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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现代教育满足了工业化批量生产的需要ꎬ慕课对传统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ꎮ 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ꎬ慕课是否能成为传统教育的替代品成为焦点ꎮ 从公众接受度、学习对象、学习结果、学习过程等因素看ꎬ现阶段
慕课不能取代课堂教学ꎬ但必然会推动传统课堂教学改革ꎮ 融合线上线下教学的翻转课堂是网络时代个性化教学
的历史选择ꎮ 翻转课堂建设应以促进学习的迁移为目的ꎬ注重学科与专业系统化理解ꎬ同时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和
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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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已经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ꎬ当然ꎬ最终要服

化ꎮ 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

从国王ꎮ 印刷术的发明和印刷业的发展使得标准化

商业运营方式、娱乐方式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教育成为可能ꎬ标准化的教育模式适用于以大规模

方方面面ꎬ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在发生巨变ꎮ 和

流水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

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 数字土著” 需要的是比具

说ꎬ现在所习惯的“ 传统的现代教育” 起源于第一次

有工业时代特征教育模式的学习标准化和信息知识

工业革命时期ꎬ兴盛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ꎬ是这两

的线性传输更为重要的东西ꎮ 慕课、翻转课堂等新

次工业革命的产物ꎮ 学校与学习的模式都反映了工

型教学模式将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ꎮ

业化时代大生产模式:标准化的课堂、统一的教材、

１

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标准答案ꎬ这些都是流水线生产

１.１

互联网技术推动传统教育的变革
传统的现代教育满足了工业化批量生产的需

要

现在采用“ 传统的现代教育” 是学校教育ꎬ将知

螺丝钉的场景ꎮ 这种标准化的教育方式制造了工业
化大生产时代的可用人才ꎮ

１.２

慕课: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挑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ꎬ则是以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

识切割成了学科、专业和课程进行教授ꎮ 每一年被

以及数字化制造、３Ｄ 打印技术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

分为不同学期ꎬ一天分成了好几个阶段ꎬ教师按照学

时代ꎮ 近年来ꎬ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生产和

科门类在教室对班级同学进行教学ꎮ 这种教育体系

生活的每一个环节ꎬ新材料和信息网络相结合的数

由 １８ 世纪普鲁士人最先实行ꎬ他们最先发明了如今

字化制造ꎬ特别是 ３Ｄ 打印技术的发展颠覆性地改

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ꎬ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

与标准化流水线制造的成本不再有显著差别ꎬ个性

管理的国民ꎬ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

化定制化生产将成为未来生产的方式ꎮ 标准化教育

的课堂教学模式ꎮ 但是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

变了制造业的生产方式ꎬ个性化定制化生产的成本

体系制造的标准化人才不再符合社会的需求ꎬ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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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个性化和定制化生产要求的创新型人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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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需求ꎬ这在客观上迫使传统教育方式必须进

清ꎬ副教授ꎬ主要从事电子商务与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研究ꎮ
本文是 ２０１３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 民法学情境教学

改革翻转课堂模式探索与实践ꎬ项目编号:ｋｇ２０１３５３５) ꎻ２０１３ 年浙江
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基于慕课与课程地图的国际贸易专业教学实
践的探索ꎬ项目编号:ｋｇ２０１３２１６) ꎻ宁波大学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项
目( ｓｐｏｃ 支持下的« 民法学 １:总论»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改革) 的研
究成果ꎮ

行变革ꎮ

慕课ꎬ即“ 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 ＭＯＯＣｓ( ｍａｓ￣

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 顺应时代的 潮 流 应 运 而
生ꎮ 慕课和传统的标准化课堂教学不同ꎬ其理念是
“ 任何 人ꎬ 在 任 何 时 间、 任 何 地 点ꎬ 能 学 到 任 何 知
识” ꎮ 以成熟的互联网技术为平台ꎬ慕课与以往在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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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教学课程不同ꎬ自诞生以来迅速席卷全球ꎮ 慕课
教学形式最早出现于 ２００８ 年ꎬ但真正的井喷却始于

２.１.３

从学习过程看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亲自动手操作实验获得的直

２０１１ 年秋ꎬ被誉为“ 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

接经验通过慕课学习是无法获得的ꎮ 虽然有些课程

新” ꎮ ２０１２ 年被« 纽约时报» 称为“ 慕课元年” ꎮ 随

提供另外的学习包ꎬ可以让学习者另外购买从事相

着慕课的迅猛发展ꎬ慕课平台进一步多元化ꎬ慕课学

关实验ꎬ但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实验用具学习者个人

习人数急剧增长ꎬ慕课能否取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成

无力购买或者购买后仅供个人使用不仅耗资巨大而

为主流教学模式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考ꎮ

且造成了资源的浪费ꎮ 在传统课堂教学过程中ꎬ师

２

生之间除知识传授外ꎬ还包括情感交流、价值观塑造

慕课能否取代传统学校课堂教学
慕课能否成为传统教育的替代品? 慕课是将重

等多个方面ꎮ 交流除了文字语言ꎬ还包括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等诸多因素ꎮ 另外在学校学习中ꎬ学生获

蹈之前的很多在线课程的覆辙ꎬ还是在整个网络学

得的人脉关系等亦是慕课无法取代的ꎮ

习生态系统建立之后取代传统课堂教学ꎬ成为教育

２.１.４

界必须关注的大事ꎮ 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慕课第一次划

从学习结果看

当前慕课的最大软肋之一是参与学习的学生完

入谷底ꎬ随之提出 ＳＰＯＣ( 小规模私有在线课程) ꎬ慕

成率低ꎮ 以斯坦福大学的 Ｕｄａｃｉｔｙ 公司开的课为例ꎬ

现阶段慕课不能取代课堂教学ꎬ但必然会推动传统

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ꎬ虽然完成率很低ꎬ但是由

课与传统课堂教学的融合成为高等教育的新趋势ꎮ

目前仅有 ５％ 至 １６％ 的完成率ꎬ通过率更低ꎮ 当然

课堂教学改革ꎮ

于基数庞大ꎬ实际完成学习的人数相比课堂教学仍

２.１

然多很多ꎮ 但是无论如果ꎬ缺乏学校的管理和老师

现阶段慕课无法取代传统课堂教学

２.１.１

从公众接受程度看

的监督ꎬ在线教育需要学生更强的学习自主性是毋

慕课学习成果的公众接受程度较低ꎬ只要资金

庸置疑的ꎮ 目前中国在校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

允许ꎬ家长和学生更喜欢传统的学校教育ꎬ公众和公

自主性ꎬ这也成为慕课无法取代传统课堂教学的原

司更信赖传统学校教育所颁发的证书ꎮ 只有家境贫

因ꎮ

困无力支付大学教育的费用的人才会选择慕课课程

２.１.５

作为学校教育的替代ꎮ 另外现有教育制度受益者例

从系统设计上看

目前ꎬ慕课所提供的课程仍然是单个课程为主ꎬ

如教材的出版社、学校教师、学校等也反对慕课取代

缺乏对专业、学科或项目的系统设计ꎮ 从具体专业

传统课堂教学ꎮ

上看ꎬ法学类的课程比较少ꎬ 例如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２.１.２

从学习对象来看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ꎬ参加慕课的学习者中只有

网站总共有 ７５１ 门课程ꎬ只有两门课程是法学课程ꎮ

在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目录中法律项下共有 ２７ 门课程ꎬ其

极少一部分是 １８ － ２２ 岁的适龄学生ꎮ 虽然慕课倡

中 ２３ 门与法律直接相关ꎮ 通过对慕课课程的学习ꎬ

育平台ꎬ使其能够不分国界、阶级、贫富等享有平等

了解ꎬ但是无法形成对法学专业和法学学科的系统

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ꎬ但是从慕课的实际运行结

性认识ꎬ更无法形成法律思维和深化对法律价值和

果看ꎬ年龄较大并且已经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群

法律精神的理解ꎮ

体占据了慕课参加者的 ５０％以上( 这只是个保守数

２.２

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联合调查ꎬ７０％ － ８０％左右

学习结果以及学习系统性看ꎬ慕课虽然无法取代传

慕课的学习者已经取得大学本科学位ꎮ 慕课所吸引

统的课堂教学ꎬ但是慕课以新颖的授课方式、灵活的

的学习者倾向于参加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项目ꎬ而

学习方式、低廉的教学成本等优势对传统的课堂教

不是将其作为传统大学教育的替代品ꎮ 慕课学习对

学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慕课领域

导者的初衷是向学龄期青少年提供免费而优质的教

字ꎬ实际更高) ꎮ 无论是 ｅｄＸ 还是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ꎬ还是哈

象从高冷的大学高等教育转向职业教育称为慕课发
展的趋势ꎮ

学习者可以对法学的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问题有所

慕课逼迫传统课堂教学进行改革
在现阶段ꎬ从公众接受度、学习对象、学习过程、

的三巨头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ꎬＵｄａｃｉｔｙꎬｅｄＸ 已经面向全球提供
了不同学科的大约 ５００ 门课程的在线资源ꎬ慕课注
册总人数也突破了 ７００ 万大关ꎮ 目前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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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提供的课程已经超过 ５００ 门ꎮ ＭＯＯＣ 课程在中国同

开始由“ 讲台上的圣人” 向“ 学生身边的导师” 转变ꎮ

２０１３ 年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上注册的中国用户共有 １３ 万人ꎬ

项新技术:翻转课堂、学习分析、３Ｄ 打印技术、游戏

样受 到 了 很 大 关 注ꎮ 根 据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的 数 据 显 示ꎬ

«２０１４ 地平线报告( 高等教育版) » 更揭示了今后六

位居全球第九ꎮ 而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了 ６５ 万人ꎬ增长

和游戏化学习、量化自我、虚拟助理对高等教育教学

幅度远超过其他国家ꎮ 慕课的迅猛发展迫使传统课

产生的影响ꎮ

堂教学必须进行改革ꎮ

４

３

翻转课堂是网络时代个性化教学的历史

选择

３.１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翻转课堂成为可

能

４.１

翻转课堂建设的重点与要求
课堂教学应以促进学习的迁移为目的
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学习的保持和学习的

迁移ꎮ 学习的保持是指在学习之后的某一时间内以
教学中呈现的大致方式回忆出教材的能力ꎻ学习的

传统教学过程包括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

迁移则是指运用已学知识去解决新问题、回答新问

段ꎮ 知识传授是通过教师在课堂讲授中完成ꎬ知识

题或者学习新内容的能力ꎮ 根据布卢姆的教育目标

内化则通过学生课后作业、操作或实践来实现ꎮ 在

分类ꎬ认知的过程包括: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

翻转课堂(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 中这种模式受到了

价、创造ꎮ 这些过程目标是具有层次性和累积性的ꎮ

颠覆ꎬ知识传授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在课前完成ꎬ知

其中记忆认知类别与学习的保持关系密切ꎬ而理解、

识内化则在课堂上经过老师的帮助和学生的协助完

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则和学习的迁移关系紧密ꎮ

成ꎬ从而形成翻转课堂ꎮ 刚出现的 ＳＰＯＣ 是慕课与

学习的保持可以通过慕课学习有效进行ꎬ课堂教学

传统课堂相结合的产物ꎬ可以将其纳入翻转课堂之

应以促进学习的迁移为目的ꎮ

中ꎮ

４.２

当今的学 生 在 网 络 环 境 下 成 长ꎬ 生 活 在 Ｙｏｕ￣

课堂教学应注重学科与专业系统化理解
根据现有统计ꎬ慕课的主要授课对象不是预先

Ｔｕｂ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ＱＱ、微信和各种其他数字资源的氛

设想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在校生ꎬ而是已经取得高

围中ꎮ 采用翻转课堂让学生事先观看视频符合“ 数

等教育文凭的年龄稍大的人ꎮ 分析其原因:其一ꎬ慕

字原住民” 的习惯ꎬ可以让忙碌的学生不再落课ꎬ聚

课需要更高程度的学习自主性和更强的个人时间管

焦于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ꎬ让所有学生理解每一

理能力ꎬ而传统的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大多不是主

个知识点ꎬ让能力各异的学生变得更加优秀ꎮ 强化

动的学习者ꎮ 其二ꎬ大学毕业生经过专业系统训练ꎬ

了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ꎬ 激发学生主动进行学习ꎮ

其本身已经建立了某一专业的系统化体系ꎬ更能适

翻转使真正的差异化教学成为可能ꎮ 同时慕课为教

应慕课的碎片化学习模式ꎮ 互联网时代ꎬ学习者习

师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ꎬ特别是在翻转

惯以碎片化方式学习视频资料ꎬ课堂教学过程中则

课堂中ꎬ学生可以利用慕课提供的教学资源完成家

要强调关于学科和专业的系统化理解ꎬ并且基于系

庭课程的学习任务ꎮ

统化设计来组织课前视频学习ꎮ 教学重点从知识的

３.２

传授转向对课程体系化系统化理解ꎬ课堂教学内容

从传统课堂到翻转课堂满足了网络时代个性

化教育的需要
翻转课堂将课堂的中心从老师转移到学生和学

从知识的讲授转向问题的探讨和学习的引导ꎬ使得
教师需要从僵化的讲授转向灵活多变的问题处理ꎬ

习上ꎬ学生可以每天在家按照自己的节奏通过学习

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综合素质难以应对ꎮ

平台个性化学习知识ꎬ在课堂上学生和老师的互动

４.３

时间增加了ꎬ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ꎮ

教师专业综合能力应培育与提升
开展翻转课堂教学ꎬ学生事先观看课程讲解视

传统的课堂教学ꎬ老师站在了学生和知识之间ꎬ而翻

频ꎬ要求教师可以提供优质的视频资料ꎬ如果视频是

转课堂ꎬ学生直接获取知识ꎬ老师则更加关注学生获

教师自己录制的ꎬ录制高质量的教学视频需要具备

取知识的效果和能力ꎮ 互联网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

两个基本条件:①教师需要掌握熟练的视频录制技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ꎬ使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变得更为

术ꎮ 目前视频录制途径很多ꎬ包括学校视频录播教

可行ꎬ其实质是创造学生自主学习的环境ꎬ教师角色

室、摄像机录制、录播软件录制、ｉｐａｄ 自我录制等等ꎮ

８２

庞欢等:互联网环境下翻转课堂存在价值与建设重点研究

在录制教学视频时需要选择合适的录制技术并予以

简言之ꎬ课程教学目标的提升ꎬ教学重点的转

熟练操作ꎮ ②教师需要具有高超教学讲解技术ꎮ 录

移ꎬ对教师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教学技能等提出

制教学视频不是让教师在视频中照本宣科ꎬ教学视

了全方位的更高的要求ꎮ

频中不仅要概括课程中所讲授的基本知识点ꎬ还要
阐述相关理论ꎬ将授课内容与学习者经验结合ꎬ形象
生动ꎬ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思考ꎮ 如果视频是他人
已经录制好的ꎬ则要求教师具有搜索和筛选能力ꎮ
高质量的教学视频是实施翻转课堂的前提ꎬ但
不是唯一ꎬ富有成效的面对面教学( 课堂教学) 才是
翻转课堂最重要的价值ꎮ 课堂教学讨论的设计与组
织必须要考虑以下因素:① 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ꎮ
教师必须了解学生对于课堂中讨论问题所涉及知识
的掌握情况ꎬ才能组织相应讨论ꎮ ②讨论资料的选

择依据ꎮ 教师对课堂教学讨论背景资料的选择必须
和学生经验相结合ꎬ能引起学生讨论的兴趣ꎮ 好奇
是最好的老师ꎬ无趣的话题无法开展激烈的讨论ꎮ
③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合理均衡ꎮ 在讨论过程中ꎬ教
师一定要把握知识的系统性ꎬ在让学生自由开展讨
论的时候要避免过于关注细节ꎬ或对个别问题的过
于关注而忽视了其他重要内容ꎬ做到神散形不散ꎮ
④各种情境的预先设计ꎮ 教师必须事前考虑学生可
能会提起的各种情境和问题ꎬ并进行预先设计和准
备ꎬ才能进行有效引导ꎮ ⑤突发情况的预案ꎮ 教师

需要考虑课堂教学中各种突发情况ꎬ例如停电、讨论
者吵架等等ꎬ并做好相应预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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