应该注意

“支架”的合理搭建，所谓支架就是教师根据“最近发展区”教学需求设置的相关教学问题

与任务，可以帮助形成概念框架以为教学服务。大学生思政教学中支架的构建，就是帮助学

生分步骤完成学习任务，完成从已有知识向新知识的过渡[3]
。因此，支架可以看作思政教学的

基本框架，合理的支架搭建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反之则将增加教学难度。同时支架式教学

中要求明确“最近发展区”，即教师应该掌握每个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通过对不同教学任

务的合理分解，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所学的内容，引导学生进入更高的层次。在教学阶段也需

要根据需要不断调整支架，并营造适宜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学习全程均处于最近发展区，或

接近最近发展区，以保障思政教学课程的有效性。此外，思政教学中支架的设计应注重循序

渐进，不能一开始就增加支架的难度，应该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逐渐增加支架的难度，

引导学生顺利进入新的学习情境中。在大学生思政教学中也可以将教学内容拆分为多个部分，

设置多样化的教学支架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建构主义下支架式教学模式在大学生思政教学中的实践推广策略 

1.实施自主探究式教学方法 

大学生思政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置多样化的问题构建支架，然后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究解

决问题，以尽快突破最近发展区，突破已有学习能力的瓶颈。自主探究式教学法基本分为三

步，即提出问题、启发思维、自主探究。首先，作为贯穿教学全过程的纽带，问题设计应该

给学生留有思考与想象的空间，尽量设计环环相扣的问题，凸显思政教学循序渐进的特点。

其次，应通过构建支架形成层层递进的思政教学路径，引导学生主动启发思维。最后，在自

主探究式教学中，教师不仅应该思考如何构建支架，也应该考虑如何引导并参与互动，通过

与学生的密切联系激发学生潜能。一方面教师在讲解重点内容时，可以根据热点事件进行合

理设问，在学生全面了解事件过程的基础上，要求他们对此事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提出更

加深刻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另一方面教师也需要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设备，在教学

中向学生展示多样的教学案例，让学生在全方位了解社会现象、政治问题的基础上，灵活运

用所学知识提升思维能力，不被传统思想所束缚。例如，针对香港“占中”问题，可以通过

设置“占中的本质是什么？”“占中的政治背景如何？”等问题，引导学生在了解事件的基

础上认清本质，分析香港社会非理性的一面，分析西方势力对中国事务的暗中操作，以及妄

图阻挠中国社会发展的意图。 

2.结合时政新闻增强学生兴趣 

信息时代大学生对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好奇心，也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最新资讯[4]
。大学生

思政教学中可以将时政要闻作为学习内容，结合多媒体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新鲜的时事与热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91

555



点，提高学生课堂讨论的热情，满足大学生的好奇心理。在支架式教学过程中，教师搭建的

支架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可以根据学生需求与教学内容，设置不同的学习“支架”，让学

生借助“支架”增强兴趣，最终达成教学目标。教师首先应该在学期初根据教学内容设置本

学期的重大理论问题，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有大致了解。其次，向学生简要介绍本学期的重难

点与学习任务，然后围绕国际国内时事要闻进行简要评价。第三，在每堂课后要求学生进行

归纳总结，引导他们将所学的知识与相关事件结合起来理智分析与探索，并且适时点评以启

发学生思维，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进而提升思政教学的有效性。此外，每个学生都可以根

据自己的理解发表观点，并在课堂上分组开展探讨交流活动，引导学生将情感理论与社会现

象结合起来，通过对问题的再认识检验所学知识，师生之间也可以借助微信等开展课后在线

交流，以加深对思政理论知识的理解。 

3.优化大学生思政教学评价机制 

支架式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大学生思政教学中学生应该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而教师应该通过合理引导分析，观察每个学生的课堂表现，并且根据学生表现进行合理评价。

可以将教学评价分为不同的等级，并将其纳入学生成绩档案中，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增

进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同时，应引入道德评价机制，保障教学内容与新课程教学要求相契

合，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最后，应改变传统的单一式评价标准，体现思政教学评价形

式的多样性。教师可以采用闭卷考试、开卷考试、撰写调研报告、时事要闻分析等多种方式，

培养学生思维逻辑、实践探索等多方面的能力。通过书面考试可以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

情况，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帮助学生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而撰写文章可以提

高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利用课本知识深入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增强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五、结语 

建构主义下支架式教学属于开放、交互的全新教学方式，有助于思政教学中师生之间的

多向多维互动。借助支架式教学不仅可以改变传统思政教学中单一的教学形式与评价机制，

增进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合理的课堂支架设计感染学生，在自由、沟通、平等的教

学氛围中达成情感共鸣。当前大学生思政教学中应合理引入并推广支架式教学法，通过正确

引导提升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从而全面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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