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 12期渊总第 308期冤

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深度学习
要要要BYOD环境下课堂教学的应用探究

杨南昌 1袁 李 嘉 2

渊1.江西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袁 江西 南昌 330022曰 2.中山市石岐中学袁 广东 中山 528402冤

[摘 要] 伴随电影电视的产生袁将视频应用于课程教学由来已久袁当今风靡世界的微课尧慕课等视频学习更将视频

的教育应用推向高潮遥 然而袁此类视频大多是教师为教学而作遥 在视频制作技术日益平民化的今天袁如何转变课程教学

的设计思路袁让学生成为视频创造的主体袁探索基于视频创作的深度学习是视频教育应用研究的新课题遥 而视频论文就

是这样一种学习新方式遥 基于两年的大学教学实践研究表明袁在课程中整合应用视频论文袁能激发数字时代学习者参与

挑战性学习的积极性袁发展协作创新和问题解决的深度学习能力遥 当今教育研究正发生着向视频图像的转向袁未来视频

论文将与视频图像分析和视频研究一起袁在教育理论表达和创制中发挥更大的潜能遥 而培养未来教师学会用视频表达袁

则是对这一转向的积极尝试与应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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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集声音尧视频尧数据于一体的通用数

字格式技术袁以及数码相机袁图像包尧视频流等视频图

像技术的发展袁视觉图像已成为当下人们常用的交流

方式遥 [1]用微视频记录社会尧生活尧时尚和表达自我袁也

随之变成了一种流行文化[2]遥 而对于野数字土著冶的年

轻一代来说袁更倾向用数字工具和媒体创造新的艺术

形式和信息来表达自己袁这种视频文化在他们当中更

为流行遥 [3]

当前袁 不断涌现的各种微视频课程尧 在线课程尧

MOOC/SPOC等基于视频的学习方式袁 似乎迎合和满

足了数字时代大学生视觉化的学习需求遥 然而袁现今

教育视频的主流应用还是作为野媒体工具冶向学生传

输课程内容袁制作主体是教师袁学生借由观看视频来

学习遥这种基于视频的学习主要发挥了资源存储和知

识传递的载体功能袁 更多地体现了信息广度的增加袁

而在学习内容的深度加工尧深层次的学习体验和高级

思维能力等深度学习方面尚未产生影响遥 [4]比如袁鼓励

学生通过自己制作视频来学习的活动却不多见遥如果

只是被动地观看视频袁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学习遥 国际

知名学习科学研究专家索耶渊Keith Sawyer冤对视频应

用的这一现象批评道袁野将视频放到网络上是一种时

间的浪费冶袁因为野网上观看视频和在课堂上听老师讲

授一样袁 依然是饱受质疑的旧式讲授式教学的延续袁

只是使用了不同的媒体噎噎这和学习科学研究所建

议的学习模式恰恰相反遥 冶[5]

这种根深蒂固的旧式授受式教学思想袁在某种程

度上为仍然存在于数字时代课堂中的一种矛盾现象

提供了滋生土壤院作为数字移民的教师对着作为数字

土著的学生袁延续着过时的教学方式袁甚至为了固守

传统袁在课堂中拒绝学生带手机尧电脑等学习工具袁这

与当今大势所趋的自带设备渊BYOD冤进课堂的学习背

道而驰遥探索互联网环境下学生喜欢的 BYOD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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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袁恰恰是推进信息技术与高校教学深度融合的研

究新趋势遥在这一背景下袁我们将 BYOD支持的野基于

视频论文创作的学习冶袁 尝试应用于大学本科小学教

育专业的课程教学中袁希望通过大学生喜欢的视频创

作方式来促进课程内容的深度学习遥

一尧从电影论文到视频论文院视频论文作为

新学习方式的缘起

视频论文渊Video Essay冤是一种用视频方式来表

达论文观点的新文体遥它通过创造性地整合应用各种

视听材料渊图像尧音频尧视频或文本冤来可视化呈现一

个研究或探究某个主题遥视频论文最早作为电影论文

渊Essay Film冤出现在电影领域袁仅仅作为一种电影类

型存在遥 [6]电影制作术诞生不久袁短评类文学体裁就开

始适应电影格式袁 产生了被称作 野镜头笔冶渊Cinema-

pen冤的尧基于记录体渊Documentary冤形式的尧通过可视

化电影图像和画外音来表达作者思想的新文体遥 [7]

事实上袁Phillip Lopate在 1992 年发表了一篇题

为叶寻找半人马院电影论文曳渊In Search of the Centaur院

The Essay-Film冤的开创性的文章袁把那种呈现单个声

音尧有强烈个人观点尧有说服力的尧文笔好尧有趣的混

合型电影文体称为半人马渊希腊神话中的人面马身的

怪物冤遥 [8]在那个年代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属克里斯窑

马克渊Chris Marker袁1982冤的叶日月无光曳渊Sans Soleil冤

了遥 在这部作品中袁马克通过自己对现实的冥想和他

人的回忆袁采用一个画外音袁将一个自由职业的摄影

师周游日本尧西非尧冰岛的经历反映出来袁以独特的艺

术手法表达了作者对几内亚比绍和日本这两个差异

极大的国家的看法遥尽管它是在一块虚拟的屏幕上呈

现的袁但仍然是一篇散文文章遥 [6]

视频论文与电影论文两者起源一致袁最主要的区

别在于媒体遥 [7]电影论文是通过模拟摄像机拍摄的袁而

视频论文是数码摄像机拍摄的遥最初由于电影制作的

协作特性和高昂制作成本导致这种形式的文章稀少遥

但是袁随着便携式廉价录制设备尧免费编辑软件和网

络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袁人们有了一个更加简便的制作

和发表观点的途径袁普通人甚至可以用一部手机录制

和编辑视频袁然后即刻把它放到网上分享遥 于是电影

论文不再是稀有的袁 随之变成了随处可见的视频论

文袁开始出现在文学写作领域袁并应用于教育和相关

研究领域遥 同时袁视频论文一般都是短评类的野微视

频冶袁相比最开始的长达一百多分钟的电影论文来说袁

视频论文的时间大多在 6~7分钟左右袁保持着和传统

纸质论文一样的长度遥 这样袁视频论文可以在较短的

时间内让观众渊读者冤理解论文的主要观点和想要交

流的信息袁也迎合了网络时代大众的微视频文化遥

最近十年袁 涌现了越来越多像 Blackbird 尧Ninth

Letter 尧Press Play和 TriQuarterly 等以刊登视频论文

为特色的国际性文学杂志遥 TriQuarterly期刊还是美

国西北大学创意写作学位课程的一部分遥 Bresland 对

美国 30所主要大学的课程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袁几

乎所有这些大学都开设了视频论文或者像 野实验媒

体冶野多媒体叙事冶野用视频写作冶等类似视频论文的课

程遥 [9]在其他课程中袁视频论文已成为大学课堂多媒体

项目和作业的常见方式遥 为此袁大学还专门设立相关

服务中心或提供相关的指南帮助学生完成这类作业遥

比如袁加拿大的皇家路大学渊Royal Roads University冤

的图书馆 [10]袁 美国的塔夫茨大学的数字设计工作室

渊Digital Design Studio冤[11]袁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视频论

文等多媒体项目的设计和制作指导遥

二尧从数字故事到视频论文院向更高挑战的

可视化表达迈进

视频论文和近年风行教育领域的数字故事一样袁

都是一种借由数字媒体尧用短小精悍渊几分钟冤的内容

形式可视化表达观点的新学习方式遥 在制作形式上袁

两者都可以采用视频的形式袁但是视频论文只能是视

频作品袁数字故事可以采用除视频以外的任何数字化

的形式来表达和呈现内容遥 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袁视频

论文用可视化视频表达论文观点袁侧重思想性袁而数

字故事首要特性在于故事感袁侧重艺术性地叙事和表

达自我遥 这可以从数字故事中心 CDS 总结的七大数

字故事要素渊即主要观点尧一个戏剧化的问题尧富有情

感的故事内容尧亲自讲述尧音乐的力量尧各种元素的

野经济冶处理尧故事节奏的起伏冤中看出差异遥 [12]

视频论文主要有两类遥一类是在传统论文中嵌入

视频材料袁与文字图表合理组配尧优势互补袁形成全新

的数字化论文袁以提升科技论文信息容量袁提高读者

的理解程度遥 [13]另一类为完全视频袁又可分为两种院其

一袁根据纸质版的论文内容和观点袁编写故事脚本袁创

造性地借助图像尧视频尧音频等材料使学术论文可视

化曰其二袁根据视频论文开放性的叙事特点袁把收集到

的视频尧音频尧图片尧观点渊自己的和其他人的冤用自己

的逻辑袁根据故事脚本拍摄尧剪辑成一个兼具学术性

和艺术美的视频袁可视化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遥

如开篇所述袁 从当前风行的各种微教学视频尧

MOOC视频到逐渐涌现的视频论文袁视频的教育应用

已从教师制作主体向学习者创作主体转变袁从视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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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比较 要 素 具 体 描 述

视频论文

和传统论

文共同的

要素

清晰论点渊Clear Thesis冤

回答你的观点是什么袁这个观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遥通常出现在最开头袁也可在结尾遥如

果观众或者读者没有看到你的观点袁将导致不理解和不理会袁即使没有停止观看袁也会失

去看的兴趣

合适表达渊Appropriate Voice冤 第一人称袁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

亮点渊Interest冤 呈现你关心的问题袁让读者/观众也关注这个问题袁吸引注意力

发展主题/展开观点 不只是简单阐述同一个观点袁要随着论文的展开进一步揭示问题和深化理解

论据 提出观点后要有理论依据来支撑你的观点

结构 不要简单地一个一个排下来袁要确保所有的元素都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整体

总结/结论 不仅仅是把所有的观点加以归纳总结袁还要引发读者/观众的进一步思考

视频论文

特有要素

节奏渊Pacing冤 掌握节奏袁保持活力和兴趣

声音/音乐 声音要清晰得体袁可以选择画外音尧被采访者的声音尧自然的声音或者音乐等

视觉质感渊Visual Texture冤
相对一致或蒙太奇钥剧照尧视频和图形如何混合钥剪辑的有效过渡渊切换尧淡出尧黑屏冤需要

贯穿始终

有机统一 将言语的尧视觉的和听觉的元素有机结合

为一种传播野媒介和工具冶到作为知识创建主体对世

界的一种野理解和表达方式冶转变遥而从数字故事到视

频论文应用的转变袁则意味着学习者在可视化表达能

力发展上向掌握一种新的视频表达方式迈进袁向更高

挑战的深度学习迈进遥

三尧视频论文设计与创造的深度学习本质

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学习是一种项目式学习袁主

要包括学习者观点阐释与可视化表达设计尧视频论文

作品的制作两大部分袁 两部分的学习任务交错进行遥

一部视频论文的设计与创作袁从主题的明确到作品的

形成袁无不体现着学习者的创新和创造能力袁它本质

上是一种创造性实践活动袁一种创造驱动的学习遥 [14]

在大学课堂 BYOD的环境下袁将野基于视频论文的设

计学习冶与野基于创造的学习冶加以整合袁有利于激发

数字时代学习者参与创造性设计学习的动机袁发展他

们项目协作尧创新设计和问题解决的深度学习能力遥

渊一冤在视频论文的可视化表达设计中深度理解

课程的核心观点

视频论文应用于大学课程学习中袁就是通过设计

可视化的音视频材料来呈现一个研究或深度阐释一

个课程内容的核心主题袁 本质上是论文表达的一种袁

在内容上和传统纸质论文一样袁都有一个主题尧引言尧

观点尧支持论据和结论遥 [10]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袁把自己

对课程内容或相关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提出来袁无

论是刻在原始的泥土板上尧印在纸张上袁还是以每秒

30帧的速度播放在视频画面上袁 都是对课程内容的

深度阐释遥除了和传统纸质论文一样都需要考虑的设

计要素渊比如袁学术研究问题尧背景知识尧反思以及结

尾部分的文献来源冤以外袁视频论文还有其他可视化

设计的相关要素渊见表 1冤遥 根据这些要素袁学生需要

从先前习惯的文字语言表达系统向可视化的视频表

达系统进行创造性的设计转换遥

渊二冤在视频论文的创作过程中学会动手设计和

协作创造

按照视频论文的设计要素袁学习者最终需要协作

创作一个视频作品袁把各自理解的学术观点及研究问

题用视频形式创造性地呈现出来遥 一般来说袁一个视

频论文作品的设计创作过程包含以下几个环节院

1. 目标与对象分析

首先要考虑视频论文创作的目的袁也就是想要给

观众传播的视频效果遥因此袁需要分析受众袁了解他们

是否对你的话题感兴趣袁 分析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尧术

语尧视觉效果和语言才能吸引观众等遥

2. 脚本设计与故事板编写

在目标和受众分析的基础上袁设计故事脚本并编

写故事板遥 故事板一般分为两列多行袁左列描述大概

呈现的画面袁右列描述大体的结构和具体的内容渊如

音效尧对白尧动作等冤袁至少需要八个场景遥

3. 视频材料采集

需要考虑哪些媒体元素能够更好地可视化呈现遥

特定的图像袁 或与故事相关的视频可以更好呈现内

容遥视听材料的来源很广袁可以搜索引用网络资源袁也

可以自己拍摄和录制遥

4. 作品编辑合成

这是制作视频论文最重要的一步遥要让视频为观

表 1 视频论文整合传统论文要素的可视化设计[15]渊此表根据文献修改而成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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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项目学习渊P冤

深度理解与

问题解决

创造性表达

与作品实践

需要理解渊文字观点冤

需要创作渊视频表达冤

问题式学习渊P冤

/文字论文
设计式与做中学

渊2D冤/视频论文

集成小组

论文观点

个人碎片

化思考

可视化分享

与观点集成

目标与

对象分析

形成个人

学期论文

小组 PBL

探究与研讨

视频论文

编辑合成

论文转换与

脚本设计

个性化

拓展阅读

视频素

材采集

目标

指向

设计
引导目标

指向
引导

问题

系统化
观点

涌现 在合作

中学

前期

准备观点

观点

观点深化

明晰 在创作
在设计

中学 中学

众所接受和理解袁既要有逻辑性和连贯性袁还要让观

众有思考和消化的空间遥 文本尧图片尧视频尧音乐等要

安排合理袁充分发挥其作用袁把握视觉效果和情感渲

染袁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上字幕帮助理解袁达到科学性

和艺术性相结合的效果遥 常用的视频编辑工具有

EDIUS尧iMovie尧MovieMaker尧爱剪辑袁数码大师尧会声

会影尧编辑星等遥需要注意的是袁视频最后还有加上材

料来源尧参演的人员尧作品版权及表达感谢的模块遥

5. 分享和反思

视频论文作品制作完成以后袁通过展示尧交流活

动进行交流尧分享和评价袁并进一步完善作品遥

四尧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深度学习模式建构

深度学习是与浅层学习相对应的概念袁是一种面

向高阶思维发展的积极学习袁关注由不断发展的数字

技术和资源促进的多种强有力的教与学模式袁以更具

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方式重构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袁

帮助他们获得在真实世界使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经

验尧技能与素养遥 [16]探究学习尧项目学习是深度学习的

常用模式袁常以问题解决为导向遥近三年来袁我们在本

科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教学中尝试建构以小组协作

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尧以问题或项目驱动为主要作业形

式尧需要学生动手或设计完成的野2P+2D冶学习模式遥

2P即指野问题渊Problem冤冶或野项目渊Project冤冶驱动的探

究学习袁2D 即野设计式学习渊Learning by Design冤冶和

野做中学渊Learning by Doing冤冶遥 学生要么在野问题解

决冶中学习袁要么在野项目设计冶中学习袁既要动脑袁又

要动手袁都在 BYOD支持下进行遥

如前所述袁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学习可分解成两

部分进行遥 一是对视频要表达的论文观点的探究遥 这

部分主要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曰二是对论文观点进行

视频可视化表达的设计与实践遥这部分主要采用设计

式学习方式遥整个视频论文作品完成过程则是一个小

组协作的项目式学习遥因此袁在 BYOD环境下袁基于视

频论文创作的学习可以作为整合应用野2P+2D冶模式

创新大学课堂教学 渊特别是文科类专业的理论性课

程冤的一条可行的深度学习路径遥

这条深度学习路径的实施可借用设计式学习的

循环模式来进行遥 [17]左边循环是形成视频论文创作的

基础要要要对核心课程内容概念的深度理解袁主要通过

问题式学习袁小组成员分工合作袁完成学期论文袁最后

形成小组集体对某一个主题概念的深度理解遥右循环

的核心学习目标是视频作品的创造性表达和实践袁主

要通过设计式学习和做中学方式袁将文本论文中的核

心观点转换为可视化的视频表达的过程遥在视频论文

的设计与制作过程中袁 如需要进一步理解某个观点袁

则返回文字论文的探究循环进行论证袁并对文字论文

作相应完善遥整个视频论文作品的创作被当作一个有

挑战性的项目学习任务来完成遥在小组合作的问题解

决过程中袁课程学习随着设计与创造活动的开展而不

断深化渊如图 1所示冤遥

五尧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深度学习应用实践

野小学课程与教学论冶是本科小学教育专业的核

心课程袁是小学教育专业语文尧数学和英语学科教学

课程之前的先修基础课程遥 传统上袁教师以理论课程

常用的讲授和纸笔考试方式进行这门课程的教学袁相

比专业方向课程袁 学生往往对基础理论课程重视不

足袁学习积极性较低袁这反而影响到后一阶段的学科

方向课程的教学遥为此袁我们的课程团队自 2015年以

图 1 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 2P+2D深度学习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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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袁开始采用基于设计的研究渊DBR冤袁开展以视频论

文创作项目为主线的深度学习系列教学革新袁以提升

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遥图 1中的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

深度学习循环模式袁就是在多次迭代的课堂设计研究

中逐渐建构尧修正和完善形成的遥

渊一冤为深度学习打造野BYOD+移动互联冶的小组

学习环境

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袁课堂教学革新需要野学习

环境尧技术支持和教学方法冶三位一体整体联动变革

来推动遥 [18]由于传统固定的联排教室不利于开展小组

协作问题探究和项目设计等新型学习袁因此袁课堂教

学革新的第一步从教室环境改造入手袁打造了一间可

容纳 50~60人的尧由野可移动的小组圆桌椅冶+野四面白

板墙体冶+野无线移动环境冶组成的小组互动教室遥学生

自由组建 6 人小组袁 自带智能手机和电脑等设备

渊BYOD冤进课堂袁要求每小组至少自带 1~2台笔记本

电脑遥课程团队还依托学校购买的超星泛雅课程平台

设计了相应的在线课程资源袁以支持学生开展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移动学习渊如图 2所

示冤遥

渊二冤探索两种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学习方式

在本门课程中袁 学生需要完成 2~3项设计作业

渊如一份校本课程开发设计方案尧 一个学习环境图案

设计等冤袁 其中视频论文是贯穿学期始终的最重要的

一项遥 我们设计了两种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学习方

式袁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一种遥

1. 以问题驱动为主的视频论文

学期论文+视频可视化表达遥 这是本课程探索实

施的主要视频论文学习方式遥通过 BYOD与移动互联

环境袁学生可以实现从平时的碎片化思考渊网上问题

研讨冤到学期末的系统化观点集成渊学期论文冤袁最后

到可视化表达渊视频论文冤的深度学习过程遥具体实施

过程如下院

渊1冤教师围绕每堂课的核心主题袁通过发布相关

问题袁 引发学生线下课堂和线上网络平台的讨论袁并

在每堂课结束后袁要求每位学生在网上碎片化发表一

段野课程学习反思冶渊Take-away冤要要要即从每堂课中带

走了什么钥 这样袁很多围绕课程学习的重要观点就从

他们的碎片化讨论中涌现出来遥 比如袁数字时代的课

程院我们如何应对钥数字时代如何当教师钥学习空间设

计能力要要要未来教师的新要求曰促进小组学习参与的

设计秘密曰英语教材课程内容的变迁曰学习环境设计院

从正式到非正式曰规则与文化工具作为隐性学习的力

量曰等等遥 渊2冤小组根据各自所感兴趣的主题袁从这

些涌现的观点中逐渐聚焦袁 展开进一步的问题研讨袁

明晰观点袁确定小组研究的共同主题曰渊3冤围绕某一确

定主题袁小组进行问题探究分工袁学生展开个性化的

扩展阅读袁 以此形成个人学期论文袁 深化个人观点曰

渊4冤小组内部进行个人学期论文交流分享袁通过思维

导图工具汇集成某一共同主题的小组观点曰渊5冤 进行

图 2 视频论文学习的野BYOD+移动互联冶小组协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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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论文创作袁从小组集体观点的文字表达向视频论

文表达转换曰渊6冤学期汇报袁全班进行视频论文与观点

的交流分享遥

例如院16级小教语文班的野七迹小组冶袁围绕野学

习环境院类型与设计冶这一主题袁提出他们所理解的

野所有学习发生的场所都可以成为学习环境袁 而学习

环境可以分为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环境冶的观点遥 通过

搜集资料进行探究学习袁引用文献观点对学习环境的

分类和设计进行论证描述袁编写故事脚本袁对教室尧走

道尧图书馆尧寝室等可以发生学习的场所进行可视化

的分类描述设计遥最后按照脚本把收集和拍摄的素材

整理剪辑成一个完整表达该小组所理解的这一主题

的视频论文作品渊如图 3所示冤遥

图 3 问题驱动的视频论文范例院学习环境设计

2. 以项目驱动为主的视频论文

设计作品+设计理念的可视化表达遥 如果学习小

组的学期作业选择一项校本课程项目设计或一个理

想的学习空间设计袁就可以提交设计作品袁然后再通

过制作视频袁可视化描述作品的设计理念尧完成过程

及实际应用等遥 在完成这些规定的视频论文任务后袁

还可以鼓励他们用视频故事或反思视频渊Reflection

Video冤的形式记录小组的合作学习袁反思个人成长尧

学习经历尧心路历程和感悟等遥

渊三冤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深度学习应用成效分析

作为一项大学课程教学的革新行动袁我们尝试以

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学习模式为抓手袁 通过设计的

野BYOD+在线课程平台冶的互动教室学习环境袁将问题

式尧项目式尧设计式和小组协作学习模式整合其中袁经

过两学年两轮次的设计研究袁 建构了学生主动探究尧

小组协作尧信息化方式明显的深度学习课堂遥

1. 课程教学总体评价的量的分析

两轮次课程学习结束时袁我们从多方面收集了学

生对课程教学的信息反馈袁信息汇集表明学生对课程

教学的总体评价良好遥一是从第一轮次学生对课程教

学满意度调查的有关数据分析袁超过六成渊60.81%冤的

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袁有 73.1%

的人希望还可以在其他课程中采纳这种学习方式曰与

传统纸笔考试相比袁76.3%的学生更愿意采用基于小

组视频论文学习的过程性作业曰与以往传统课程教学

相比袁 学生显示在该课程学习中与人合作机会增多尧

研讨机会增多尧问题解决和动手能力增强尧主动学习

意识增强的占比分别为 87.2% 尧79.1% 尧66.9%和

41.9%袁只有 7.4%的学生表示与传统课程教学差别不

大遥二是在参加第二轮次课程实践的 90名学生中袁有

78人主动自愿在网络课程平台上对课程进行了五星

渊5分冤制评价袁其中 74人全部给予满分的 5星评价袁

只有 2名学生给予 4星渊4分冤和 2名五星渊4.8分冤评

价袁课程满意度极高遥 三是利用野纽扣词云冶在线词频

分析工具袁通过对学生在该课程网络平台上发表的所

有课后反思话语进行词频分析袁发现频率最高的核心

词汇是课程尧学习尧教学和设计袁说明学生对这些核心

课程概念的深度聚焦和关注遥 同时袁对学生学期初和

课程结束发表有关课后学习感受的话语进行了词频

分析袁排名靠前的高频词有野学习冶野课程冶野小组冶野学

到冶野视频冶野新颖冶野创新冶和野设计冶等遥 总体感受是形

式新颖袁有创新袁收获很多遥 很多学生表示袁期待以后

的课堂学习还能有这种教学模式遥

2. 学生深度学习能力发展的质性分析

进一步结合课堂观察尧 访谈和学生作品分析袁从

总体上看袁学生在完成视频论文创作的过程中深化了

知识理解袁转变了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袁发展了更为

关键的 21世纪野4C冶技能遥

渊1冤直观作品的创作更能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积

极性遥基于视频论文的创造性学习需要产生直观的作

品袁并且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袁借助

移动设备用他们想要的视听材料和喜欢的呈现方式袁

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遥这种个性化和新颖

的学习方式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作热情袁

提高了探究任务的参与度遥 在焦点小组访谈中袁学生

表示 野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学习方式比较有参与性袁

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袁然后可视化呈现出来袁很有

收获感和成就感冶遥实践表明袁这种方式尤其适合思维

活跃而传统纸笔考试处于中下水平的学生袁不少先前

平时课堂参与度不高尧表现不佳的学生在视频论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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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尧作品汇报以及期末考评中表现出色遥

渊2冤小组形式的视频论文创作袁以真实的作品为

学习结果袁 实质性地提高了团队合作和交流沟通能

力遥 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学习是典型的项目学习袁最

终学习结果需要提交项目作品作为学业评价依据遥因

此袁学生在小组合作过程中袁需要人人贡献智慧袁不仅

杜绝了不少课堂野虚假的小组冶的浅层学习袁还增进了

组员之间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情感袁提高了团队协作能

力遥 学生认为袁野在小组讨论中袁思维的碰撞可以了解

别人的想法袁启发思维遥 还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

势袁取长补短冶遥

渊3冤课堂自带设备渊BYOD冤的引入袁提高了学生用

数字技术解决问题和创作表达的能力袁有效联通了他

们的正式与非正式学习遥 从学生的视频作品分析来

看袁作为一种新型学习袁每一篇视频论文都是学生原

创的数字化作品遥 在创作过程中袁学习者不仅要深度

理解学科知识袁 使用不同的数字化工具进行视频制

作袁还需要走出课堂袁走进研究实地袁设计和采集视频

场景袁并学会在庞大的信息资源中检索和甄选出自己

所需要的媒体资源袁 整合而成可视化的完整视频表

达袁实现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联通遥 我们也从学

生的视频故事和反思视频所记录的学习过程中看到袁

学生普遍享受这种有挑战性的创造性学习遥

六尧总结与展望

渊一冤用视频论文转变学习方式院探索多种可能的

整合应用途径

以上袁我们只是尝试性地在大学教育类专业课程

教学中进行了视频论文应用的初步探索遥 实际上袁我

们还可以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袁探索多种可能的整合

应用途径袁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袁发展学生面向未

来的深度学习能力遥

现今袁视频论文最普遍的应用是在大学课程学业

评价改革中的整合应用遥基于视频论文的作业评价可

配合传统的学期论文及作业形式袁丰富学生的学习方

式袁使学期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字袁而是通过精

心设计和创作的集文本尧图片尧视频尧音乐等为一体的

视频新形式袁激发学生的表达和创作欲望袁加深他们

对课程内容的理解遥 比如袁笔者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访学期间袁选修了一门面向本科生开设的野技术尧社会

和学习文化冶课程袁该课程要求学生在阅读完叶颠覆课

堂曳渊 冤一书后袁以富有创造力和吸引力

的方式把书中的核心概念用一个 4~8分钟的视频论

文呈现出来遥 [15]

二是可以很好地与学科课程中的项目式学习和

探究式学习相结合袁作为主题探究学习成果可视化表

达的新方式遥 视频论文研究的问题和选题具有开放

性袁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中袁还可以是真实世界中各种

契合学生兴趣的有意义实践遥 比如袁小学生制作陶瓷

的体验活动袁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制作关于陶

瓷过程尧发展历程尧制作体验等方面的视频论文遥视频

论文创作涉及脚本设计尧视频拍摄尧资料收集尧图形图

像处理尧编辑合成尧美工等多方面的信息技术能力袁学

科课程教师和信息技术课程教师可以通力合作袁设计

适合的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课程学习任务袁促进信息

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袁提升学生用技术支持学习和

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遥比如袁与历史课程结合袁在完

成一份有关某个历史事件的考察后袁学习用视频技术

来表达自己的研究观点遥

三是将正式论文中的学术观点用富有艺术性和

科学性的视频方式呈现出来袁是一种创新型的论文表

达方式遥例如袁美国学术界有一项举办多年的野舞出你

的博士论文冶竞赛项目遥 它要求参赛的博士们通过解

释性舞蹈渊Interpretive Dance袁舞蹈风格的一种袁它着

力将特定的感觉和情感尧人所处环境尧情境和幻想转

变成动作和戏剧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冤创作兼具娱乐性

和科学性的视频来表达他们的研究遥这种集舞蹈创作

表演和科学研究娱乐表达的视频论文很好地充当了

一座连接专业与非专业世界的桥梁袁帮助人们更好地

理解抽象的科学研究遥 [19]

四是在某些机构的人员录取考试中整合应用遥比

如袁某些大学在新生录取申请材料中袁除了要求学生

提交研究计划尧相关成绩材料外袁还要求拍摄视频论

文遥学生需要通过视频展示自己袁回答相关问题遥美国

的古彻学院渊Goucher College冤的人文学院甚至以视频

论文申请来代替传统的申请袁 相比一纸成绩单来说袁

视频论文可以帮助学校更好地了解学生袁同时袁也向

学生提供一个更好地展现和表达自己的方式遥 [20]

渊二冤用视频表达和创制理论院应对教育视频图像

的研究转向

除了以上四种途径之外袁视频论文的教育应用还

存在多种可能遥未来袁视频论文和文字论文一样袁将成

为另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我们要看

到教育视频图像研究转向的发生袁看到视频论文在教

育理论知识表达和创制教育理论上的潜能遥

传统上袁教育中的视频图像常常被看作服务教与

学的野工具和媒介冶袁很少意识到它作为野人类的一种

思考视角和理解方式冶遥 我们习惯于教学生用口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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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媒介来写作和表达思想袁却很少会想到视频图像

的可视化表达方式遥而实际上袁视频这种创造性的表达

方式袁较之语言和文字媒介更加适合表达情境依赖野内

隐知识冶野情境性知识冶和野动态知识冶袁也超越了语言文

字表达的静态思维遥 随着教育视频应用的日渐丰富以

及人们对其应用理解的逐渐深入袁 当代教育研究正发

生着野视频图像的转向冶袁即从传统的教育视频的野工具

取向冶转向野理论取向冶袁关注视频在理论和学术生产中

的作用遥 教育学表达方式尧修辞方式或写作方式袁也将

随之从基于文字语言的表达袁 转向基于文字语言尧视

频图像语言交融式的表达遥 [21]而逐渐应用于课程教学

中的视频论文正在改变我们的写作方式袁也正在改变

我们关于写作的概念遥 [6]它不仅对观看论文的人袁更对

视频论文的实践者有着重要的教育潜能遥 [22]

未来袁 我们还需要挖掘教育视频的更多潜能袁去

思考和探索视频论文表达尧视频图像分析和视频研究

三者在教育理论表达和创制中的融合袁甚至去发展形

成一种李政涛教授提出的野教育视频与图像学冶遥也正

如他所言袁野置身于视频与图像世界的我们袁谁不能用

视频与图像来表达自身袁就对不起这个时代袁谁不能

用视频与图像来发展理论尧创制理论袁同样也辜负了

这个时代遥 冶[21]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在大学师范类专业课

程中袁探索应用基于视频论文创作的深度学习袁这不

失为一条培养未来教师具备视频表达和创制教育理

论的意识和能力的可行途径袁也是对视频图像研究转

向的一种积极应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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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Learning Based on Video Essay: An Explor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BYOD Environment

YANG Nanchang1, LI Jia2

(1.Elementary Education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2.Shiqi Middle School,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02)

[Abstract] Video has been used in curriculum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adv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Nowadays, micro courses and MOOCs are so popular that video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seems to be in its

climax. However, most of those videos are made by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Today, video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how to change the thinking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make students become the video producers to explore the deep learning based on video creation is a new

topic of video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Video essay is such a new learning style. According to a two-year

university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ideo essays in the

curriculum can motivate learners to participate in challenging task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develop their

deep learning capabilities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At present, education studies

are moving towards video images. In the future, video essay, together with video image analysis and video

research, will play a greater potential in theoretical expression and creation in education. Therefore,

training future teachers to use video expression is a positive attempt and response to that change.

[Keywords] Video Essay; Deep Learning; Video Expression; Learning Mode; BY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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