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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15/03/2020 

As COVID-19 continues spreading in many countries of world, how to keep learning in 
disruption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global education community. As stated by 
UNESCO Director-General Audrey Azoulay:  

“We are entering uncharted territory and working with countries to find hi-tech, low-tech 
and no-tech solutions to assure the continuity of learning.”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UNESC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Rural 
Education (UNESCO INRULED) and Smart Learning Institut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LIBNU) are releasing a special publication entitled “Handbook on Facilitating Flexible 
Learning During Educational Disrup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Maintaining Undisrupted 
Learning in COVID-19 Outbreak” together with our collaboration partner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launched the 
“Disrupted classes, Undisrupted Learning” initiative, providing flexible online learning to over 
270 million students from their homes. Inspired by the united solidarity and innovative 
experiences of million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handbook aims to define the term “flexible 
learning” with vivid examples and touching stories. It describes several implemented flexible 
online learning strategie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se strategies are presented based 
on six dimensions, namely (a) infrastructure, (b) learning tools, (c) learning resources, (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e) servi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f)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chools.  

Additionally, this handbook aims to help other educator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mplement similar case studies in their context. We hope to work together more closely with all 
partners for the shared mission in this difficult situation. As emphasized by Mrs Stefania 
Giannini, UNESCO’s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or Education: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not only to address the immediate educational consequences 
of this unprecedented crisis, but to build up the longer-term resilience of education systems.” 

On behalf of UNESCO INRULED and SLIBNU,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partners from China 
and abroad. Our special thanks go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UNESCO for their incredible support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We 
also acknowledge with gratitude contributions for this publication from our partner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UNESCO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 
(UNESCO IITE),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IASLE), the 
Arab League's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ALECSO), and Edmodo. 

 
 
 
Dr. Ronghuai Huang    
Director, UNESC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Rural Education  
Co-Dean, Smart Learning Institut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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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大规模流行病、自然灾害和严重空气污染等不仅影响了人类健康，也影响了
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例如，2002 年底的 SARS 波及全球数个国家，为控制病毒传播，中国多个地区临时
关闭学校，采取学生居家学习的方式应对这场教育危机；2009 年 H1N1 流感爆发，对全世界多个国家造成
了影响，导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校关闭，如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新西兰、塞尔维亚、
南非、泰国、英国、美国等（Cauchemez 等，2014）。从 2019 年底开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
内迅速蔓延，导致数千人死亡，一些国家采取了包括临时关闭学校在内的多种措施来遏制疫情蔓延。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 12 日，五大洲的 46 个国家已宣布临时关闭学校；其中，26 个
国家采取了全国临时关闭学校的措施，影响了近 3.769 亿儿童和青少年的正常学习活动；另有 20 个国家临
时关闭部分地区的学校，如疫情严重地区的学校停课，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需要指出的是，如
果疫情持续发展，这 20 个国家将实施全国性停课的策略，届时将有 5 亿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受到影响。

国际组织特别重视应对危机和紧急情况的教育对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30 年教育行动框架》
提出，各国应“为没有在中小学就读的儿童和少年提供替代性学习和教育方式，实施获得国家承认和认证的
等效和过渡方案，从而确保在正规和非正规环境中——包括在紧急情况下——灵活地学习。”

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学校停课，并采取“停课不停学”的应对措
施，为全国数亿名居家学习的学生提供弹性教学。受到师生们教与学实践和创新经验的启发，本手册旨在通
过生动的例子为读者诠释“弹性教学”一词，同时描述了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实施的几种弹性教学策略，
并从通信平台、学习工具、数字资源、教学组织、学习方式、支持服务及政企校协同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和阐述。这本手册可以为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在类似情境中实施弹性教学提供实践参考。本手册
还根据实践经验指出，各部门、机构（政府、电信部门、教育企业、学校等）间的多种形式合作可以在紧急
情况下（例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为全社会提供有效和包容的教育。



22020 年 3 月  2.0 版

1 如何理解“弹性教学”

Lee 和 McLoughlin（2010）将弹性教学定义为“一套教育方法和系统，旨在为
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便利和个性化。通过使用一系列的技术
来支持教学过程，弹性教学为学习者提供了选择学习地点、时间和方式的多种机会。”

1.1 弹性教学
针对弹性教学而开展的研究由来已久。首先，“弹性”被定义为在教育环境中提供选择，以及定制特

定课程来满足个别学习者的需求。因此弹性的关键点是为学习者提供学习选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包括上
课时间、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学习资源和地点、技术应用、入学 / 完成日期的要求和交流媒介等（Collis, 
Vingerhoets 和 Moonen, 1997; Goode, Willis, Wolf
和 Harris, 2007）。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新
的学习模式，如开放学习和在线学习等，可以为弹性
教学提供更多机会。开放学习的目的是让学习者更自
主，而教师更多地成为学习的促进者（Wiki, 2019）。
与弹性教学相关的教学实践的理论基础强调以学习者
为 中 心（Lewis 和 Spenser, 1986）。 在 弹 性 教 学 相
应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中，去除了将学习者框定在
固定范围内的特定设施，如教室等，促进了教与学活
动的弹性。弹性的传递机制是弹性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Lundin, 2012），它通常使学习者和教师能够以
双向交互的方式传递教与学的相关信息。在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方面，弹性教学涵盖了多种灵活的教学法
（Gordon, 2014; Ryan 和 Tilbury, 2013）。Gardon（2014）、Ryan 和 Tilbury（2013）认为，弹性不仅
是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基本属性，同时也是组织机制层面的属性。

术语 1：弹性教学法

在本手册中，我们将“弹性教学”理解为一种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它从学习的主要维度为
师生提供选择，如学习的时间和地点、教与学的资源、
教学方法、学习活动、对教师和学习者的支持。这样，
教与学就可以是灵活的而非一成不变。这有助于促进
学习者轻松、投入和有效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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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弹性教学的特征
弹性教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弹性教学从学习的多个维度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Goode 等， 2007）。再者，它采用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方法，推动由教师承担学习责任向学习者自主承担学习责任转变（Lewis 和
Spencer, 1986; Goode, 2007）。最后，学习者可以有多种选择，为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弹
性教学要求学习者能更好地自我进行目标设定、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通过教师的引导来促进学习者主动学
习，使学习者在这种情境下的学习更具有参与性和有效性（Collis, 1998）。

1.3 弹性教学的要素
弹性教学的策略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实施，如教学和学习者管理、组织管理和制度管理（Casey 和 Wilson, 

2005）。针对教学和学习者管理层面的弹性，我们确定了以下八个关键的弹性维度。

1.3.1 何时何地学习
这里指参加一门课程（Collis 等，1997）、开始和结束一门课程（McMeekin, 1998）、参加学习活动（Collis

等 , 1997; Collis, 2004; Casey, 2005）、学习的速度（Collis, 2004; Casey 和 Wilson, 2005）等可以是灵活的。
学生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选择学习时间，如晚上或周末学习；也可以指定想要与他人互动的时间以及自己
独立学习的时间。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和获取学习材料的地点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灵活选择，例如可以在校园、家里、公共交通工具、机场甚至飞机上（Collis 等 , 1997; McMeekin, 1998; 
Gordon, 2014）。如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北京师范大学取消了面授课程。有教师每周一在学习
管理系统上发布学习任务列表并上传相关资源，学生可以在该周内的任何时间学习这些资源，并在下周一
提交所完成的作业。

1.3.2 “学什么”和“如何学”
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学习途径、课程形式、课程规模和范围等，自主决定学习内容和学习顺序

（Collis 等 , 1997; Collis, 2004; Casey 和 Wilson, 2005; Gordon, 2014）。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广
州市黄埔中大附属外国语实验中学开设了自我探究课程，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主题。然后，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创作作品，比如信件、海报、宣传册、视频、歌曲或舞蹈，向在中国武汉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前线英雄致敬。1  

1 https://lx.huanqiu.com/article/9CaKrnKps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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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密滨北学校为促进小学三年级学生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合理规划假期，提高自我管理

能力，构建假期育人课程超市，开设的课程包括摄影、书法、阅读、家务、音乐和健身等。

1. 育人超市活动内容

（1）摄影区

以“晒晒我的寒假生活”为题，利用拍摄的机会观察生活、与自己对话，拍摄一组主题照片

或者小视频，写一写照片背后的故事，开学后上台进行小演讲，和同学分享各自的寒假生活。

图 1 “晒”生活

（2）书法区

坚持每天练字 10 分钟，学校录制了书法微课——滨北特色钢笔字书法指导，一字一分钟，

每天通过微信家长交流群推送给学生，让学生在教师的专业引领下，保证一天练习写好一个字。

学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书法练习。鼓励学生将自己的书

法作品随时与家长和同学分享，互相点赞学习。

图 2 书法练习

（3）阅读区

每天至少静心读书 20分钟。推荐《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小

飞侠彼得潘》《青鸟》作为必读书目，并且为家中没有书籍的学生推送了有声书本，例如：“学

习强国”中的《克雷洛夫寓言》；小学生有声读物中的《捣蛋鬼日记》《中国历史故事》《成

语故事 160首》《中国神话故事》《中国寓言故事》等。保证学生人人有书可读，人人有法读书，

并能够读有所得。

图 3 自主阅读

山东高密滨北学校：携手并肩，多元特色育人超市故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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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劳动区

跟随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学会两到三样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如铺床叠被，整理自己的房

间，自己洗内衣、袜子，自己洗脚、洗澡、剪指甲等，体验父母的辛劳，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用手机拍摄最感动的瞬间，留存贴到寒假作业中。

图 4 参与生活中的劳动

（5）锻炼区

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半小时：仰卧起坐20个、一分钟跳绳、十分钟踢毽子等体育活动，家长督促，

做好锻炼记录，记录在《开往寒假的列车》上。

图 5 居家学习锻炼两不误

（6）音乐区

学唱或创作一首歌向奋战在防疫一线的白衣天使致敬，还可以登陆“学习强国”平台，从“听

文化”“中唱之声”“听小喇叭”“看文艺”板块中，每天选一个板块中的一个节目欣赏艺术经典。

图 6 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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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学区

自2月10日起，语数英三科老师每天推送作业到群内。家长把学生各科作业答案发至家长群，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教师在家长群内解答。

图 7 自主学习

（8）实践区

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动手操作能力。开设“创意超市—水养蒜苗”，让孩子了解大蒜的作用，

了解蒜苗种殖所需要的条件，观察蒜苗的生长过程，写一写观察日记。“创意超市—因盒造物”

则让学生利用废弃的包装盒制作有意思的手工作品，让生活中的包装盒发挥最大的作用。例如：

笔筒、置物架、捕鼠器等等。

图 8 动手实践

2. 展示与评价

学生在家自学过程中，每晒一次作品，就得到 3颗星，作品得到家长和同学每点赞一次即可

累积一颗星，家长负责把学生自学过程中通过教师和家长评价得到的星星数进行记录统计，如

实在家长群中进行晒星活动，让学生互相了解其他同学的学习状况，并且学生每天得到的星星

数可以累加，成为开学后对假期自学情况评价的唯一依据。通过利用网络进行的晒星、集星活动，

在班级内形成比、赶、超的浓烈学习氛围。

开学后，学生把自己的活动成果装订成册，在班级中进行假期活动成果集锦展示活动，每个

班级挑选 15 份优秀作品参加级部展评活动。级部在展评过程中，组织部分学生、教师对各班上

交的成果集锦进行打分，分一、二、三等奖进行奖励，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案例来源：张红梅 (2020-02-25). 携手并肩 多元特色育人超市营业中——小学三年级“家校育

人课程超市”活动指南 . https://www.sohu.com/a/375788276_50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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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如何传递教学
灵活的授课方式能提供多种途径和形式以帮助学生获取学习资料（Collis 等 , 1997; Lundin, 1999; 

McMeekin,1998）。学生可以体验基于校园的学习、基于网络的学习，或者通过不同的技术（如增强现
实、人工智能等）来体验课程学习。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为学生提供学习指导，帮助学生采取实践与理
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学习，例如有高校将学校教学与企业培训相结合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实践性人才（UK 
Universities, 2018）。有机构以混合学习方式为中国学龄前儿童提供以英语为主题的课程，学生可以在工
作日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移动应用程序访问学习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 1；补充活动包括跟随和模仿
阅读过程，自动评分以及通过社交网络应用程序进行小组讨论等；周末的时候，教师们会在网上以虚拟教
室的形式进行授课。

1.3.4 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活动组织策略
教师可以选择多种教学活动组织策略，如讲座、独立学习、讨论、研讨会小组、辩论、学生主导的发现学

习和教育游戏等（Gordon, 2014）。例如，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在最近的教学实验中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如

混合学习、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OOC）和体验式学习，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来自我监控学习过程，提高

学习体验。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学习方式来实现“弹性”学习，如个人学习、小组学习、合作学习等。雄安新区

白洋淀中学的教师通过钉钉软件进行直播授课，利用 ZOOM 平台组织学生小组讨论，这样，所有参与者都可以

更方便地相互交流。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的教师则采用了基于视频的一对一辅导，学生在授课过程

中可以在教师的实时帮助下有更好的情感参与。2 

1.3.5 应向学生提供什么类型的学习资源
对于学习资源的来源，除了教师创建的内容外，学生可以自主创建学习资源库，也可以充分利用数字

图书馆和网络上的高质量资源等（Collis 2004; Casey, 2005）。资源形式的“弹性”可以体现在多样化的媒
体类型上，如播客、屏幕旁白、完整的演讲视频和软件等（Gordon, 2014）。开放教育资源（OER）处于
开放许可之下，也可以使学习资源使用方式出现弹性。例如，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环境和教学
活动需要，使用、混合或改编给定的 OER 资源。

1  http://www.maxen.com.cn/
2  资料来源：2020年2月1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组织召开的“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育一线需求与实施网络研讨会”。

截至 2020 年 2 月 2 日，中国教育部组织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2.4 万余门，

覆盖了本科 12 个学科门类、专科高职 18 个专业大类。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

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

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明

确提出九项工作任务：一是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全部优质在线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

二是立即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实施方案，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三是保证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四是发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示范引

领作用。五是全天候开放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免费提供 2000 余门虚拟仿真实

验课程资源。六是倡导社会力量举办的在线课程平台免费提供优质课程资源。七是继续组织在

线教育机构研发多样化在线教学解决方案，为高校选择资源和技术服务提供便利。八是发挥专

家组织指导、整合、协调作用。九是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教育部组织 22 个平台免费开放 2.4 万余门在线课程故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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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来源：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2/t20200205_418131.html

从国家层面，鼓励各高校充分利用上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在慕课

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

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高校要将慕

课教师以及承担教学任务的所有任课教师线上教学计入教学工作量。引导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积

极选修线上优质课程，增加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强化在线学习过程和多元考核评价的质量要求。

制定在线课程学习学分互认与转化政策，保障学生学业不受疫情影响。强调高校要择优选取符合

本校实际、与网络环境条件相匹配的方案，与课程平台密切配合、规范管理，强化对课程内容、

教学过程和平台运行监管，防范和制止有害信息传播，保障在线教学安全平稳运行。

案例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0-02-05). 教育部组织 22 个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2.4 万余门 . 

https://news.sina.cn/2020-02-05/detail-iimxxste8997186.d.html?vt=4&pos=3

1.3.6 什么技术对学习、教学和管理真正有效
使 用 技 术 加 强 教 学 和 学 习（Gordon, 2014）， 帮 助 教 师 和 部 门 处 理 机 构 内 的 行 政 工 作（Casey, 

2005），可以提升工作内容的灵活性。各种各样的网络工具（如博客、wiki 和社交网络等）可以帮助学生
生成内容并与同伴进行交互。此外，一些基于技术的交流媒介（如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应用等）能使教师
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更加方便。为解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学生不能正常去学校学习这一问题，各地区采
用了不同类型的平台和工具并通过综合应用提升了工具的效力，以支持学生的居家学习和教师的教学。表
1 根据功能的特点，对部分学校所使用的主要技术进行了归纳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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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中国部分学校使用的技术类型

学校 平台 通讯工具 智能 APP 调查工具

武汉育才实验小学 武汉教育云 微信、QQ、钉钉 腾讯课堂

武汉市武昌区三道街小学 武汉教育云 腾讯课堂

温州实验中学 UMU 钉钉

雄安新区白洋淀中学 鑫考云 钉钉

武汉宜昌区小溪塔高中 智学网 钉钉 问卷星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 微信、QQ、钉钉

北京八中 腾讯会议 猿辅导

四川凉山巴姑小学 学习强国 微信、QQ、钉钉

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 希沃云平台 微信、QQ、钉钉

1.3.7 何时以及如何评估和评价
教学和学术项目以及学习质量的评估和评价都可以体现出弹性（Collis 等 , 1997; Casey, 2005）。“弹

性”可以通过评估的方法来体现，比如陈述、研究论文、团队项目、同行评估和标准化测试（如多项选
择）。电子档案袋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弹性操作空间，为监督和评测学生的过程性发展提供证据（Gordon, 
2014）。评价时间和方式也可以体现弹性，典型的有基于计算机的在线测试和自适应测试，以及基于纸笔
测试的人工测评等。还可以通过应用学习分析方法来实现弹性教学，学习分析方法可以将学习系统中收集
到的学生学习轨迹进行分析，并以报告或仪表盘等形式提供实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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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濮阳市高码头镇第一小学的教师团队组成了基于微信群的教研组，制定教学计划和学

习指导方案。教师要求在家里学习的学生把他们的答案写在纸上。然后，学生应将填好的答题纸

拍照，并通过微信等实时聊天工具发送给他们的导师。教师利用绘图等图像处理工具，将评分和

评语手工添加到答题纸的照片上，然后发回给学生，如图 10、图 11 所示。

图 10 高码头镇第一小学 2018 级教师工作群

图 11 高马头镇第一小学 2019 级六六班级学生群

案例来源：乡村教育观察 (2020-02-20). 高码头镇第一小学：停课不停学，我们在前进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043617942496101&wfr=spider&for=pc

利用实时聊天工具促进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故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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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学生非实时问答咨询的需求，北京推出了在线问答平台。截至 2020 年 2 月 23 日，全

国共有 13705 名教师报名参加资格审查。北京所有初中三年级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电脑、手

机 app、微信订阅等方式获取“智慧学伴”的问答模块。他们可以上传和发布他们的问题的文字

或图片。教师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给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每个问题只能采用一个最

佳答案，如图 12 所示。

案例来源：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图 12 “智慧学伴”问答平台对学生和教师提供帮助

“智慧学伴”问答平台提供学习支持故事 4

1.3.8 应该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和服务
师生获得支持的时间、地点以及方式方法也可以具有弹性（Collis 等 , 1997; Casey, 2005; Gordon, 

2014）。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支持平台、与教师的面对面或在线会议、小组帮助会议以及基于视频的实时
聊天工具来获得帮助。允许学生指定学习材料或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对国际学生来说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支
持。当前的智能学习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人学习特征（例如学习表现、个人偏好等），自动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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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利用技术促进学习
利用技术促进学习，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高质量的学习环境，它可以为学生提供时间、

地点和进度上的选择，并能适应学生的不同学习风格。为更有效地利用技术促进学习，以下五条规律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Huang, Chen, Yang 和 Loewen, 2013）。

2.1.1 学习资源：在线学习资源的获取
学生应当主动学习所需的数字学习资源，以获得比面对面教学更有效的学习效果。这些学习资源必须

满足以下五个基本条件 :(a) 内容是学生感兴趣的或解决问题所必需的；(b) 内容难度适中、规模适中，不
会出现认知超载；(c) 内容结构简单明了，减少学生的认知负担；(d) 内容设计得很好，能避免视觉疲劳；(e)
导航布局清晰、深度适中，学生不会在学习系统中出现迷航的情况。

2.1.2 学习环境：基于在线虚拟社区的学习环境
虚拟学习环境如果想让学生像在真实课堂环境中一样地进行交流的话，需要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a)

通过不断鼓励帮学生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学习环境，使学生有一种归属感和临场感；(b) 及时向学生提供反馈，
让他们在虚拟学习环境中找到答案，获得成就感；(c) 让学生获得情感认同，释放“竞争”或“表现”的欲望。

2.1.3 学习系统：学习管理系统 
学习管理系统 (LMS) 要能有效地管理学习过程，应满足以下四个基本条件：(a) LMS 结构与教学过程

高度耦合；(b) 学习管理系统应包括自动服务（如自动仪表盘等），可减少教师和学生的工作量；(c) 所生
成的学生和教师的学习数据是安全的，以保护他们的隐私；(d) 管理系统应设计良好，以便分别为学生和
教师提供良好的学习和教学经验。

2 基于在线学习开展弹性教学

目前，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形势，多个国家在其教育体系中采取了多种
弹性教学方式，在线教育是其中的主要方式之一。作为远程教育的一个子集，在线学
习一直关注于通过利用不同类型的技术来提供比学校教育更灵活的时间和空间的教育
体验。



13 2020 年 3 月  2.0 版

2.1.4 系统设计：注重用户体验 
不考虑用户体验的设计可能会导致不方便的学习体验。为克服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a)

使用“隐喻”和“常识”；(b) 简明扼要的文件；(c) 应向教师和学生公布标签和符号的通用标准。

2.1.5 学习者：便于学习者寻求帮助
为使学生在遇到困难时更积极地向教师求助，有三个必要的条件：(a) 来自教师、家长等的适当的外部

鼓励；(b) 师生之间畅通的沟通关系；(c) 及时有效的反馈。

2.2 如何理解在线学习

术语 2：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指学生使用不同的设备（如移动电
话、笔记本电脑等），在同步或异步环境中通过
互联网进行学习的体验。在这些环境中，学生可
以在任何地方自主学习，并能与教师和其他学生
互动（Singh & Thurman，2019 年）。

在线学习中，学生可以直接与他们找到的多种
格式（如视频，音频，文档等）学习内容进行交互。
此外，他们还可以选择让教师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
行指导和评价。这种交互可以在问答社群中通过各
种基于互联网的同步和异步活动（如视频、音频、
计算机会议、聊天或虚拟世界交互等）进行。这些
同步和异步的在线环境可以促进学生的社交和协作
技能以及人际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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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钉钉针对疫情，紧急推出产品大包，含健康上报、在线课堂、直播互动等功能，提供远程教

育教学一揽子解决方案，全国众多中小学通过钉钉平台实现“停课不停学”。 

钉钉是阿里巴巴集团为中国企业打造的一个免费通信协作的多终端平台（如 PC、Web、移动设备

等），它还支持手机和电脑之间文件的相互传输。虽然钉钉最初是为企业设计的，但是在中国已经

有大量的中小学使用它来应对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目前，来自 17 个省 1 万多所大学和小学

的 500 多万名学生通过钉钉参加了直播课程。

为应对“停课不停学”，钉钉进一步开发了一个远程教育包，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例如，该包

提供学生健康报告、在线课堂报告和实时交互。钉钉还提供实时课堂通知、学校通知的功能。此外，

钉钉还通过电脑和移动设备为中国各地的中小学和大学提供免费在线和现场课程，支持 100 多万名

学生同时学习。这些在线课程提供在线教学、在线作业提交和修改、在线考试和其他学习模拟场景。

最后，钉钉为所有教师、管理人员和校长提供免费的在线会议，确保所有学校成员（教师、管理人员等）

之间的快速正常协作。

阿里钉钉为全国中小学免费提供直播教学支持服务故事 5

2.3 如何开展在线学习

主动学习是确保有效的在线教育的关键因素
之一。主动学习涵盖了许多相关的学习模式、方
法和行为。它代表了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和基
于讲座的课堂教学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活动的
转变，这些活动以小组活动、小组讨论、实践学
习活动以及有限使用传统讲座为特点。要实现在
线主动学习，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学习模式。

术语 3：同步在线学习

同步在线学习是一种更为结构化的学习策
略，课程安排在特定的时间，并在虚拟教室环境
中实时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从实时交
互中受益，从而在需要时获得即时反馈与支持。
（Littlefield, 2018）。

术语 4：异步在线学习

异步在线学习的学生不能得到即时的反馈和信
息。此外，学习内容不是在课堂上即时提供，而是
在不同的学习管理系统或论坛上获取（Littlefield, 
2018）。

术语 5：开放学习

在开放学习中，学生可以借助各种教学方法
构建自己的学习路径（实现自我调节），并为知
识建构做出积极贡献。具体来说，使用的教材应
该具有公开许可，课程中产生的资源也应该作为
开放教育资源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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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利用手机在钉钉上创建和管理在线班级 
来源 : https://www.sohu.com/a/371362451_394951

图 15 利用钉钉开展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教学 
来源 : http://www.sjz44z.com/Content-7273.html

图 13 钉钉支持“停课不停学”的主要功能 
来 源 :  h t t p s : / / w w w . s o h u . c o m /
a/371362451_394951

案例文字来源：https://www.sohu.com/a/371362451_39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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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支持“停课不停学”的核心要素 
教育部统计数据（2019）表明，2018 年我国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8 万所，专任教师 1672.85 万人，在

校学生 2.76 亿人。中国是第一个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全国数亿学生提供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国家。

从大规模在线教育组织的角度来看，在线教育应该根据以下七个因素有效地支持“停课不停学”：流畅
的通信平台、适切的数字资源、便利的学习工具、多样的学习方式、灵活的教学组织、有效的支持服务、密
切的政企校协同。这七个关键因素可以形成不同的组合形式，如政府主导型、学校组织型和社会服务型，如
图 16 所示。图中的七巧板只是这些核心元素排列的“隐喻”。这些类型将在不同情境下发挥作用，如基于
不同角度的决策者的优先级。需要注意的是，这七个因素会因社会和文化的不同特点而有不同的组合和交流。
例如，在学校组织类型中，由于学校拥有基本的网络基础设施，因此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使用合适的学习
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在线或离线使用）以管理或创建不同的学习资源。

图 16 “停课不停学”七大要素的三类组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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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提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一次创新，

如图 17 所示。该平台为资源提供者和用户创建了一个交流、共享和应用环境的网络，为各级学

校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和大量的资源 , 包括与课堂教学同步的数字资源（如教学计划、

课件、教学视频和课程材料等），问题集、高中入学考试和大学入学考试的测试数据库。此外，

该平台还为学生、教师和各级学校校长提供 MOOC，并为职业教育、安全教育、道德教育、体育、

健康和艺术教育提供资源。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支持“停课不停学”，中国教育部

迅速推出了基于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全国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平台资源包括防疫教育、

品德教育、课程学习、生命与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经典阅读、研学教育、影

视教育和电子教材等资源。在 2020 年 2 月 17 日平台运营的第一天，就有超过 800 万人次的点

击量，数百万用户覆盖了中国 31 个省份。有来自 47 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登录了这个平台，其

中约 85% 的访问用户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提供适切的学习资源故事 6

图 17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来源：http://www.eduyun.cn/

案例文字来源：http://edu.gmw.cn/2020-02/18/content_335644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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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各大电信服务商提供高质量的网络服务，特别是网络服务欠发达的地区；

• 增加高校服务器带宽，确保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应用使用流畅；

• 使用电视直播确保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良好。

为帮助偏远贫困地区学生拓宽学习渠道，提供学习资源支持与服务，从 2 月 17 日
开始，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频道将通过直播卫星平台向全国用户传递相关课程学习资源，
信号将覆盖偏远贫困农村地区（特别是网络信号比较弱和有线电视没有通达的地区），
以解决这些地区学生的学习问题。

3确保流畅的通信平台

流畅的通信平台能够确保各种在线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例如基于视频会议的
同步网络教学，基于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异步网络学习，以及基于社交软件的在线协
作学习等。学校需要提供足够的带宽和网络质量来支持在线教学的有效开展。为确
保流畅的通信平台来支持数百万学生同时在线学习，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移动”或“CMCC”） 是一家基于 GSM、

TD-SCDMA 和 TD-LTE 制式、FDD-LTE 制式网络

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多年来，中国移动积极

推动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率先联合教育部

发布校园宽带“倍增计划”，开展校园宽带

提速降费。中国移动作为唯一运营商与教育

部等单位在“三区三州”开展“推普脱贫”，

践行扶贫先扶智，获得教育部“卓越合作伙

伴”荣誉称号。

中国移动提供流畅的通信平台确保各地“停课不停学”故事 7

图 18 中国移动助力全国中小学网络教育云平台顺利上线
来源 : http://ykt.edu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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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支持此次疫情下的“停

课不停学”，中国移动协助四家

云服务商完成 2.18T IDC 带宽扩

容，实现 12.95T 资源储备待用，

开通 16000 条 / 秒流速的短信能

力，扩容了 414 台移动云主机。

2020 年 2月 17日，中国移动成功

保障“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平稳上线，服务全国 1.8 亿中小

学生居家学习，可供 5000 万学生

同时在线使用。除此以外，中国

移动还在贵州、江西、北京、山

西 4省积极开展省级教育资源服

务公共平台网络保障和移动云保

障工作。

图 21 中国移动助力江西省偏远山区孩子在线学习
来源：http://jx.sina.com.cn/news/zhzx/2020-03-
02/ detail-iimxxstf5822566.shtml

图 20 中国移动助力河北省基础教育在线教学资源

平台顺利运行

来源：http://edu.10086.cn/hbcloud/index 

图 19 中国移动助力武汉教育云平台顺利上线
来源 : http://www.wuhaneduyun.cn/

案例文字来源：发力智慧教育！中国移动为“停课不停学”保驾护航 . https://tech.

sina.com.cn/roll/2020-02-26/doc-iimxxstf4593046.shtml

在湖北，中国移动全力支撑“武汉教育云空中课堂”顺利上线，并开通“湖北同步学堂”

专区，可为湖北省 600 万中小学生提供教材同步课程资源点播服务并满足武汉市 70 万中小学

生同时在线收看直播课程的需求。在河北，中国移动作为省教育厅独家合作单位承建保障河

北省基础教育在线教学资源平台上线，惠及全省 1.5 万所中小学、1200 万师生。在江西，中

国移动为偏远的半山源村送上网络信号，让村里 11 个孩子顺利接入新学期线上“第一课”，

实现“线上学习，一个孩子也不能掉队”，用实际行动促进教育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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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便利的学习工具

表 2 支持在线教学过程各环节的学习工具分类、教学应用场景和代表性工具列举

工具分类 适合的教学场景 代表性工具

资源制作工具

PPT 录制软件
适合以 PPT 作为辅助的讲授式教学视频录
制

Windows 系统的 PowerPoint 和 WPS，
IOS 系统 Keynote

电脑屏幕捕获软件
可支持视频编辑，非常适合软件操作类课
程的视频制作

Camtasia Studio、QuickTime

课程视频制作软件 快速制作微课视频 Educreations/ShowMe/ 汗微微课宝

多媒体资源制作软件 适合教学资源丰富的课程 101 教育 PPT、101 创想世界

 

有效选择和使用学习工具将有益于学生查找、获取和处理信息，交流协作，建
构知识，以具体的方法组织并表述理解和评价学习效果。学习工具的选择要考虑工
具的便捷性，即工具要能帮助教师方便快捷地制作和管理资源、发布通知和管理学生；
帮助学生方便快捷地获取资源、参与学习活动；帮助师生、生生方便快捷地实时互
动交流；帮助教师、家长、学校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和家校互通。为方便各级
各类学校的教师快速方便地选择各种学习工具支持在线教学的顺利开展，这里按照
工具对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不同活动的支持作用将学习工具划分为八大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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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分类 适合的教学场景 代表性工具

支持同步教学的直
播类工具

各种直播软件，包括
教学互动类软件、社
交类软件、远程办公
类软件、在线课程平
台

适合需要开展直播教学的课程，可根据直
播中对互动性的要求，网络质量的要求，
使用的便捷性等灵活选择不同类型软件进
行直播教学

教学互动类：雨课堂、腾讯课堂、超星学习
通 、ClassIn、CCtalk、UMU
社交类：QQ 群、微信群
远程办公类：Welink、钉钉、ZOOM、飞书
在线课程平台：中国大学 MOOC

支持异步教学的在
线课程平台

各种在线教学平台，
包括国家层面的、区
域层面的、高校联盟
层面的、高校推出的，
以及企业推出的各种
在线教学平台

适合需要开展异步教学的课程，可根据所
在学校的要求和课程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网
络教学平台

精品课程共享平台：中国大学 MOOC
区域层面 MOOC 平台：好大学在线
全国地方高校 MOOC 平台：优课联盟清华
大学 MOOC 平台：学堂在线
北京大学 MOOC 平台：华文慕课
企业在线课程平台：智慧树、优学院

支持自主学习的学
科教学工具

各学科学习类 APP

适合需要引导学生在线自主学习的课程，
以问题或任务为导向，以各种在线学习互
动设计为依托，促使学生使用学习工具完
成新知预习或课后复习或基于某个主题自
由探索

语文：三余阅读、快乐拼音
英语：微软小英、Duolingo
数学：洋葱数学、几何画板
物理：NB 物理实验室、物理大师
化学：NB 化学实验室、土豆化学
生物：形色、土豆生物
历史政治：学习中国、掌上故宫

支持学生知识建构
的工具

包括认知工具、协同
编辑工具、虚拟仿真
工具等 

适合需要学生协作学习完成知识建构的课
程，可结合课程内容从促进知识建构的不
同方面选择工具，设计学习活动，支持学
生的知识建构

认知工具：思维导图、图形计算器；
协同编辑工具：Knowledge forum、wiki、
石墨文档、腾讯文档
虚拟仿真工具：phET 免费的理科仿真互动
平台、沙盘

支持学情分析的工
具

支持数据分析的
APP、网站、课堂互
动软件

适合基于数据的精准教学的开展，如翻转
课堂前的自学环节，计算机辅助协作学习
（CSCL）中的协作学习

APP：智慧学伴、智学、阿凡题
网站：智学网、学科网、极课大数据
课堂互动：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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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具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和协同知识建构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综合利用信息检索工具、
思维导图工具、文献管理工具、演示工具、社交工具等帮助学生获取信息并对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等加以比较，
表达自己的观点、理解和看法，并形成组织化、多媒体化的个人知识库。（2）综合利用即时通讯工具、社交
工具、学习社区等帮助学生与小组成员或学习共同体成员一起讨论、争辩、达成共识，并在讨论或在线协作
互动中完成知识建构。（3）综合利用各种即时反馈和测评工具、学情分析工具等帮助学生通过反思学习结果
和学习过程进行内部协商和意义建构，促进个性化的意义建构，最终支持高阶思维的发展。此外，学习工具
的选择和使用要考虑各种工具平台上数据的互通性，从而确保基于数据的学情分析和过程性评价的开展；要
考虑工具使用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同时要考虑工具使用中的网络安全问题，以确保工具使用过程中的信息安
全和个人隐私安全。

支持练习与测评的
工具

包含适合高等教育和
基础教育的各种工具

适合需要大量的操练以促进学生学习和掌
握的学习内容，以及对学生学习结果的测
量

高等教育：问卷星、腾讯问卷
基础教育：猿题库、作业盒子

支持资源和课堂管
理的工具

包括学习管理系统、
班级管理 APP、微信
小程序和社交软件等

适合学习资源丰富、学生人数较多、学习
任务较多的在线教学的有效组织

学习管理系统：Moodle、学习元
班级管理 APP：班级优化大师、班级小管家
社交软件：QQ 群、微信群

工具分类 适合的教学场景 代表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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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评估数字学习资源的适切性
Ozdemir 和 Bonk（2017）指出，在数千种已出版的教育资源中，寻找和定位特定的高质量教育资源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教师在选择教育资源时，应参考国内外知名的教育网站和资源库。此外，评估
和选择高质量的数字教育资源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具体来说，教育资源的选择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标准 :

• 许可：教师应该选择具有开放许可的内容，因为这将允许他们在教学环境中合法地重用和重组这些教
育资源。

• 内容的准确性 / 质量：某些数字资源可能在不知道内容或出版商的可靠性的情况下在线发布。因此，
教师应该参考可靠的数字教育资源和平台（见下一节）。

• 互动性：教师应该选择互动式学习资源，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积极性。例如，使用交互
式开放教材而不是简单的 PDF 文件，将使学生更活跃，更有兴趣学习。

• 易于适切：教师应该选择在他们的教学环境中容易修改的资源，即那些易于修改以适应特定学习环境
的资源。例如，PPT 演示文稿可以是很好的资源，因为它们很容易修改。

5 采用适切的数字学习资源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小规模限制型在线
开放课程（SPOCs）、微课、电子书、模拟仿真软件、交互式动画、测验、游戏和电
子笔记等多种多样的数字学习资源大量涌现。然而，如何选择合适的数字学习资源应
该根据在线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学生
的身心特征来决定。 术语 6： 数字学习资源

“数字学习资源”一词指的是课程内容中包含的
支持学习者实现学习目标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各种
数字格式的资源，包括图形、图像或照片、音频和视
频、模拟、动画、事先准备好的或程序化的学习模块
（Epigeu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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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相关性和敏感性：教师应该选择不含有任何特定种族或文化偏见的教育资源。

学习资源的适切性还应包括以下五个标准（1）内容的适切性，即学习资源一定是与学习目标和内容
高度相关且学生感兴趣的资源，或是学生解决问题所必需的资源；（2）难度的适切，即内容难度适中且
规模适度，不会让学生产生“过载”的认知负荷；（3）结构的适切，即学习内容结构简明，组织合理，
不会导致学生思维的“混乱”。（4）媒体的适切，即媒体的呈现形式是学生容易接受的，以防产生视觉
疲劳，特别是对于低龄段的学生。（5）资源组织的适切，即对所选择的不同类型的学习资源（如视频、
动画、文本、电子教材、虚拟实验等）进行有效的组织，确保导航布局清晰、深度适中，学生不会迷失路径。

5.2 为各级各类学校提供可用的数字学习资源
下面从资源建设的主体和资源的适用对象两个维度对数字化学习资源进行汇总整理（见表 3），为疫

情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利用已有的优质资源开展在线教育提供指导。

表 3  基于资源建设主体和适用对象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分类列举

基础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 成人教育

国家公共教育资源平台和资
源库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一师一优课

爱课程 “学习强国”平台

各省市自治区开发的公共教
育资源平台和资源库

各省市或区域教育云平台资源、网教通
U 课联盟、浙江省高等学校在
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等

首都图书馆市民学习空间

各高校和中小学自主开发的
校本资源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的校本网络学习资源等

学堂在线、华文慕课、学在浙
里等

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上海
开放大学“开大有课”学习
电台

在线教育企业或校企合作开
发的各类资源

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点读”数字教学资
源库和电子教材、101 教育 PPT 等

智慧树、优学院、网易公开课、
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平台等

优达学城、网易云课堂、正
保云课堂等

国际优质开放教育资源
（OER）

OER COMMONS 上有关 K12 领域的学习
资源

Coursera、edX、Canvas、
FutureLearn

ALISON、iversity、
Open2Study

 适用对象
建设主体



25 2020 年 3 月  2.0 版

天津市是位于中国北部的直辖市，全市下辖 16 个区，总面积 11966.45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1559.60 万人，城镇人口 1296.81 万人，城镇化率 83.15%。中小学在校生约 117 万人，每年大

约有 10 万多初三、高三毕业班学生。

为确保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天津市教育局快速调整教学安排，密集出台学校延期开学配

套政策，根据幼儿园、中小学、职业院校、高校等不同学生需求，分别制定延期开学期间学生

居家学习、体育锻炼和劳动实践的指导性意见。为确保学习资源的适切性，针对幼儿家庭教育

的需求，组织教研员和幼儿园教师，围绕《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幼儿园大中小班

幼儿各录制了 30 个游戏活动视频，供各区、幼儿园、家长结合实际需求选择使用。针对有升学

压力的毕业班学生，则集中录制一批初、高中毕业年级学生复习指导课程，每门课由 2 名高级

以上职称教师担任主讲，通过天津有线电视向全市播放。同时依托天津市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个性化学习服务系统、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等平台，提供覆盖小

学一年级至普通高中三年级 12 个年级的主要学科的多种类型学习资源供师生选择使用。

天津市为各级各类学校提供适切的学习资源故事 8

图 22 天津市教委为各级各类学校选择和使用资源提供指南
来源：http://tj.bendibao.com/news/2020130/86600.shtm 图 23 天津市中小学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来 源：http://tj.bendibao.com/news/2020130/86600.
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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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天津市人人通学习空间
来源：http://tj.mypep.cn/

图 25 天津市中小学数字化图书馆
来源：http://www.tjjy.superlib.net/

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中小学免费提供电子教科书故事 9

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大型专业出版社，主要从事中小学教材和各级各类教育

教材的研究、编写、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出版社不仅出版纸质媒体图书，还从事电子视听多

媒体产品的出版印刷、版权贸易、图书及相关产品的物流服务、数字出版及服务。

为保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全国中小学生的“停课不停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免费向全国

中小学生开放人教点读 APP 中的全部数字教学资源。数字化教学资源包括国家统一编制的三门学

科教材和人教版数字化教材，与教材同步的视频、音频、微课程数以千计。为支持湖北省 600 万

师生在线教学，人教社还为湖北省中小学师生提供为期 3个月的免费数字文本和数字应用服务。

此外，教育部还为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教师和中小学生提供了免费

的 2020 年春季电子教材。数字教材涉及 20多个学科近 600 个品种。

案例文字来源：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2020-02-13). 天津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守护师生健康 .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33/202002/t20200213_420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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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官网 
来源 : http://www.pep.com.cn/

图 27 人教社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将人教点读 APP 的所有
资源设置为面向所有用户免费提供
来源 : http://www.pep.com.cn/rjdt/rjdt/202002/
t20200204_1949363.shtml

图 28 人教点读手机界面 
来源 : http://image.
baidu.com/

图 29 所有电子教材的统一入口 
来源 : http://www.dzkbw.com/

案例文字来源：人教社免费向社会提供“人教点读”APP 数字教学资源 (2020-02-04). http://

www.pep.com.cn/rjdt/rjdt/202002/t20200204_19493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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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教学活动的组织策略
为保障弹性教学的开展，一系列的教与学策略可以应用到在线情境中去，下面是一些可供参考的教学方

法（Petrina, 2007）。

• 讲课：也被称为直接教学法。直接教学法是最常用的教学方式，主要以教师的教授为主。教学内容
需提前准备和组织。教师也需要了解学生对于相应课程或单元的学习需求。这种教学策略的有效应
用在于将知识按部就班地传授给学生，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 个案研究：通常来说是对某个特定的、引人入胜的事件或者系列相关事件进行详细分析，以帮助学
生理解其本质以及能够做什么。例如，在技术实验室中学生可以调查各种市政工程可能给滑板带来
的磨损。而另外一节课则可以分析数字技术与隐私的相关案例。

• 辩论：一种由少数学生参加并围绕特定论题辩驳问难，各抒己见的教学方式。例如，学生可以持有
不同的立场观点就“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可以延伸到校园里吗”这一论题进行辩论。

• 讨论：一组人聚在一起对某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通过讲话和聆听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例如，
一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有关全球变暖的话题。

• 以学生为主导的发现学习：学生作为主导者决定特定话题如何展开的学习方式。学生可以选择他们
想要如何研究材料，并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给班级里的其他同学。

• 体验式学习：体验式学习更多地侧重于活动，要求学生能把自己的经验运用到其他情境中。它更关
注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内容。学生参与活动，反思和分享自己的体验，分析和推断解决方案，并制
定计划将他们所学的东西应用到新情境中。教师需要提供学习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还需

6 促进有效的在线教学

与传统教学不一样的是，在线教学中的师生处于不同的空间，因此，弹性教学
应考虑使用不同的技术来有效支持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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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备用的活动计划，以防出现问题。

• 学业游戏或竞赛：学生以一对一的方式或者组对组的方式进行比赛，以决定哪一位或哪一组在拼字
游戏、字谜游戏等具体游戏任务中取得优胜。市面上已售的学业类计算机游戏也非常受欢迎。

• 头脑风暴：为生成创意的想法，学生对他人提出的任何想法都不要做出判断或批评，而是要提出很
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例如，学生们可能被要求想出尽可能多的办法来消除世界饥饿。一旦产生了
大量想法，就可以对其进行讨论以确定可行性。

• 操作与练习：一种在教师布置完任务后，学生自主练习的学习方式。例如，当学生学完欧姆定律之
后，他们要按照教师的要求计算出电流、电阻和电压。

6.2 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
为保障弹性教学的开展，一些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可以应用到在线情境中去（Promethean, 2017; 

Petrina, 2007）。

•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一系列能力，比如主动性、自信心、时间管理、自我应对危
机能力等。自主学习这一方式鼓励学生在教师的监督或指导下完成预设的活动，也会涉及小组学习
或者与指定同伴的学习。这种方式会由教师精心设计以满足学生或小组学习的特定需求。教师需要
计划反馈信息的收集过程，监督学生的表现，并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适当的资源。

• 合作学习：学生分为四到六人一组。 有时，这些组尽可能地多样化或异质。在这种情况下，小组
成员通常会因小组的整体成功而获得奖励。 如学生小组先由教师讲解分数的除法。然后，学生们
领到要完成的工作表。小组成员可以先相互帮助，然后再相互测验。合作涉及相互依存。小组合作
过程中，成员的角色和职责是清晰界定的，但也同样接受协商。这种合作的方式能帮助每一位成员
建立强烈的责任感。

• 协作学习：学生个人进步，同时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学生之间通过适当的指导彼此负责，这
一过程是学生进行自我管理的。学生能够学会与不同类型或风格的其他人（比如文化差异、学习风
格不同）一起更好地工作。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所有教学活动都是在线上进行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挑战，即通过考虑学
生和学习科目的特点，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提供适当的在线教学。为帮助教师将学生特征与教学内容结合起来，
本手册根据在线教学环境中师生互动的方式，将教学组织方式进行了分类，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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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在线教学的组织方式

时间 组织方式 技术方式 学习资源 学习内容 对教师和学生的
要求

期望的学习
结果 潜在的风险

同步
教学

直播讲授式教
学

直播平台
已有的教学课
件 / 讲稿

适合面对面教
授的内容

教师要具备利用直播
工具在线教学的能
力，学生需要在屏幕
前保持长时间的注意
力

达到课堂集中
讲授的效果

对网络带宽要
求高，直播卡
顿或中断；在
线讨论交流实
时性不好，学
生体验不佳

在线实时互动
教学

课堂互动软件
需要提供课前
的学习资料和
引导问题

教学中的重难
点

教师要具备引导和组
织在线互动的能力，
学生需要主动与教师
线上交流

达到面对面讨
论交流的效果

异步
教学

辅以实时互动
答疑的网络自
主学习

网络学习平
台、实时互动
工具

他人或自己已
有的 MOOC
课程或自制课
程资源

丰富的学习资
源，完整的学
习活动

教师要能够制作课程
资源，如课程视频，
设计在线学习活动；
学生要有较强的自主
学习能力

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提升

学生的集体归
属感缺乏，自
主学习能力差
的学生易掉队

教师指导的在
线合作学习

网络学习空
间、在线协作
学习平台、学
习分析工具

专题网站、资
料库、学习工
具

个人活动和小
组活动；个人
分工和小组任
务

教师要具有基于数据
分析结果诊断问题，
及时干预的能力；学
生与他人合作的能
力，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的合作学
习的提升

小组之间的学
习效果差异大，
个别学生不积
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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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是促进学生形成良好认知习惯的前提，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由于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早在 1 月 27 日，中国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

学的通知》，提倡学校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杨洁洁是广州市南沙一中的高三年级的学生，对她而言，“跟上学习进度很重要”，二月底

将要结束第一轮复习，三月就要进行高考第一次模拟考试。杨洁洁每天早上 6 点起床，6 点 20

分到 6 点 50 分打开软件练习英语口语，朗读、故事复述、角色扮演，通过模拟考试场景的题目

进行专题训练；6 点 50 分到 7 点 20 分背诵语文，古诗和名人名言都要了然于心；吃过早饭，8

点坐在书桌前，等待学校的直播课程。对于杨洁洁来说，网课除了帮助她跟上高考节奏外，另

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她重新刻意练习了“自律”。

图 30  疫情防控期间高三学生主动学习

案例来源 : 南沙一中：“停课不停学”教学生更自律 (2020-02-20).https://baijiahao.baidu.

com/s?id=1659035542839640688&wfr=spider&for=pc

广州南沙一中学生“自律”开展主动学习故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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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参与者主体和心智加工水平维度下的学习方式分类列举

参与主体 学习行为 心智加工水平 适用教育场景

个人

基于视频点播 / 直播的自主学习 低阶学习 适用于所有学科事实性内容的快速获取

基于学科工具的自主学习 低阶学习
适用于特定学科事实性内容的精准掌握及实验
操作技能类的学习

基于学习资源网站的自主探究式学
习

高阶学习
适用于跨学科的开放性、综合性主题内容的学
习

基于 AI/VR/AR 等终端设备的自主学
习

高阶学习
适用于对学习情境或体验要求高的经验性内容
或技能类的学习

小组

基于社交工具 / 在线论坛的小组讨
论

低阶学习
适用于有争议的话题或开放性问题的学习，及
情感态度内容的习得

基于协作学习工具的小组在线协作 高阶学习 适用于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任务或主题

基于项目 / 课题的研究性学习 高阶学习
适用于需要较长时间完成的内容涵盖较广、操
作复杂的任务或主题

社群
基于学习社区 / 学习共同体的协同
知识建构

高阶学习
适用于对复杂概念或前沿性知识的习得，以及
情感态度内容的习得

“雨课堂”是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的智慧教学工具，目的是全面

提升课堂教学体验，让师生互动更多、教学更为便捷。雨课堂将复杂的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到

PowerPoint和微信，在课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立沟通桥梁，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使用雨课堂，

教师可以将带有 MOOC 视频、习题、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到学生手机，师生沟通及时反馈；

课堂上实时答题、弹幕互动，为传统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提供了完美解决方案。雨课堂科学地覆盖

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为师生提供完整立体的数据支持，个性化报表、自动任

务提醒，让教与学更明了。疫情期间，雨课堂还增加了课堂直播功能。

2020 年 2 月 17 日，清华大学依靠雨课堂启动线上开课。开课首周，进入“雨课堂”的师生

人数达到 26.4 万人次，共完成课程 10635 场次，涉及 3923 门次课程，总时长达 39.5 万小时。

来自多个院系的73名外籍教师也承担了152门次课程，开课地点遍及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

利用雨课堂开展同步和异步网络教学故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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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澳大利亚、德国等。这样全校性大规模实时、互动、异地、分散的在线教学是世界高等教

育历史上的首次。

为让更多的教师熟练使用雨课堂，清华大学教师发展中心联合学堂在线、教务处和研究生院

面向春季学期任课教师开展雨课堂使用直播培训。学堂在线教学培训中心关一男老师首先引导听

课教师们以学生的身份，体验雨课堂的基本环境和功能使用，讲解了下载、安装相关软件，实现

和利用相关功能的方法。听课教师与关一男进行了弹幕和投稿的实时互动，熟悉了雨课堂的教学

环境。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标杆课程授课教师于歆杰，围绕线上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

安排展开培训。于歆杰指出，教师首先应在课前做好“教学理念”的调整，将授课内容进行“拆

分”。原有的课程应切分为若干个 20-30 分钟左右段落，把大故事拆成小故事，将整体拆成段落，

同时利用雨课堂的交互优势，在三个部分之间穿插丰富的互动来持续吸引学生注意力，以期达成

理想的教学效果。

图 31 一名教师正在使用雨课堂与学生视频互动
来源 : 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2064054.html

图 32 关一男老师正在利用雨课堂的在线直播功能为教师进行培训
来 源 : h t t p : / / n e w s . t s i n g h u a . e d u . c n / p u b l i s h / t h u n e
ws/10303/2020/20200207124404280367426/20200207124404280367426_.
html

图 33 于歆杰老师正在利用雨课堂的在线直播功能为教师进行培训 
来 源 : h t t p : / / n e w s . t s i n g h u a . e d u . c n / p u b l i s h / t h u n e
ws/10303/2020/20200207124404280367426/20200207124404280367426_.
html

案 例 文 字 来 源： 清 华 大 学 雨 课 堂 在 线 授 课 首 次 直 播 培 训 顺 利 开

展 ( 2 0 2 0 - 0 2 - 0 7 ) .  h t t p : / / n e w s . t s i n g h u a . e d u . c n / p u b l i s h / t h u n e

ws/10303/2020/20200207124404280367426/20200207124404280367426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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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为教师提供技术服务

由于大多数教师可能不熟悉开展同步教学和异步教学的工具，所以，我们要致力于提升教师的在线教学
能力。在线教学策略、信息技术应用、学校防疫情况以及本地教师培训情况等，都有助于快速提升教师的在
线教学能力。

7.2 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

学习支持服务的有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和人格发展。有效学习意味着学生知识、
认知、智力以及技能的成长和提升；人格发展则主要包含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善于思考、基本的沟通
协作能力、规则意识、诚信正直、坚韧以及创新力。

7 为师生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服务

有效的支持服务是确保在线教学质量的关键。在线教学的支持服务主要包含两种：
一是面向教师在线教学的支持服务，二是面向学生在线学习的支持服务。有效的支持
服务需由政府、学校、企业、家庭和社会协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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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使用松鼠 AI 系统助力学生智慧学习

“松鼠 AI”是国内第一家将人工智能自适应学习技术应用在 K12 中小学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

独角兽公司，已在全国开设 2000 余家学习中心。松鼠 AI 通过数据分析将知识点拆分，可以模拟

特级教师给孩子一对一量身定做教育方案，在教、学、评、测、练等教学过程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在模拟优秀教师的基础之上，达到超越真人教学的目的。松鼠 AI在线学习系统与普通的直播课有

较大不同，不但能够真正实现在线教学与学习，同时具备网络直播课所不具备的 AI功能：首先，

松鼠 AI能设置个性化的学习路径、精准定位学生薄弱知识点，缩短学习时间，真正提高学习效率。

其次，还可实现学生学习状态、

学习行为实时监控，大数据学

情分析，学习报告实时查看等

功能。第三，松鼠 AI 不仅拥

有在线教育直播课优点，同时

拥有的教师端、校长超级监课

端还能够将线上直播课课控难

的问题有效缓解。

疫情来临，松鼠 AI 快速

反应，为全国的中小学生提供

5 亿免费线上学习课程，第一

时间做到“课堂搬到空中，教

室架在网上”。从新年第二天开始，松鼠 AI 给公立学校教师开展线上培训，编制使用手册，组

织账号注册，建立指导团队。保障公立学校教师熟悉系统操作流程，早日开展线上教学服务。目

前，全国有160余所公立学校在使用松鼠AI课堂学习，中国的高考大省山东省、湖北省、福建省、

江苏省的部分市区都有覆盖使用，涵盖了 K12 期间的语数英物化课程，全国上下 20 余万学生使

用松鼠 AI 账号在线学习，预计松鼠 AI 学生账号需求量将很快突破 50 万个。

疫情期间，学生和教师使用松鼠 AI 课堂后，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感受。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最

教育企业“松鼠 AI”：使用 AI 教师创建个性化的学习故事  12

头疼、最焦急的就是即将面临中高考的学

生们。初三的小张同学数学比较薄弱，自

从学校引入松鼠 AI 教学之后，系统学习让

他突然眼前一亮，面对视频连线采访时，

他露出了久违的微笑：“没想到还能这样

学！第一次课，系统测评就精准定位了我

的知识漏洞，哪里不会学哪里，看着自己

一个个不会的知识点被攻破，我有一种说

不出的自豪感！这种学习体验实在是太美

妙了，做梦都没想到，原来我也行……”

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自信的光芒。

使用松鼠 AI 系统上课的王老师也向我

们谈了自己的感受：

“松鼠 AI 系统课堂确实比常规课堂更

图 34 松鼠 AI 在线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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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使用松鼠 AI 系统监控学生学习过程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从两个方面支持

“停课不停学”，一方面是帮助教师提高

网络教学能力，另一方面是支持、引导、

鼓励学生在家开展自主学习活动。在帮助

教师提高网络教学能力方面，市级层面针

对网络教学环境下，教师面临的各种问题，

积极调研，广泛征求问题，并对问题进行

集中梳理，迅速开展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1) 借助优秀团队，实施网络培训。在市

教育局官方网站上建立了“京师在线”链

接，开展了“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教师

在线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公益项目”，

并通知教师在线学习、培训，用专家思路

河北省邯郸市多样化的在线教与学支持故事13

轻松，更有效！登录系统之后，我可以在系统中的教师端进行监课，虽然学生很多，但是我在

监课端能够随时掌握每个学生的答题情况，有没有在发呆都能看得到！学生在做完先测之后，

系统给推送的题目也是匹配学生的能力的。每道题做完之后，学生马上可以看到解析，大部分

同学都能够自主解决难题，这给我们老师减少了很多的工作量。课后，系统会为每位学生生成

学习报告，学生的学习效果清晰可见。系统还有很多小细节，做的都让我惊叹：系统里的‘错

题重做’功能，学生能够自主复习错题；‘打地基’学习法，让我们班级中的一些学习力稍微

弱一些的学生能够专攻自己薄弱的知识点，学习起来更有兴趣。总之，这些系统上的亮点真的

是刷新了我对线上课程的认知！”

案例文字来自山东潍坊奎文区松鼠 AI 合作校，案例图片来自湖北枝江英杰松鼠 AI 合作校

图 37 父母在家监督孩子的居家自主学习
作者：逯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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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一线教师开展教育教学。(2)借助教师团

队，实施应用技术培训。由名师工作室牵头，

陆续开展一系列的培训活动，例如，微课、

课件等各种教学软件的使用，帮助教师在具

体操作层面提升能力。(3)进行长远规划，推

进深度融合。在总结这一时期的培训情况、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长期深入推进教育

信息化 2.0，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并通过培训活动、竞赛活动、考核评价、示

范引领多方面统筹，全面推进，为教师队伍

信息化素养提升创造良好条件。

在支持、引导、鼓励学生在家开展自主

学习活动方面，通过统筹部署、提供丰富的

课程内容、运用弹性教学方式开展学习指导。 

统筹部署早安排：1 月 28 日，在省明确要求因疫情延迟开学后，市教育局立即成立了疫情

防控期间教育教学工作组，召开紧急协调会，对相关工作进行调度部署。随即按照省教育厅要求，

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线上教学方案，组织省市各学科骨干教师、名师进行录课，组织人员保障，

同时投入经费对各工作站录播设备进行提档升级。2月 1日，首批高三、初三年级“备考指导课”

率先上线。

提供丰富的课程内容：(1) 课程录制内容注重国家课程与疫情防控结合，同时开设了音乐、

体育、心理健康等课程，录制各学段“空中课堂”，强化生命教育、公共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

教育，引导学生健康、全面发展。(2) 课程涉及从小学到高中各学段、各学科。(3) 采用电视教

学、网上学习以及电话、网络辅导等多种形式进行，利用电视台三个频道分时段播放，同时在

市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学校提供在线直播或点播。网络学校平台采取了 CDN 全网加速，为 200

余万学生同时上网提供更加畅通的网络通道。

采取灵活方式，注重实际效果。(1) 注重收看效果：提出三个百分百目标，即百分百学生收

看、百分百学生真学、百分百学生得到教师指导。(2) 注重教育效果：在各学段原定开学日，举

行网上升国旗仪式，定期召开主题班会、才艺比拼、家庭劳动、亲子教育、心理干预等，多种

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科学安排学生学习、生活和锻炼，丰富学生居家生活，保障身心健康。(3)

注重帮扶效果：市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38761 人、普通高中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3833 人，实施了精准帮扶，精准辅导，重点聚焦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制定出台了关注经济困

难学生、一线医务工作者子女、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政策，按照“一生一策”，采取“一对一”“点

对点”的办法，确保在线教育顺利实施，如为贫困学生免费赠送流量、免费安装有线电视设备，

为一线医护人员子女免费赠送网络终端设备等。

图 38 一个农村的高中生在家用手机学习在线课程
作者：逯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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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在线作业批改，实时指导学生
作者：段青峰（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

图40 一名骨干教师在录制“空中课堂”
作者：段青峰（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

案例文字由逯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段青峰（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撰写

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对于确保在线学习的质量来说非常重要。这些服务可以面向教师和学生，

并基于政府、学校、企业和家庭之间的合作。国家云课堂（www.eduyun.cn）提供教育部编制的

电子教材。这些数字教科书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覆盖了初中和高中的所有年级。学校也可以

利用平台中嵌入的创作工具和平台上提供的资源，创建灵活的课程。此外，该平台还支持在线

授课和互动辅导功能。在偏远地区可能存在互联网接入的限制，因此教育部要求中国教育电视

台通过电视频道播放课程和资源，以满足这些地区学生居家学习的需求。教育部还协调了北京、

上海、四川、浙江等省的教育部门，以及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附属学校等，在“停课不停学”

国家与地方多级资源助力教与学开展故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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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老师通过网络讲课、布置和检查作业
来源：https://www.sohu.com/a/373272035_114731

期间开发高质量的开放学习资源。这些

优质资源的支持对提升学生学习效率非

常有帮助，也提高了教师与优质资源之

间的互动性。

2020 年 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供

了“人教点读”移动应用，提供免费的

数字教学资源。在“停课不停学”中，

政府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相互合

作。教育部还鼓励各种社会组织主动为

公众提供更多样化、更优质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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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推动密切的政企校协同

密切的政企校协同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研究机构、社会等多方密切
协同和通力合作，确保在线教育在内容质量、师资配备、技术支持、学习效果和学
习成果认证等各环节形成良性循环。密切的政企校协同体现如下特征：弹性教学，
自主学习；按需选择，尊重差异；开放资源，科技支撑；政府主导，学校组织；家
校联动，社会参与。

面对疫情，当前在线教育开展的刚需以及未来在线教育发展的需求，政府要发
挥政策引领、统筹协调、有效监管等多重作用，协调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家庭、
社会等各方力量，搭建流畅的通信平台、选择适切的学习资源、提供便利的学习工具、
鼓励多样的学习方式、支持灵活的教学组织，多方密切协同，为在线教育的开展提
供有效的支持服务。

自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武汉市多个区县利用武汉

市教育云平台实施“停课不停学”行动。各区通过“空

中课堂”频道，在班级层面组织微学习。具体来说，每

个地区内的所有学校都遵循相同的学习时间表 ; 上午上

课，下午安排问答和作业。在实施阶段，区级政府和学

校共同努力，解决困难和挑战。例如，市教育委员会指

导研究人员帮助一线教师适应 20-30 分钟的在线教学过

程，提高他们的在线教学技能和策略。

案例来源：三种授课方式确保“停课不停学”，武汉“空中课堂”覆盖96万余名中小学生(2020-03-0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457815642562336&wfr=spider&for=pc

图 42 来自同济中学的八年级学生彭志玲正
在上课，他边听课边在聊天框里与老师互动

武汉市实施区校联动战略故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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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

学”的号召，网龙华渔教育旗

下核心产品之一的教育信息化

综合平台“网教通”及时推出

了“停课不停学”方案。网教

通能提供包含直播教学、课程

点播在内的在线教学服务，还

能实现小组课、名师课等教学

场景，课程内容涵盖 K12 阶段

的多个学科。此外，网教通还

提供了在线作业、学习任务、

在线打卡等使用功能，辅助教师与学生远程沟通，保持学习状态。网教通提供的教学模式以及教

学内容的多样性和针对性，能满足学生不同学段、不同层次、不同发展需要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解决了大部分师生在“停课不停学”期间的教学痛点。

政府与企业协同：改善技术服务支持故事 16

2 月 1 日，福州市教育局又发布了《中小学、

职业学校延期教育管理办法》。该指导方针指出，“网

教通”被选为福州“停课不停学”的官方平台。该

平台将为超过 100 万名教师和学生以及数百万家长

提供在线学习的便利。与此同时，“网教通”平台

也一直在帮助湖北省教育厅支持国家“停课不停学”

计划，与湖北省共建“湖北教育云平台”。该平台

建设和测试完成后（3天内），于 1月 30日在麻城、

仙桃、阳新 3个城市进行了现场试验，此后开展了

上万个现场课程。目前，公司已与湖北、福建、广东、

湖南、山东等省合作，提供在线教学、在线课程等

在线教育服务。

资料来源 :文本和图片由 ELENITY 提供。

图 44 一名小学生在“网教通”平台上学习

图 43 福建省教育信息化统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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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关闭了学校，采取了“停课”措施，有将近 4 亿人无
法继续接受常规的学校教学。为应对当前状况，各地采用以在线学习为代表的多种替代方法来维持学生“不
停学”。然而，文献和国际专家观点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在线学习会面临以下挑战：(a) 网络连接难以
支持大规模学习者同时在线学习；(b) 网络资源内容繁杂，质量良莠不齐，导致有些教师难以找到最适合他
们教学环境的在线资源；(c) 有些教师或学生缺乏相关的数字技能来开展在线教学或学习，导致其对在线教
学或学习深感不便；(d) 部分学生缺乏网络学习相关的一些关键学习能力，如适应能力、独立学习能力、自
主学习能力和自我激励能力；(e) 部分教师没有认识到在线学习的交互性、社会和认知临场感等特性，仅仅
使用简单的直接教学法，从而导致无激励的学习体验。

根据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实行“停课不停学”的实践，我们总结了以下有益于实施灵活在线学
习的经验。

中央政府各部委相互配合，并与地方政府、高校、中小学和企业等相互协调，确保网络基础设施可靠运
行。特别是，能够处理数百万用户的专用通信网络（网络服务器等）被迅速部署。这有力地支持了数以百万
计师生的直播课堂，以及观看、下载和上传交互式学习资源。政府还与在线教育企业协调部署国家级平台，
通过多种渠道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教育资源和工具，使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使用这些资源和工
具。此外，政府与学校进行合作，提供如何使用在线学习资料库和如何选择适当学习资源的培训。

各级专家、学校和政府也为教师、学生和家长提供教学与学习支持，如教师技能培训和即时帮助，指导
师生如何使用数字工具和平台实现有效的在线学习。这些支持和服务会根据特定教育环境（教育层次、地区、
学校、学科等）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例如，根据教师提供的学习场景和学生的年龄推荐适当的平台、工具和
方法。

政府与特殊教育专家合作，对学习材料进行改编以满足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如智力延迟发育者）在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学习需要。此外，教师还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在线支持，如一对一的辅导和
与家长实时沟通，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学习体验。

根据上述实践和经验，本手册总结了在紧急情况下有效推进在线学习的七个关键要素。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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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网络基础设施可靠，对于支持流畅的在线学习体验至关重要。网络基础设施应能同时支持数
百万用户使用视频会议进行同步在线教学；观看、下载、上传互动学习资源（如视频、教育游戏等）；通过
社交平台与同伴合作；等等。 

(2) 使用便利的学习工具，将有助于学生发现和处理信息、构建知识、与同伴合作、表达理解，并以具
体的方式评估学习效果。同样重要的是，教师应避免让学生和家长使用过多的应用程序或平台，以免使他们
负担过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应协调所有教师使用统一的学习工具或平台。

(3) 提供适切的数字学习资源，例如网上视频微课程、电子书、模拟动画、测验和游戏等。选择数字学
习资源的标准应包括许可、准确性、互动性、可定制性、文化相关性和敏感性，以及在内容、难度、结构、
媒体和组织等方面的适切性。

(4) 指导学生单独或者以小组形式应用多样有效的学习方法。具体来说，在线教学应该包括通过社交网
络以在线社区的方式支持常规的人际互动，以应对潜在的挑战，如学生感知到的孤独或无助。

(5) 通过一系列教学策略，如个案探究、自由辩论和讨论、以学生为主导的发现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
来实现有效的教学。

(6)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即时的支持服务，了解学校和政府的紧急政策，使用有效的学习技术、工具和资源，
并与学校、企业、家庭、社会等合作。

(7) 加强政府、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政府应协调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和家庭，建立顺畅
的沟通平台，以互通紧急信息，保障人员安全。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未来各地还应关注一些问题。例如，为向学生提供无间断的学习体验，大学可以在
那些没有互联网的偏远地区通过电视课程等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其次，各方还应为偏远地区开发出更便宜
的设备，并为学生提供离线数字学习资源。此外，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在开发数字学习资源平台、工具和设备
时，应考虑各种可访问性指南的要求（如 WCAG 2.0）。这有助于在数字化的教育环境中更好地实现可访问性、
功能多样性和包容性。最后，应该开发更具包容性、能支持不同的功能多样性的教学开发工具，以便教育工
作者可以利用它们来创建无障碍的数字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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