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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微课的兴起是教学信息化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新景观。高校开展微课建设，必须既汲取既往资源建
设的经验，又注重提高资源的可重用性和利用率。为此，在目标定位上要推动共建共享并将立足点定位于“助学”功
能；在创新方向上要体现“小、实、新”的特色；在资源结构上要处理好快餐与中餐、大餐的关系；在评价体系上要引导
优秀作品的生成。在微课开发的初始阶段，理智、科学地建立、完善评价标准（游戏规则）对后续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
响和导向作用。当前的评价标准应突出三个关键点，即针对不同学科特点研制分门别类的评价标准、加大用户评价
的权重、重视可重用资源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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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MOOCs浪潮中微课的深度思考
———基于首届高校微课大赛的分析

笮杨满福 桑新民

在近两年由世界名牌大学引领的MOOCs浪潮

中，微课的兴起是一道引人注目的新景观，并对我国

中小学和大学的网络课程建设产生越来越大的影

响。自“佛山微课经验”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并继

2012年开展中小学微课比赛后，今年年初这一活动

又推广到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门户网站的跟进，

如凤凰卫视与华南师范大学合作的“凤凰微课”等微

课平台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后，一个覆盖基础教育、高
等教育、社会大众的微课网络已逐步形成，并吸引了

更多公众的关注。尽管微课热潮在各种竞赛的推动

下不断升温，但参与者包括各种大赛的组织者对微

课的认识尚不明晰，在实践上更是方向不明、导向不

清、标准混乱、创新不足。若在此情况下盲目跟风，

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微课开发建设，很有可能造成

新一轮的资源浪费。对高校而言，开展微课制作、微
课比赛活动固然是一个推动教学信息化创新的新路

径，但它只有在澄清基本认识和构建相对科学合理

的评价体系的基础之上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一、微课的价值与建设方略

1.微课的渊源与教育价值
当人类步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微潮流”

开始兴起于网络。微博、微信、微视频大行其道。这

是网络技术与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调适的结果。在教

育领域，基于微视频作用的深刻认知，可汗学院以精

炼简洁的小视频重新表达基础教育中科学类课程的

关键知识点，使视频教学的魅力再现。同样引人注

目的TED讲座，则深悉短小视频与名人讲演结合的

传播优势，以18分钟为上限，[1]让技术、娱乐、艺术等

热门领域的名人精悍演讲风靡世界，成为网络时代

媒体创新的典范。而在2012年以来的MOOCs潮流

中，名校主导的xMOOC一改过去网络课程提供课堂

教学录像的做法，从在线学习的特点出发对视频资

源进行了重构，以短视频和相应全媒体资源服务为

特色，开拓和引领着网络学习评价的新潮流，使得

MOOCs的易学性和吸引力大大提高。从简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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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看，逐渐风行于国内学校教育中的微课潮是微

视频潮流的一种自然延伸，如果将可汗学院、TED及

MOOC短视频视为首创，则微课概念及形式的产生

则属于二次创新。从国内视频资源建设的历史经验

来看，过去国内高校以精品课程为依托形成了大量

视频资源，但其利用率很难提升。这一状况的形成自

然与其在内涵上课堂教学搬家、形式上关键创新缺

乏、制作水准上非高度专业化相关，但更与未将学习

者的学习需求及基于视频学习特点的严重忽视、真
正受众地位的被虚化有关。如果能借鉴微课对视频

资源进行二次创新开发的经验的话，或许会给大量

沉睡视频资源的应用带来新的思路。
2.微课建设的目标与重心
教育资源建设的目标不在资源本身的形成，而

在资源的利用及其推动教育实践转变的作用，这在

当今知识社会形成以后尤为明显，而在以知识创新

为主旨的高等教育领域更为突出，这就决定了教育

视频资源的时效性。这是其与自然资源的一大区别。
惟其如此，教育资源形成后如果不能进入应用-改

进-再应用的良性循环之中，而是陷入制作-待用-
搁置乃至最后失去利用价值的陷阱中无疑是投入的

巨大浪费。因此，微课建设的目标应该超越资源的存

储、入库观而转向实践观，应该将其置于公共空间，

开放、免费、无限制或较少限制地供教师和学生等使

用，在降低高校课程成本的过程中获取资金支持，创

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准商业模式。其次是课程资源

利用的问题。利用优质资源不是试图取代在职教师

的功能，而是改变其工作的着力点，更好地提高教学

质量。正如名校MOOCs来了并不意味着其它大学教

师失去了作用，教学说到底是一种情境化、本土化的

实践，但我们可以在借鉴别人成果的基础上提高自

身的水平。对于一个学科的难点、重点、疑点、热点问

题，别人的微课设计得好，完全可以拿来主义，并重

构自己的教学、优化自己的教学。博耶(ErnestL.Boy－
er)认为，教学学术的内涵是教师以本学科的认识论

为基础, 对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并将研究结果公开与同行进行交流、接受同行评价

并让同行在此基础上进行建构的学术。[2]由此可见，

微课的应用与重构正是教学学术的应有之义。概言

之，相互借鉴、共建共享、共同推动虚拟和现实课堂

的互动与质量提升，是微课建设的重心所在。

3.微课的创新方向
资源微化对学习者而言就是提高可用性，虽然

短小精悍却能答疑解惑传道，学习效率高；对教师而

言主要是可重用性，以方便地嵌入或融入自己的教

学中。因此微课不能止于以短视频为主要载体的形

式，唯有创新才是其核心价值。从笔者参与首届高校

微课比赛的作品来看，创新不足、方向不明的问题比

较突出，这就出现了选题上偏大、聚焦点不清、结构

上过于求全的问题。笔者发现，大多数参赛微课作品

都接近于限定的20分钟上限，就其视频内容来看，其

教学活动与知识容量决非20分钟所能完成，因此剪

辑痕迹明显，将远大于此时间的教学视频剪短形成

的微课充其量是课堂教学的微缩版，没有领会微课

“微”的实质是“小、实、新”。所谓小，从可重用角度说

就是可方便嵌入其它使用者的教学中；从学习者角

度说就是最好5-8分钟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

点上，可汗微视频已经树立了典范，这是学习者集中

注意力在视频上驻留的有效时间段，超过这段时间，

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将其嵌入自身教学也要再行切

割。所谓“实”，就是在内容、形式、方法上确有价值，

可资借鉴（为了让其它同行更好理解，相应的教学设

计也应该有文案说明），就是要防止形式花哨、内涵

空虚，不少参赛微课设计了丰富的师生活动，但仔细

一考究，才发现与解决的问题关联度较弱，活动设计

有本末倒置之嫌。关于这一点，可汗视频、TED演讲、
MOOCs短视频都演绎了什么是实，如可汗视频简约

到教师不出现于视频中，而以教法吸引人；TED演讲

则撤掉讲台（防止读稿子）、放弃问答互动环节，用演

讲者的个性魅力与新颖的内容来触动和冲击听众；

MOOCs短视频则要求教师重新结构化自己的专题

和内容，重新思考过去对教学内容的组织方式是否

达到了助学的作用。三是“新”，教学创新可以体现在

内容、程序、活动组织、方法手段上，微课的创新也不

例外。举例说来，本次高校微课比赛有不少临床医学

课例，但令人遗憾的是，具有丰富临床性、实践性经

验的高水平医师却基本上全采用传统的学院式课堂

讲授模式，使课程味同嚼蜡，如果能采用虚拟现实技

术等手段，真实、生动地向学习者展现临床医学丰

富、复杂的医疗场景和诊断、治疗案例，微课的特色

就充分发挥出来了。
4.评价体系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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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微课这样一种新事物，人们的认识还将随

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充实。而对一个新的具

有创新特征的产品，适当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是必要

的，在初始阶段没有必要也形成不了一个标准的筛

子。当前微课建设潮流已经形成，高校和中小学也

投入了相当资源，为此通过评价标准的导向作用，避

免明显的误区和偏差，提高产品的可重用性和利用

率，抑制跟风粗放制作、节约教育资源确有必要。而

这首先要研究和探讨的就是什么才是好的微课，现

阶段应逐步健全和完善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下面

提出几点建议：

（1）加强从用户角度的需求分析和评价设计。微
课的学习者包括学生、教师，公开发布后还包括家长

和各类感兴趣的社会公众，唯有让这些人愿意学、愿
意用、愿意评，才是有价值的作品。因此，作品在公众

网络开放后，可以参考用户的浏览量、评价等进行评

估，可以采用排行榜的形式来择优、选优、评优。
（2）倡导聚焦明确，且能解决课程重点、难点、疑

点、热点问题的作品。微课因其微，内容不聚焦不行，

力量不集中不行，没有独到的解决方法不行，没有教

师的个人风格也不行。
（3）选拔和评点有新意的作品。这里之所以不说

创新，是因为创新的提法有时过于宽泛，有时又过于

苛责。对一个短短10分钟左右的视频而言，或内容

新、或角度新、或方法新已经难能可贵，而吸引力则

是这方面一个重要的硬指标。公众对优秀课程的欣

赏和评价水准是需要引导和提升的，因此高水平的

专家评点是网络课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和价值导

向。
（4）培育和选拔具有专业制作水准的作品。这个

标准不是纯粹从媒体技术的角度而言的，更重要的

是网络课程设计、学习评价等方面的专业水平。这是

信息技术与网络教育的深度融合，如何应用微视频

把教学特色展示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要

求拍摄者能跟随教学的程序、理解教学的要点和亮

点，并以镜头语言展现出来。
5.处理好快餐、中餐、大餐之关系
微课来了，视频教学资源建设有了新的选择，但

这并不意味着以视频为中心的其它教学资源就失去

了教学价值。微课类资源以短视频为核心，适应了包

括反转课堂、混合教学在内的各种新型学习模式，但

其时间短、知识容量小、非结构化、切片化，学习使用

时方便、快捷、高效，可喻之为视频类教学资源中的

快餐。然而，我们必须理智和冷静地看待每个时期流

行的时尚和潮流。从教育教学的规律来分析，绝不是

所有内容的学习都是适合切片化的，网上具有较高

人文内涵和思想魅力的讲座与课程，尽管篇幅长，但

却同样倍受欢迎和追捧。这类优秀的教学资源，完全

可以采用精心设计、实时录制的方法，并稍加编辑处

理，即可开放共享、广泛传播，可视之为品类丰富的

“中餐”。此外，对于一些名师的系统化、高品质课程，

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知识容量大、认知难度高，

这类资源需要学习者反复咀嚼、体会、揣摩、内化，还

必须以大量的相关阅读和专题研讨为依托，因此可

以多分频高清呈现、专业化制作，学习者可视之为知

识的“大餐”。我们认为，从“助学”的角度出发，应该

根据知识本身的特点为学习者烹制不同的知识之

餐、智慧之筵，这样才既能符合知识表征的规律，又

能适应学习者多样化的需求。

二、微课评价体系的建设要点

尽管上文提到了几个导向性的原则，但在评价

体系的细化方面，现阶段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1.加快建立分门别类的评价体系
根据不同学科特点进行分类指导，是进行微课

开发指导和评估的基础。理、工、农、医、人文、社科、
艺术的教学各有其内在特点，这也是学科教学论得

以成立的基础。同样，开展微课比赛也应区分不同的

学科类别，否则，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针对性就成

问题。如以网易公开课为例，同样是精品热门课程，

人文类的课程如哈佛大学的《幸福》课、《公正》课，参

与评论的人数就有数万人，浏览者更是千万数量级，

而斯坦福大学的《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则评论

千余条、浏览十万数量级。如仅从受好评的程度和产

生的社会影响力来看，两者似乎并不是一个级别，但

这差别并不是由课程的质量所导致的，而是由课程

的性质与专业所决定的，这就说明了分门别类评价

的必要性，作品只有在同类教学的比较中才有意义。
建立分门别类的评价和指导体系的好处在于，一方

面引导人们在资源建设的一开始就注重分类，便于

不同学习者和使用者的选择，提高资源的结构化、层
次化水平；二是便于在专家评价环节实现同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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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指导更精致、更微观、更具体、更容易形成共识，也

更具有可操作性。如各类课程混杂，采用模糊的评价

标准，参照系本身就不清晰，评价者又要跨越多个学

科，以致在专业性问题评价上的科学性、合理性都成

问题，评价也就起不到指导好作品提高、优秀作品生

成的作用；三是同类比较的可比性强，水平容易区

分，方便人们彼此相互学习，对决策者而言，也方便

对某门类的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教学质量做出正确

的判断，而参与者也容易发现与国内及国外一流水

平的差距及其改革的方向。
分门别类除了以学科大类为基础的划分外，也

可采用不同的标准与方法。以高校微课为例，我们

也可依据其内涵特点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类：

（1）专家演讲模式。此类模式可由名家主讲，结

合其专业经验，选择前沿与热点主题，最能体现专家

知识与经验的结合，知识容量可以大一点，课时可以

稍长一点，也就是对TED演讲模式进行微课式的创

新。此类课程能给学习者以极大的启发性与引导性，

吸引力自不待言。
（2）金牌讲师模式。此类微课多由年轻教师或学

者担纲。主要讲学习中的重点、难点、疑点，具有个性

化指导的特点。此类模式类似商业培训模式中的金

牌讲师，往往具有定位准、激情足、案例多、方法新等

特点，对其它教师的教学具有较多的示范作用，可在

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案例选取上进行多方面借鉴。
事实上可汗视频就是可汗这个优秀的理科教师个性

化的教学记录，可见，唯有自己的特色才能成功。
（3）资源整合模式。此类微课体现为对一个专门

问题进行系统解决的教学法设计和实现。它要求全

方位提供资源并进行系统化的设计。其中，信息技术

的应用尤其重要，教学课件要有“积件”的思想。[3]可

切割性高，能方便其它教师的重用。举例来说，此次

比赛作品中都是一个视频讲到底，此类微课则可以

分得更细，可由几段3-5分钟视频组成，但主题是集

中而明确的。
2.将用户评价置于重要地位
用户地位的虚化和评价作用的缺位是过去视频

资源利用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次比赛中，给予

公众评价20%的权重是非常有价值的转变。教育资源

好不好主要是由用户体验而非专家评审决定。用户

排行榜本身就是作品价值最直观的体现之一。在资

源建设上，由专家评审导向转变为用户评价导向，对

提高可重用性的意义非常重大。或许有人会质疑非

专家评审的科学性。在这点上，慕课（即MOOC，大规

模开放在线课程的汉译）引领者Coursera的做法值得

借鉴。因为慕课的选课学生常常逾万甚至数万，面对

数量巨大的选修者，过去教师（即专家）主导来批改

学习者作业的旧办法不再具有可行性，为此，Cours－
era根据“学生互评”和“众包”的相关研究成果，[4][5]认

为让学习者互评（同侪评价）与由教师来评阅的专家

模式具有与教师评价类似的信度，并在MOOC中推

广了学生同侪评价的模式。而对微课而言，除通识类

课程具有普遍性外，专业性的内容只有专业学习者

才会关注、观看，因此评价者是基于以往对此类课程

学习经验的对比做出评价的。如果微课开放后收获

广泛的浏览量和好评率，就说明它是具有使用价值

的好产品。正如前文所述，教育资源的建设目标是应

用并由此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由用户决定的

评价能使开发者将重心放到用户需求上。这样才能

研究和发现用户的真正需求、学习特点、认知规律、
学科特点、既往经验总结及创新方向。

3.可重用性应该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将可重用性作为评价微课的主要指标，这是网

络学习资源评价需要引导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近

年来，伴随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在线学习越来越成

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由此，在处理传统课堂教学

与在线学习关系的问题上，人们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和做法。激进的模式，如“翻转课堂（The Flipped
Classroom）”近两年在美国有兴起之势。美国高等教

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认为，颠倒的教室使教

学模式发生了转向：即由过去的静态的独白式的教

学转向师生互动的课堂。[6]尽管如此，这一模式目前

还具有明显的短板：如在大学学科和专业不断分化

的背景下，尽管开放教育资源在总量上非常丰富，但

对小众化的专业和学科而言，资源却相对匮乏，无法

有效支撑课外自主学习。再者，大众化阶段大学生的

学术兴趣及学习能力下降也毋庸讳言。翻转课堂对

学生较高的自主学习和自我监控能力的依赖也会成

为不能回避的问题（MOOCs的课程低通过率即与此

有关）。由此，我们认为，将现阶段的课堂教学与在线

学习进行融合是符合现状的选择，也是我们提出“太

极学堂”理念的重要初衷之一，即课堂学习与网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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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之间必须阴阳互补，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反对非

此即彼的激进改革。因此，从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

看，尽管学生利用微课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这

一点在前述的用户评价中已经得到反映），但我们更

应看重教师将微课融入课堂教学的便利性、可行性，

这对提高大量现实课堂教学质量具有重大价值。因

此，微课的评价必须重视资源形成后对其它教师的

可重用性。而可重用性的评价可从几个方面来判断：

选题恰切具普遍性教学需求；优点突出易被抽取；资

源切片化易嵌入新教学情境等。

三、结语

微课的出现是教育资源建设之重心由“助教”向
“助学”转变的重要契机。随着在线学习的迅速发展，

教学资源必须适应网络学习非结构化、去中心化、碎
片化的特点。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学习者

的角度，加强对新一代在线学者心理、生理和认知特

点的研究，据此探究网络课程的特点和规律，用创新

的思维方式开发新形式的教学资源，这样才有可能

创造出符合教育信息化内在规律、受到新一代学生

和教师欢迎的网络课程，资源开发的效率和利用率

也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提高。而伴随微课、慕课

（MOOC）等新型开放教育资源的不断生成、丰富和

完善，大学将在互联网创造的新的教育时空中，破解

目前教育发展中的一系列难题，创造出普及高等教

育、推动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希望之路。
（责任编辑 南 钢）

Reflecting on Micro-lessons in the Tide of MOOCs
Yang Manfu & Sang Xinming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10023;
Institute for Digital Learning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Ns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 rise of micro-lessons is a compelling new landscape in informational teaching. Participants in micro-lesson
development must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previous resource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improving reusabilit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To this end, micro-lesson development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s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and focus on "assisting"
learning. Innovations should be small, substantial, and original. Relationships among snack resources, lunch resources and feast
resources should be well handled. Its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able to facilitate the generation of outstanding work. On the
initial stage, scientific evaluation criteria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influence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lessons.
Evaluation criteria should focus on three key points: subject-based, a great weight on user-evaluation, and reusability.

Key words: Micro-lesson，targeting，innovative direction，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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