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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明的老师从不维持课堂纪律？

有些大学老师在课堂上

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可

底下的学生却睡得口水横

流，抑或兴高采烈地玩着手

游。高校教师该如何处理课

堂纪律问题呢？高明的教师

告诉我们，课堂上不要花费

太多的时间维持课堂纪律。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课堂维持纪律的时间与教学效果成反比。

心理学家弗雷法利克·琼斯研究认为，正常的情况下，教师会因处理学生的违纪行为

失去 50％的课堂教学时间。有研究发现，高明教师在课堂传播有效信息的时间为 80%以上，

一般教师课堂有效利用率只有 60%左右，而新手教师只有 30%左右。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

明，课堂维持纪律的时间与教学效果成反比。而且，大学课堂是传播与创造知识的神圣殿堂，

教师花时间维持课堂纪律对于遵守纪律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不是迫不得已的话，在

课堂上尽量不要维持纪律。

那么如何做到不需要在课堂上花时间来维持纪律呢？

首先，教师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课堂设计得精彩纷呈。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教师

们应以活泼多样的方式呈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所言：学习者不应该是信息

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所以在课堂中老师要大胆放手让学生

自己去探索，让学生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

最后，要善于使用最小干预原则，消除学生的不良行为。比如面对一个玩手机的学生，

教师不中断教学，而是使一个眼色去提醒他；当学生无动于衷时，可以再佯装随机走过去轻

轻地点拨一下。



1.1 课堂管理中的“最小干预原则”

最小干预原则是教师维持

课堂纪律的重要方法。它由美国

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莱文

（RobertSlavin）提出，是指教师

在处理日常课堂行为问题时，采

用在最小的范围内，以最简洁的

方法来纠正学生的行为，做到既

有效，又不影响整体课堂。例如

个别学生不听讲，有其他小动作，教师采取暗示等方法，既制止个别学生的不良行为，使之

马上改正，又不影响整个课堂氛围。这就是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的“无痕”管理。

具体策略有：第一，使用言语提示；第二，使用非言语线索提示，如用眼神示意学生不

要讲话；第三，表扬符合要求的行为，以提醒学生不符合要求的相反行为；第四，反复提示；

第五，提出警告，令其选择行为后果。

1.2 教师以身作则最重要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教

师的言行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和

品德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是

一种重要的教育力量。在班级管

理和教育教学过程中，身教这种

教育方式比批评、责骂与训斥的

效果要好得多。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在工作实践中，要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应该

做到；凡是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先坚决不做。比如教师希望学生上课不要东倒西歪、萎

靡不振，自己就应该端庄大方、精神抖擞。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树己树人的效果。

题目 1 教师上课效率与维持纪律的时间成反比？ A正确 B错误
题目 2 最小干预原则就是对学生的最小的纪律问题进行干预？ A正确 B错误



2.如何应对大学生的辩解：“破唱片策略”挺管用

大学生尽管已经是成人

了，但在很多时候，其行为

的自觉性和自省性还是有改

进的空间。当发生问题时，

面对老师的善意提醒，常常

会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为自

己辩解，故意不按教师的要

求去做，想以此来试探教师

的决心与忍耐力。

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人为自己行为辩解时，往往会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归

罪于外”，为自己行为寻找各种外在的原因；二是故意找借口回避问题，拖延时间。面对这

种情形，坚定的眼神和语气所表现出来的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对改变辩解者的行为非常有效。

当教师遇到“能言善辩”的大学生时，可以使用“破唱片策略”，通过平静而坚定的重复，

使学生了解到教师说话算数，以及对学生不当行为的不妥协态度，那么他们的试探将会终止。

运用“破唱片策略”时，教师应当先确定自己要求学生做什么，并明确地向学生陈述这

一要求，通过坚定地反复陈述，直至学生服从。以下是教师处理一位冬天老是不出早操的大

学生的例子，可以说明“破唱片策略”：

教师：“小明，现在是早锻炼时间，我要求你现在就到操场晨跑。”（要求的

陈述）

小明：“等我收拾好东西马上就去。只需一小会儿。”

教师（坚定地）：“我知道。但是我要求你现在就去。”

小明：“你总要给我点时间来收拾床铺吧。”

教师（平静而坚定地）：“问题不在这里。我要求你现在就去。”

小明：“我稍微迟点又没有关系。”

教师（坚定地）：“我知道。但是我要求你现在就去。”

小明：“唉，那好吧！”



2.1“破唱片策略”实施要点

（1）声音应该是中性、坚定的；

（2）应该用直视的眼神，让学生从教师的眼神里看出教师的意图，有力地纠正学生；

（3）不能被学生的辩解牵着鼻子走，而是平静地重述要求，以“问题不在这儿……”

和“我知道，但……” “那不是重点……”等言语避开学生的辩解。

2.2“破唱片策略”情境练习

想象一个情境，如在网吧劝说一个网络成瘾的学生离开网吧。设计一个老师不断向学生

表达要求，而学生不停为自己辩解的对话，演练一下“破唱片策略”。

题目 1 实施“破唱片策略”时，教师首先要明确的是（ ）

A.不能向学生妥协 B.我要求学生做什么 C.不能被学生牵着走

题目 2 运用“破唱片策略” 反复向学生陈述老师的要求时，声音应该是中性、坚定的？ A正确 B错误



3.坐有坐相：坐姿会影响学习效率

在您的课堂里，是否常

有学生窃窃私语，自娱自

乐？在您的课堂里，是否总

有学生神游寰宇，心不在

焉？在您的课堂里，是否总

有学生俯仰生姿，呼呼大

睡？这些情景的发生不一

定是教学太过乏味，而是学生的“坐姿”从中作祟！

纠正学生坐姿似乎是小学老师的工作，大学课堂中有必要纠正学生坐姿么？有研究认

为：学生应当坐有坐相，这不仅是礼仪问题，更是因为坐姿会潜在地影响学习效率。

认知心理学家兰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指出，“心智是全身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强调认知是通过身体的结构、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而形成的，身体的行为在认知

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行为不仅可以支配个体的态度，还能左右个体的情绪。也就是说：

端正的坐姿，会向大脑发出一个积极向上的信号，使得学生面对学习任务时也能够认真对待

积极响应。

了解了具身认知之后，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当如何利用具身认知组织高效的教学活动

呢？

第一，课前加入 1-2分钟的课堂“热身运动”。教师可以借鉴心理团体辅导的流程加入

热身环节。热身环节大多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简单的教学互动，这些互动游戏可以帮助学生

集中注意，使身体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更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

第二，加强课堂教学的常规管理。班级常规是学生在教室内应该知道，而且应确实遵守

的一套行为规则，用以规范学生个人的言行举止。如上课铃声响起时的规矩、坐的规矩、听

课的规矩等。教师在上第一堂课就应该向学生宣布课堂规则，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第三，幽默地引导学生“点头、微笑”。社会心理学家Wells和 Petty研究发现：肢体动

作可以支配态度。“点头”可以增加学生对于老师内在的认可度，而微笑还可以增加对于老

师的喜爱感。Hunk等人（2004）通过 fMRI研究发现，运动皮层会参与相关词汇的理解过

程。



3.1 行为支配态度

社会心理学家Wells和 Petty

（1980）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实验

者要求学生参加一个测试耳机舒适

度的测验。实验者告诉学生，现在要

测试在平行移动头部(即摇头)和垂直

移动头部(即点头)的条件下耳机声音

的质量。接下来学生被随机分成 3组，分别为摇头组、点头组和对照组。在随后的测试中，

被试首先听到一段音乐，然后是广告商对这款耳机的推荐。最后要求被试完成一份问卷。问

卷的第一项内容是给这款耳机打分，第二项内容是回答是否同意广告商的观点。

结果表明，点头组的被试在这两项的评分要大大高于另外两组。同样的内容，只因为点

头还是摇头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体验。如此看来，“点头教学”应当引发教师们的广泛

思考。

3.2 行为左右情绪

社会心理学家 Stepper和 Strack

（1993）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被

试被告知是一个工效学的实验，研究

各种身体姿态对完成某种任务的影

响。实验情境分为两种：在一种情境

下，被试被要求表现一种姿势：低头、

耸肩、弯腰（给人一种垂头丧气的样

子）；在另一种情境下，被试被要求的姿态是腰背笔直、昂头挺胸（给人一种趾高气昂的印

象）。然后，要求被试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最后，被试要完成一个问卷，询问他们此时此

刻的心境，是否为他们出色完成任务感到骄傲等。

结果发现，前一种情境下，被试为他们自己取得的成绩，体验到的骄傲感低于后一种情

境。实验结果恰恰说明情绪受到了身体姿态的影响。如此看来，大学课堂也同样需要坐有坐

相！

题目 1 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动作能够影响认知？ A正确 B错误
题目 2 具身认知认为态度决定行为？ A正确 B错误



4.踩踏事故的自救方法：真的可以救命！

小编按：“2014年 12月

31日 23时 35分许，上海市

黄埔区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

众拥挤踩踏事故，致 35人死

亡，42人受伤”。踩踏事故的

消息一经发出，立即牵动了

全国上上下下无数人的心。

生命敲响的警钟带给我

们深深的悲恸，也重重叩问

我们：踩踏事故发生了该怎么办？如何预防踩踏事故？

踩踏事故的自救与预防

（一）如果绊倒，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若不幸被人群挤倒后，身体蜷成球状，双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如图）。

1.双手十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后颈部。

2.两肘向前，保护双侧太阳穴。

3.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和腹腔的重要脏器。

4.侧躺在地。



（二）必须知道的致命 0.75㎡/人安全预警信号

“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生朱春霞曾结合中外踩踏事故研究指出：景点室内达到 1㎡/人、

室外达到 0.75㎡/人，即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这意味着当你感觉人群拥挤程度接近以上数

值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了，因为危险正在靠近。

1.如何“预测”踩踏危险？

①发生踩踏最明显的标志是，人流速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并发生了方向转变，这时候可

能发生了逆行和摔倒、绊倒等情况。

②踩踏发生后，一般身高的人不可能看到前方或后方的情况，但是会突然感觉“被推了

一下”，这时候要特别警觉，踩踏已经发生。

2.不慎被拥挤的人群包围，该怎么办？

①人多时不起哄、不制造紧张或恐慌气氛。

②尽量走在人流的边缘，顺着人流走。

③不要弯腰捡鞋子或系鞋带，要先站稳，待人群过去后再处理。

④在人群中走动遇到台阶或楼梯时，尽量抓住扶手，防止摔倒。

⑤在人群骚动时，要保持警惕，注意保护自己和他人不被绊倒。

（汇编自医生妈妈欧茜、网易新闻中心、中关村在线）



4.1 北美大学里的门为什么这样设计

平时看似安静祥和的人群一

旦达到一定的密度就容易瞬间变

成一堆火药酿成不小的惨剧。很

多人开始反思如何避免公共场所

出现类似情况。其实即便是发达

的欧美国家也很难避免公共场所

的踩踏事件的出现，但他们尽可

能的采取了预防措施。

1883年 6月 16日，英国桑

德兰市（Sunderland），很多儿童在观看演出时发生踩踏，183名儿童死亡。之后，英国议会

通过法案，规定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都必须使用安全逃生门。这种门上装有一个横杠，不管

这种门锁还是没锁，横杠上的压力达到某个数值，门就会自动开启。这个法案至今仍有法律

效力。

这类门也是有锁的。而现在的很多院校都采用中央电子安防控制系统，通常这类门都会

有一套电子遥控开关系统。这样在需要封闭场馆的时候只需要在中央控制室操控电脑即可。

门锁处的细节（图）

这类门的主要材质为防火材料，通常会安装在安全通道处，这样也起到防火门的作用。

没有谁想看到惨剧的发生，即便我们采取再多的补救措施，但人一旦缺乏安全的意识则

一切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欧美的公共场所的这种设计也是来自于无数不幸的惨剧的教训。

（汇编自读天下）



4.2 最惨痛的世界踩踏事故

1.1990 年的麦加，1426 名朝觐者被踩死或窒息而死。

2.2010 年 3 月，印度北方邦一寺庙发生严重踩踏事件，造成 60 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3.2010年 11月，柬埔寨首都金边钻石岛一座斜拉桥在送水节欢庆活动中发生严重踩踏事件，

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347 人。

4.2011 年 1 月，印度西南喀拉拉邦发生重大踩踏事件，至少造成 100 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

5.2011 年 2 月，马里首都巴马科一座体育场发生踩踏事件，造成 36 人死亡，64 人受伤。

6.2012 年 11 月，印度东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发生一起踩踏事件，造成至少 20 人死亡。

7.2013 年 1 月 1日，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的民众聚集到市中心观看盛大的新年烟花燃

放，就在烟花燃放快要结束的时候，烟花爆竹的巨响在人群中引起混乱，人们拥挤推搡，酿

成了踩踏惨剧。遇难人数为 63 人。

8.2013 年 2 月，印度北部城市安拉阿巴德的火车站因为举行印度教重要节日“昆梅拉节”

而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 36 人死亡、30 多人受伤。

9.2013 年 7 月，印尼巴布亚省纳比雷市一体育馆发生踩踏事件，造成 18 人死亡、34 人受伤。

10.2013 年 10 月 13 日，印度中央邦一座寺庙外发生踩踏事件，造成 109 人死亡，受伤者达

100 余人。

11.2014 年 7 月，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附近一处海滩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发生踩踏事件，事

故遇难者为 33 人。

（汇编自环球网）

题目 1 如果在踩踏事件中绊倒要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A正确 B错误
题目 2 室外达到 1㎡/人就到了预警值？ A正确 B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