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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行动学习法在国企党校教学中的 

应用与思考
——以“世界咖啡”技术为例

马菱霞[1]

[ 摘  要 ] 结合中共中央对国有企业党校教学（以下简称国企党校）提出的新要求，探索创新教

学方法，根据国企党校的学员特点、培训需求、教学目标等，分析行动学习法与国企党校教学的契

合之处。以行动学习法中的经典技术——“世界咖啡”为例，结合某基层党总支和党支部书记培训

班的教学实例，阐述了这一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总结技术运用的关键点和教学成效，并对进一步

改进教学进行反思和展望，对国企党校教学中运用行动学习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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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党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倡导和运用研讨式教

学、案例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情景模拟式教学和

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深入开展领导工作经验

交流和党性分析等教学活动”。2019 年《中国共产

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努力创新教学方式，大力推

行研究式教学，综合运用讲授式和案例式、模拟式、

体验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结合中共中央对国

企党校教学提出的新要求，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以及国资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探索创新

教学方式方法，对国有企业党员干部进行更具针对

性和实效性的教育培训，成为新时代国企党校的重

要课题。笔者所在的国企党校——北京市物资党校，

也在不断探索创新教学方法。本文以笔者在党支部

书记培训班上运用行动学习中的“世界咖啡”技术

开展教学活动为例，从教学方法的选取、具体方法

的实施、教学成功的关键等方面予以重点阐述和思

考，以期对国企党校运用行动学习技术开展教学活

动有所裨益。

一、新时代国企党校教学之创新：行动

学习法的运用

（一）行动学习法概述

行动学习法源自欧洲，最早由英国学者雷

格 · 瑞文斯（Reg Revans）提出， 1940 年瑞文斯教

授在煤矿业的组织培训中应用了行动学习的形式，

1965 年他在比利时为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时，首

次完整运用了这一方法，并在 1971 年出版的《发

展高效管理者》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行动学习的理念

与方法。简言之，行动学习法是一种小组式的群策

群力解决工作实际问题的方法与学习过程。由来自

不同岗位、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人员组成学习小组，

针对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倾听交流、集体学习、分

享经验，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基于这一概念，瑞文

斯教授提出了行动学习的公式：L（Learing 学习）= 

P（Programmed Knowledge 结构化的知识）+ Q

（Ability to Pose ‘Insightful’ Questions 质疑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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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洞察力’问题的能力）。后来英国学者伊恩 · 麦

吉尔（Ian McGill）和利兹 · 贝蒂（Liz Beaty）进

一步完善行动学习的概念，指出它是以完成特定

工作为目标，在同事的帮助下不断反思与学习的

过程。随着学者们对行动学习定义的完善，行动

学习公式被扩展，加上了 R（Reflection 反思）和

I（Implementation 执行）。现在完整公式为：L=P+ 

Q+R+I，即，行动学习法 = 结构化的知识 + 质疑 +

反思 + 执行。

行动学习法有六个核心要素：问题、学习小

组、质疑与反思过程、催化师或促动者、执行和学

习的承诺。基于上述核心要素，行动学习的基本流

程一般包括：第一步：组成行动学习小组，每组不

超过 10 人；第二步：聚焦小组内重要且紧迫的问

题；第三步：围绕该问题进行研讨，提出对策，形

成解决方案；第四步：在工作岗位上执行该方案，

及时补充新知识，总结新问题；第五步：汇报行动

学习成果。

（二）国企党校教学与行动学习法的契合

国企党校的教育培训工作在教学理念与教学目

标上与行动学习法高度契合，行动学习法在工作经

验交流和党性分析等教学活动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首先，行动学习法有利于践行以学习者为中心，解

决学员的实际问题这一教学理念。国有企业党员干

部多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工作岗位，具有不同的专

业背景，一般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关注工作中的

实际问题，参加培训的目的性强，希望通过培训解

决实际问题，掌握具体工作方法。因此教师在相关

教学活动中要秉持以学习者为中心，问题导向的教

学理念，努力实现通过教学活动令学员赋能的教学

目标。而行动学习法本身聚焦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由参加培训的学员带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组成学

习小组，借助集体智慧解决问题，使教学更具针对

性和实效性，这与国企党员干部的培训需求相契合。

其次，行动学习法有利于国企党员干部深入交流，

分享经验，相互借鉴，拓展工作思路，使得学员打

破个人固化的思维模式，从更发散的角度研究问题。

国有企业党员干部普遍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难

免存在思维固化的问题。自己眼中的难题，可能别

人正好有适当的对策思路。同样，自己可能也对别

人眼中的难题有独到的思考。行动学习法最典型的

特点是全员参与，鼓励每个人都投入其中。通过集

体研讨，全员参与，深入交流，学员之间可以倾听

对方的经验方法，互相学习，实现工作经验的深度

交流与分享。再就是，行动学习法有利于丰富教学

形式、活跃课堂氛围，使课堂“活而不乱”。行动学

习法的运用，改变了过去教师“填鸭式”的讲授方

式，极大地调动了每位学员的参与热情，课堂氛围

活跃，而且由于行动学习的各项技术都有规范的操

作流程，使得教师可以对课堂进行有力掌控，使研

讨不跑题、不偏题，人人参与，言之有物。

（三）行动学习法之经典技术——“世界咖啡”

行动学习法有多种引导促动技术，“世界咖

啡”是其中的经典技术。管理学大师彼得 · 德鲁克

称“‘世界咖啡’式交谈提供了能将分析转变为深刻

变革的工具和将天才人物紧密相连的结构”；《第五

项修炼》的作者彼得 · 圣吉称之为“目前为止遇到

的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进入集体创造的最可靠的方

式”。

1995 年，“世界咖啡”技术在无意的状态下被

创立。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朱安妮塔 · 布朗

（Juanita Brown）博士与 Clearing Communication

公司的总裁戴维 · 伊萨克 （David Isaacs）组织了

一场 24 人参加的战略研讨会，地点是一个后花园。

但是开会当天中午下雨，参会者在后花园开会已经

不现实了。而 1995 年的通讯还不够发达，大家都

在前来的路上，会议也无法取消。此时布朗博士决

定在房间内支起桌子，布置上咖啡和点心。陆续到

达的参会者围着一张张咖啡桌坐下，边吃边喝边聊

天等雨停。后来大家聊天的内容逐渐指向了原本计

划的研讨会，气氛热烈。一个多小时后有位参会者

表示，刚才他所在的这桌研讨得很有成效，但他对

旁边这几张桌子的人们的研讨内容也很好奇，想加

入旁边那桌。大家都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有些人

继续在这个桌子留守，其他人分散到别的桌子，加

入他们的交流。在转了几次桌之后，每个人在会议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4期 67

教育培训

结束的时候都认为，研讨的收获超出了预期。这种

方法因为是在咖啡桌旁被创立的，于是就叫做“世

界咖啡”。

“世界咖啡”技术的基本精神是不同专业背景、

不同岗位部门的一群人，在平等、友好、和谐的氛

围中，针对一个或多个问题真诚发表见解，相互启

发，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解决实际问题。它有七项

原则，分别是：创设情境、营造友好的空间、探索

真正重要的问题、鼓励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交流并连接不同观点、共同倾听、收获与分享集体

智慧。

二、应用实例

此次基层党总支和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共有 74

人参加，学员是来自物流运输、汽车销售、物业管

理、快消品销售等不同业务板块，且任职三年以上

的基层党总支和党支部书记，工作岗位、工作环境、

工作职责存在差异。在课前调研中发现，学员希望

能够进行党建工作的经验交流，有互相学习和借鉴

的需求。于是，此次培训决定开展《基层党支部党

建工作经验交流》的教学活动，笔者将行动学习之

“世界咖啡”技术运用于其中。 

（一）准备阶段的主要工作

第一步是分组，考虑学员人数、工作岗位、专

业背景、场地、课时安排、研讨深度等因素，课前

将 74 位学员分成 8 组，每组 9-10 人不等。第二步

是通过调研，收集整理研讨主题和具体问题。本次

课程是在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的背景下设置的，

学员普遍对如何开展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有交流和

探讨的需求，因此本次研讨主题是如何有效进行支

部规范化建设。围绕这一主题，课前收集学员在工

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整理和归纳后，确定了

四个具体问题。第三步是准备场地和学习工具。场

地要保证可以充分容纳八个小组同时研讨，每组按

照鱼骨刺形状摆放桌椅，每桌配有学习工具箱。

（二）具体流程的有效实施

课程的整体安排分成四部分：教师（促动者）

介绍“世界咖啡”规则、各组展开讨论、绘制成果

并展示，最后由每位学员进行综合评价。第一部分

是教师介绍“世界咖啡”规则，这一步非常关键。

规则明确并严格执行，是确保研讨有效、有序的关

键。笔者首先介绍“世界咖啡”的由来，然后说明

“世界咖啡”汇谈的流程，包括角色分配（桌主、记

录员和计时员）及各自职责、组内汇谈和换组汇谈

的规则，最后强调运用“世界咖啡”技术的目的是

创造集体智慧，核心是贡献、分享和倾听。为实现

这一目的，教师要提醒学员恪守三条礼仪：紧扣主

题、严控时间、避免一言堂和开小会。通过教师的

引导，营造友好、亲切、和谐的课堂氛围，倡导学

员抱持开放、平和的心态，摒弃成见，人人贡献，

真诚平等地交流。

第二部分是学员展开讨论。笔者首先公布讨论

的具体问题，8 个组讨论 4 个问题，每两个组讨论

同一个题目，无形中形成 PK。然后各组选出本组

的桌主、计时员和记录员，各司其职。接下来开展

三轮讨论，共 1 小时。第一轮是组内研讨，时间 25

分钟，每人先思考两分钟，然后开始分享，每人发

言不超过 2 分钟，记录员进行记录，计时员负责计

时，桌主负责整体秩序。若所有人发言结束后还有

剩余时间，想补充观点的学员可再发言。第二轮是

换组研讨，时间 20 分钟。每个组除了桌主和记录

员外，其他组员都像“小蜜蜂”一样，选择个人感

兴趣的题目，“飞”到新组参与研讨。在桌主向新组

员分享上一轮讨论结果后，新组员开展研讨，规则

与之前一样。第三轮是与第二轮一样的换组研讨，

时间 15 分钟。

第三部分是绘制成果并展示。学员回到本组内，

根据记录员记录的观点进行总结提炼，以图画 + 

关键词的形式绘制成海报。根据现场情况，时间一

般在 10 ～ 20 分钟。然后每组由一名学员进行全班

分享，时间在 5 分钟内。

第四部分是综合评价。小组分享后将海报贴在

墙上，供全班学员进行评价。此时教师要列出评价

标准，如表达是否清晰、内容是否实用等。最后教

师进行鼓励为主的简短点评，对整堂课进行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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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反思

（一）“世界咖啡”技术的运用关键

笔者课后对本次教学进行复盘，认为在交流研

讨中运用“世界咖啡”这种行动学习技术，有几个

保障教学效果的关键点。第一，教师要转变观念，

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与作用。古希腊哲人普罗塔戈

说，“头脑不是一个要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束需要点

燃的火把。”在行动学习中，教师不是传统的授课

老师，而是促动者。学员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所做

的就是点燃每位学员头脑中的火把，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通过集体研讨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解决实际

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促动效果，教师要运用一定的

技巧和方法。比如，笔者在课程开场时，通过另一

种行动学习技术——鱼缸会议，让圆桌中的每位学

员都对自己右手边的学员灌一碗“鸡汤”——说出

他（她）过去一天的培训中做的好的地方，以及一

碗“酸辣汤”——他（她）哪个地方还可以做得更

好，提一个小建议。这样既把行动学习引出来，也

活跃了课堂气氛，让小组内的学员互相熟悉，打破

交流障碍。第二，教师课前要充分准备，深入调研，

挖掘学员的困惑和问题，整理归纳，据此设计研讨

主题和具体问题。只有工作中遇到的真问题，才能

激发大家探讨与思考的积极性，学员才有切身体会，

言之有物，研讨才热烈有效。第三，教师要在正式

研讨前清楚明确地介绍研讨规则，全程严格执行规

则。这是确保研讨质量和效率的关键。第四，教师

要对课堂具有掌控力，控制研讨的整体秩序与时间。

比如，在研讨第二轮开始时，笔者发现换组时，由

于某些题目吸引了更多学员，导致一时间出现大家

都集中到某个组，坐不下，而其他组的人又比较少

的局面。这时笔者就立即引导坐不下的学员先去其

他组，在第三轮研讨时再迅速加入到自己想参加的

小组，保障研讨流程顺利进行下去。

（二）教学活动的成效

根据学员反馈和 UMU 系统测评，学员对本堂

课的评价普遍是形式新颖、研讨热烈、内容丰富、

效果良好等，本堂课也成为此次培训学员收获较多

的课程。还有学员表示，教师在课堂上运用“世界

咖啡”这种行动学习法，除了能有效引导学员展开

研讨解决问题外，还介绍了新的研讨技术和工具，

使学员能够把这种技术迁移到日常工作中，提供了

新的工作方法。

总体而言，在国企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对于

经验交流类、党性分析类研讨课程，运用行动学习

法具有良好的效果。一是能够以学员为中心，调动

学员的课堂参与度。二是能够让学员学有所获，解

决实际问题。借助集体智慧，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

学员群策群力，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使培

训有效、有用。三是能够帮助学员开阔思路，改善

个人的心智模式，使学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掌握新

方法，能将方法迁移到工作中，具有长远的实用性。

（三）教学活动的反思

在总结的基础上，笔者对此次教学活动也进行

了反思。有两点体会，一是正确看待行动学习法的

适用性。行动学习法在国企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确

实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要注意，不是所有的

课程类型和课程内容都适合运用行动学习法。形式

本质上服务于内容，对于研讨类课程，行动学习法

的优势极大，但是理论性课程，行动学习法是否适

用、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还有待思考。二是在教学

设计上可以更具有延续性。比如本次课程后，每组

的海报成果最终由笔者收集保存。在今后教学中可

以考虑，由学员将海报带回，然后形成书面的研讨

成果或方案，在工作中按此执行，如果出现新问题，

进一步反馈，下次培训时可以就新问题再进行研讨，

从而形成学习、行动、再学习、再行动的连续性的

过程，从而对问题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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