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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深 中国慕课：下好高教变轨超车先手棋

本报记者 万玉凤 董鲁皖龙

往返4000多公里的超远距离
通信，时延36毫秒内，在5G+4K
远程互动教学系统的承载下，一
场三地三校异地协同虚拟仿真实
验，在中国慕课大会现场上演，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威把曾经
只能是“空想”的飞机制造实验教
学变成了现实。

就像实验中为飞机插上翅膀
一样，科技也确实为教育插上了
翅膀。技术迭代的背后，是中国
慕课的高速发展。如今，我国慕
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
共计2亿多人次“打卡”慕课学
堂，覆盖所有专业门类的慕课体
系正在建立。

4 月 9 日至 10 日，以“识
变、应变、求变”为主题的中国
慕课大会在北京举行，有了“中
国速度”后，中国慕课如何从以
量谋大走向以质图强，成为与会
者关注的焦点。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给全
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革命
性的变化。每一次的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总是伴随
着人才需求结构的深刻变
化 、 知 识 的 爆 炸 式 更 新、
教育形态与资源的极大创
新。

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
教育教学的融合，演变出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打
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
和学校围墙。“明者因时而
变，知者随事而制。”在西
南 交 通 大 学 校 长 徐 飞 看
来，2013 年，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高
校加入在线课程平台，尤
其是2013年10月中国慕课
平台上线，拉开了中国高
等教育慕课时代大幕。

6 年来，中国慕课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一项共识在实践中日
渐凝练：高等教育作为高
层次人才的主要供给者、
知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
文化传承的主要贡献者，
要回应时代需求，就必须
创新发展，把慕课建设作
为加快中国教育现代化、
发展“互联网+教育”“智
能+教育”的战略先手棋，

推进这场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课堂革命
向纵深发展。

一系列重磅文件如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
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等相继出
台，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变革的内生变量，
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推动教育理念的更
新、模式变革和体系的重构。

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讲教师张小琴教授
看来，中国慕课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取得迅猛发展
与进步，正得益于科学规划，教育部把慕课建设作
为振兴本科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变轨超车的重要抓
手，作为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
径，积极引导和大力推进。

慕课的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众多高校的参
与和支持。如清华大学将积极推进在线教育工作，
作为面向未来的战略部署，学校按照国内国际同
步、平台课程一体、学校社会协力的指导思想，形
成了“一体两翼”的在线教育可持续发展模式。

“我们看到时代快速发展带来了机遇，网络和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教育创新奠定了基础，也让我
们有了更好的工具、更大的平台、更便捷的方式、
更有效的手段将优质的内容呈现给学习者，并借此
推进校内教育教学改革。”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
表示。截至目前，清华大学共建设了 251 门课程，
吸引全社会800多万学习者，其中110门课程获得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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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万玉凤） 4 月 9 日，记者从中国
慕 课 大 会 上 获 悉 ， 我 国 已 有
1291 门课程被认定为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12500门慕课上
线，2 亿多人次在校大学生和社
会学习者学习慕课，6500 万人
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我国慕
课的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
一。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介
绍，在数量上，上线慕课数量由
2017 年的 3200 门增加到 12500
门，增加近 3 倍；学习人次由
5500 万 人 次 增 加 到 2 亿 多 人
次，增加 2.7 倍；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数量由 490 门增加到
1291 门，增加 1.6 倍；实现了成
倍增长。

“慕课的结构也更加合理，
应用更为广泛。从面广量大的公
共课、通识课逐步拓展到专业基
础课、专业课和实验课，建立起
覆 盖 所 有 专 业 门 类 的 慕 课 体
系。”吴岩说，国内高校和机构
陆续建成 10 余个各具特色的慕
课平台，截至目前已有 1000 余
所高校在网上开设慕课，44000
人次的西部高校教师接受了慕课
应用培训。来自国内 19 所高校
的200余门优质慕课先后登陆美
国、英国、法国、西班牙、韩国
等国家的著名课程平台。

慕课已成为重要的终身学习
资源。吴岩介绍，教育部遴选的
400 多门精品慕课上线中宣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700 多
门精品慕课上线中央军委“军职
在线”平台，为建设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国家发
挥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此外，基于“智能+教育”
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上线数量已超过 1000 个，
注册用户接近 80 万个；发布了全球首个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集中展示平台“实验空间”。“网上做实
验”和“虚拟做真实验”成为现实，为增强学生实践
能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提供了新的优质教育资源。

大会现场，吴岩发布了 《中国慕课行动宣言》，
总结中国慕课建设的重要经验，即质量为王、公平为
要、学生中心、教师主体、开放共享、合作共赢。

面向未来，吴岩表示，将致力于实现中国慕课发
展五大愿景：即建设公平之路，用优质慕课资源补齐
区域和校际人才培养质量差异短板；建设共享之路，
破解制约共享的体制机制难题，让慕课资源的流动畅
通无阻；建设服务之路，致力于研究新方法新技术，
努力提升个性化精准化服务水平，使学习者获得更有
价值的深度学习；建设创新之路，进一步融合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慕课学习内容、模式和方法；
建设合作之路，加强教师之间、高校之间、慕课平台之
间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努力为世界
慕课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标准、中国方案。

会上，由 10 个跨地区、跨校、跨学科的联盟组
织共同发起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正式
成立，将在慕课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规范、教
学方法创新等方面发挥整合、协调、推动、支持、指
导与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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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门精品课程
◆1.25万门线上课程
◆2亿多人次学习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万玉凤） 在 4 月 9 日
召开的以“识变、应变、求变”为主题的中国慕课大
会上，教育部公布了 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认定结果，来自全国的 2137 门课程参加评选，其中
801门课程入选第二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据介绍，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
亮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入选课程覆盖省份和高校范围
明显扩大；二是课程质量过硬，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
理。

数据显示，认定课程所在省份增至 27 个，与
2017 年相比，新增省份有山西、海南、广西、青
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涵盖高校增加到251所，地
方高校在认定课程中占据的份额大幅度提高，已经超
过40%。

在课程质量和体系结构方面，全国有 40 所一流
建设大学为主建设的347门课程被认定为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认定课程的教师团队中有杰出青年 18
人，长江学者 29 人，国家教学名师奖 23 人，万人计
划名师 23 人。认定课程涵盖了本科教育 80 个专业
类、专科高职教育 10 个专业类。课程类型布局合
理，专业课比例有所增大。

801门课程入选第二批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地方高校占比超40%

质量和公平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时
代主题。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
融合，破解质量与公平的难题，如何用好
慕课这关键一招是亟待实践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南京
大学“宇宙简史”是一个“爆款”，而且
获评“最美慕课”，被推荐在电视台播放。

原因何在？“就在于我们真正以课堂
教学方法改革为突破口，在目标、内容和
呈现形式上都进行了创新。”中国大学慕
课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建课时注重以人
文的视野拓展课程的精神维度，同时与多
家单位共同打造融合创新平台，创造性地
将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
以科学守望信仰，让思政融入专业。

“当前，我国慕课的体量和应用规模
世界第一，已经进入了从量变走向质变的
时期。最大的挑战就是把量变成质，把几
万门线上课程打造成金课。”北京理工大
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嵩天说。

在他看来，改变的关键在教师，在于
教师如何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如何对自
己的学科、课程、课堂进行全方位的教学
改革，把每一堂课变得高质量，慕课是最
好的抓手。

行动已经展开。信息化教学胜任力
证书项目、“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课程

群⋯⋯为改变高校教育理念，提升教师
教学能力，教育部、课程联盟和各课程平
台积极开展教师培训活动，到 2019 年 1
月，共培训慕课教师 29.5 万人，其中西
部教师 4.47 万人，有力推动了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不断创新是慕课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当前，虚拟仿真技术、5G、全息投影等技术
正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中国慕课的建设中，
助力慕课质量提升。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初衷，就是通过
‘智能+教育’把实验搬进课堂，让工程进
入课堂，特别是让超级大工程进入课堂，为
工程教育提供平台，为人才培养提供平
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副理事
长、天津大学副校长王树新说，虚拟仿真实

验解决了传统实验教学中“做不到”“做不
好”“做不了”“做不上”等老大难问题。

事实上，自诞生之日起，中国慕课就把
推进高等教育区域和校际公平作为基本价
值取向，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用优
质慕课资源补齐区域和校际人才培养质量
差异短板。

从 2018 年 10 月起，华东理工大学教
授徐志珍开始了远程同步课堂的实践。她
没想到，短短一个学期，喀什大学的学生
无机化学课合格率达 67%，良好以上为
27%，15 名学生得分在 90 分以上，一改
摸底时只有7人及格的境况，并逐渐向华
东理工大学学生的成绩看齐。

而由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慕课联盟打
造的“1+M+N”协同教学模式，即以一个
名师名课引领共建共享慕课，跨区域协同
多所高校建设私有云平台课，使广大学生
受益，不仅推动了慕课与校内教学环节的
融合，解决了高校学生互动与课堂讲授间
的系列矛盾，而且建立了跨区域跨校在线
开放课程协同工作新机制，推进了不同高
校间的优质资源共享。

新长征计划、西部中心、巡访交流⋯⋯
中国慕课正逐步打破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
和学校围墙，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辐射
到更边远、更急需的地区。

应变 用慕课破解质量与公平难题

短短两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规
划所培训专家希梅纳·佩雷拉对中国慕课
发生的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巨大改变印象深
刻。

“几年时间，中国慕课数量已经达到
世界第一，不仅在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和重
要，还用在终身学习领域及其他各个层次
群体的教育和培训中，越来越多的人随时
随地通过慕课学习，这让我印象深刻。”
希梅纳·佩雷拉说。

当前，我国慕课已成为了重要的终身
学习资源。教育部遴选的400多门精品慕
课上线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700多门精品慕课上线中央军委“军职在
线”平台，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
党、学习型国家发挥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中国慕课既要立足国内，也要面向世
界。截至目前，国内已有 19 所高校的
200 余门优质慕课先后登陆美国、英国、
法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家的著名课程平
台，为世界慕课贡献中国标准、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

2015 年，西安交大与教育部奥鹏远
程教育中心共同创办的慕课中国联盟落
地，携手推动中国互联网教育走向“一带
一路”。3 年多来，该联盟集聚了北京交
通大学等117所国内知名高校和中国移动
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汇聚 1084 门课
程，研制出支持中、英、俄、阿拉伯4种
语言的慕课学习平台，注册用户 1600
万+。

在中国慕课大会上，教育部高教司司

长吴岩发布 《中国慕课行动宣言》，总结
中国慕课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建设方案，勾
勒出中国慕课发展的愿景。面向未来，要
致力于实现伟大愿景，就必须更好地推进
中国慕课的建、用、学、管。

“我们以学堂在线、爱课程等四个平
台的数据为基础，采集了 2179 万条有效
数据，采集分析了学生 79 种网上在线学
习行为，发现当前慕课建设依然存在学生
自律性差、师生互动难、慕课资源碎片
化、缺乏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等五大难
题。”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说。

他分析，从学习行为来看，在慕课平
台上学习的学生自律性比较差，科学性有
待提高，仅 26%的学生完整地完成了课
程学习；从互动来看，慕课作为虚拟学习
平台，教师和学生时空隔离，师生间情感
交互不足；在慕课资源方面，由教师独立
开发，存在位置分散、结构无序、知识碎
片化的问题；而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价考核
体系，慕课成绩可信度有待提高，高校和
社会认可有待研究。此外，在慕课上依然

存在着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在网易公司高级副总裁、网易有道

CEO 周枫看来，AI 和 5G 这两个技术关
键词，将会贯穿未来中国慕课建设的全过
程。

“如果现有的产品是中国慕课 1.0 的
话，未来 2.0 的产品可能是‘慕课+直
播’‘慕课+AI’‘慕课+仿真’。”周枫分
析，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互动性不
足的问题，充分调动学生在线学习的互
动性，大大提高出勤率，最终提高课程
的完课比率；AI 将大量应用到慕课的作
业自动批改、语言教学的口语练习和自
动评分、大数据的学情分析等领域；而
当前，仿真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慕课建
设中了。

“当前，中国慕课的发展，从管理角
度来说，还存在着平台标准各异、平台之
间数据难以共享，知识存在孤岛现象，以
及一线教师和管理者疲于应付、维护成本
较高等问题。”郑庆华说。

可喜的是，行动一直在推进。在大会
现场，由高校计算机教育慕课联盟、东西
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等 10 个跨地区、跨
校、跨学科的联盟组织共同发起的“高校
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正式成立。

作为全国性的基于“大规模开放在线
课程”的教育共同体，联席会将积极推动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
在慕课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规范、
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发挥整合、协调、推
动、支持、指导与引领作用。

求变 中国慕课正走向世界

在中国慕课大会现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威带领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贵州理工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了一场往返
4000公里的三地协同虚拟仿真大飞机机翼组装调试实验。 王镝鸣 摄

现代信息技术与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的 融
合，演变出大规模在
线开放课程，打破了
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
和学校围墙。

由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慕课
联盟打造的“1+M+N”协同教学
模式，不仅解决了高校学生互动
与课堂讲授间的系列矛盾，而且
建立了跨区域跨校在线开放课程
协同工作新机制，推进了不同高
校间的优质资源共享。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 19 所高
校的 200 余门优质慕课先后登陆
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韩
国等国家的著名课程平台，为世
界慕课贡献中国标准、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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