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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的学习空间观：联通与融合

李 爽袁 鲍婷婷袁 王 双

渊北京师范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中心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野互联网+教育冶引发了教育范式的结构性变革袁传统学习空间已难以承载和支撑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模式袁

学习空间的变革势在必行遥文章首先对学习空间术语的由来及其内涵进行梳理袁并回顾了教育发展史中学习空间以及相应

教学范式的演变过程遥 之后袁文章分析了新学习空间观产生的动因袁提出野互联网+教育冶的新学习空间观袁指出新学习空间

建立在物质尧社会和精神三元辩证的空间认识论基础上袁学习空间与教学活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袁并分析和讨论了新学习

空间在物质尧社会和精神三层空间中都呈现出联通与融合的特征遥文章最后基于新学习空间观的三层空间维度对当下具有

新学习空间特征的教学创新进行梳理与归纳遥 期望文章为认识和推进野互联网+教育冶学习空间变革提供依据遥

[关键词] 互联网+教育曰 学习空间曰 空间观曰 三元辩证空间认识论曰 空间生产曰 融合曰 联通曰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爽渊1978要冤袁女袁河南新乡人遥副教授袁博士袁主要从事在线学习与教学研究遥E-mail院lilybnu@bnu.edu.cn遥

DOI:10.13811/j.cnki.eer.2020.02.004 理 论 探 讨

基金项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重点课题野耶互联网+爷时代的教育改革与创新管理研究冶渊课题编号院71834002冤曰中国教

育学会野十三五冶教育科研规划 2016年度重点课题野耶互联网+爷新课标背景下教学范式创新的评价研究冶渊课题编号院1601110621A冤

一尧引 言

学习空间是教与学发生的载体与支撑遥 野互联

网+冶时代袁随着各国教育改革进程的推进袁传统学习

空间逐渐变为新理念引领下教学创新与变革的束缚袁

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学习空间能否承载当前和未来教

与学的创新遥 与此同时袁移动技术尧物联网尧沉浸式技

术尧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学习空间的拓展和创新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遥 在此背景下袁重构学习空间

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遥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

的叶地平线报告曳袁自 2015年起连续 5年预测学习空

间的设计与重构是教育改革的趋势遥新学习空间的设

计评估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遥美国高校教育信息化

协会学习促进项目设计开发的野学习空间评估体系冶[1]

和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开发的叶学习空间指南曳[2]

都为新学习空间设计与评估提供了框架与方法遥 今

年袁2019 DECIGNS全球教育空间设计者大会在上海

召开袁国内外知名教育空间设计师尧管理者和研究者

汇聚一堂袁探讨新教育空间的设计与发展遥

学习空间重构也是我国野互联网+教育冶变革的热

点之一袁智慧课堂尧未来教室尧未来学校等新型学习空

间形态的探索都是空间创新与重构的有益尝试遥 这些

探索推动着人们学习空间观的转变遥 学习空间观是支

撑学习空间进行系统重构尧顺应野互联网+教育冶变革趋

势的认识论基础遥 为此袁本文将对野互联网+教育冶学习

空间观进行探索袁以期为学习空间的重构提供依据遥

二尧学习空间的内涵与教学范式的转变

渊一冤空间与学习空间的内涵

空间最初的含义是指物理学尧几何学尧地理学意

义上物质层面的空间概念袁坐标尧位置尧距离等构成空

间的基本范式[3]遥 叶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曳对野Space冶

的释义包括 野空白区域冶野用于特定目的的场所冶野太

空冶野宽敞的地方冶等多种不同的解释遥同时袁空间是与

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客观存在形式袁两者密不可分遥

野Learning Space冶概念出现于 20世纪 60 年代[4]遥

早期学习空间的研究主要是对勒温渊Kurt Lewin冤场动

力理论的回应遥勒温认为袁野为了理解或预测行为袁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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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把人及其环境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因素的集合冶[5]袁

这些依存因素的整体被定义为野场冶遥 使用野学习空间冶

指代学习场所袁是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后[6]遥 在这之

前袁受野以教师为中心冶教学理念的影响袁人们通常以

野教室冶来指代学习场所遥随着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技术

的发展袁学习空间常用来指代体现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

教学理念和现代学习理论的学习场所[7-8]遥除了将学习

空间定义为学习场所袁也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学习活

动依存的场域[9]遥两种定义体现两种不同的空间观遥前

者关注空间的物质属性袁后者受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

场域理论的影响袁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遥 不同的学习

空间塑造不同的教与学行为[2]袁学习空间的变迁往往

伴随着学习范式的演变[10]遥

渊二冤学习空间的演变

1. 原始社会的学习空间

原始社会的学习空间是知识生产的空间遥原始社

会的学习发生在 野田野冶袁 学习活动夹杂在生活情境

中袁 学习的内容通常为生存技能与生活能力的训练袁

如狩猎尧食物采集尧工具制造等[9]袁学习者通过观摩尧实

操尧沿用等方式进行学习袁学习空间与生活空间处于

同构尧共生的状态袁人们没有意识要将学习空间归置

为某种异质状态的空间样式[11]遥

2. 古代社会的学习空间

古代社会的学习空间是知识传播的空间遥随着社

会生产力的提高袁社会分工逐渐明显袁学习活动也开

始脱离生产活动袁学习空间与生活空间出现较大的边

界袁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系统袁主要表现在场所相

对固定袁可长期服务于学习活动的开展袁以私塾尧书院

为代表遥 但是袁学习空间的设计主要服务于某种学习

活动的开展袁而未考虑多种学习活动的特点院如中国

的野辟雍冶这一教室建筑袁只体现出其作为礼制场所所

需要的教化功能[9]遥 古代社会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讲

学尧藏书尧祭祀等袁具有浓厚的家族或宗教色彩袁只发

生在少数群体中袁而教学方式通常以教师讲授为主遥

3. 现代社会的学习空间

现代社会的学习空间虽然是知识传播的空间袁但

传播的速度大大提升遥 工业革命时期袁为满足工业生

产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袁 学校形态的学习空间出现袁学

习空间也开始转向标准化与统一化袁知识的传播不再

是个体层面的自主活动袁 而属于集体层面的教育活

动袁班级授课制成为典型的教学组织形式遥 学习目标

与学习内容由权威者掌控袁 学习者的话语权被剥夺袁

标准化的野样板间冶使得快速培养大量社会所需人才

成为可能遥随着多媒体计算机尧电子书包尧交互式电子

白板等技术的发展袁教室的空间布局和功能进一步得

到拓展袁知识的传播速率大大提升袁传播方式不断丰

富袁教学方式开始由以野教冶为中心的讲授逐步转向以

野学冶为中心的探究式学习尧协作学习遥

4. 网络时代的学习空间

网络时代的学习空间加速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

过程袁 以开放互联为显著特征袁 典型的教学实践如

MOOC尧SPOC尧cMOOC尧在线学习社区等遥 网络虚拟学

习空间促进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同时发生袁人类的经

验可以不必符号化就直接分享和传播袁越来越多的非

知识精英阶层通过网络分享了大量经验和智慧遥知识

不再只是书本中的原理性知识袁而可以广泛地理解为

信息尧经验尧理解尧技能尧价值观尧态度等曰每个人都可

以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与传播者袁更强调学生的自主学

习尧个性化学习尧探究式学习尧协作学习等曰学习者是

学习内容的创造者袁而不是在被动式尧灌输式学习中

成为学习内容的消费者[9]遥 虚拟学习空间与物理学习

空间相结合给学习空间带来了新场景遥学习者可借助

计算机尧平板电脑尧智能手机等工具袁自主确定学习进

程尧选择课程内容尧诊断学习效果袁从而实现个性化尧

自适应的学习遥 学习空间也由现代标准化的野学习工

厂冶 回归到了重视学习者风格的个性化学习空间袁有

利于学习者学会学习和实践创新袁同时袁有助于泛在

学习尧终身学习的实现遥

5. 智能时代的学习空间

智能时代的学习空间以数据为驱动袁进而感知学

习场景尧识别学习者特征袁并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遥许

亚峰等人提出袁智能学习空间包括基础支撑层尧智能

技术层和智能服务层三层架构[12]遥 黄荣怀等人提出袁

智慧学习环境包含学习空间尧信息技术和教学法三个

构成维度[13]遥 智能学习空间包括智能化物理学习空间

与智能化虚拟学习空间遥智慧教室就是一种智能化物

理学习空间遥 此外袁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仿真情

境与实体学习空间融合袁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复合学习

空间要要要虚拟现实学习空间[14]袁包括虚拟实验室尧虚

拟博物馆尧虚实混合学习环境等袁其教学方式以情境

体验尧模拟训练尧游戏化学习为代表袁以自主学习尧问

题解决尧协同知识构建等为主要学习方式遥同时袁学习

者可以在智能虚拟教师尧智能学伴的协助下开展泛在

学习与个性化学习[15]遥

三尧野互联网+教育冶的新学习空间观

渊一冤新学习空间观产生的动因

1. 技术发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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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各种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刷新人

们对学习空间物质属性的认知袁 是学习空间拓展尧创

造与重塑强有力的技术驱动遥 潘云鹤院士指出袁人类

的空间已经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拓展到三维空间袁

即物理空间尧信息空间与社会空间[16]遥 而在教育情境

中袁一方面袁各种虚拟空间已成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空

间构成曰另一方面袁各类学习空间之间不再相互孤立袁

通信技术与交互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类学习空间的

联通与转换遥这些虚拟学习空间既包括各种在线学习

平台和个人虚拟学习空间袁也包括虚拟现实尧增强现

实等技术创造的各种模拟真实世界的交互式认知情

境遥

2. 知识观转变

传统知识观将知识看作是客观的尧抽象的尧静态

的尧普适性的袁是对人类生产活动长期的经验与成果

提炼与精加工而形成的人类智慧的结晶遥这种知识观

对近现代教育体系和学习观产生了深远影响遥随着网

络时代的到来袁生产者的生产经验与成果不必经过其

他人群的加工与传播就可以快速地在网络中分享遥人

们对知识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

出袁 知识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尧

理解尧技能尧价值观和态度[17]遥 在此背景下袁陈丽等人

提出回归论知识观袁指出在野互联网+冶时代袁知识从传

统的精加工的符号化信息向全部人类智慧回归袁知识

生产主体从少数知识分子转变为全人类袁知识具有海

量尧综合性尧动态生成尧境域化尧生产即传播尧强进化力

等特征[18]遥 知识观的转变是推动学习空间转变的内在

动因遥传统学校教育空间和教室已经难以承载新知识

观下的学习活动袁新的学习空间需要支撑学生联通和

建构广泛知识空间中的知识袁以及知识的创造遥

3. 育人目标转变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人才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袁体

现在育人目标的转变遥 工业时代袁教育强调对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曰信息时代袁教育则强调以信息

技能与综合素养的数字公民培养为核心[19]遥 美国联邦

教育部于 2007年制定叶21世纪技能框架曳袁将学习与

创新技能尧生活与职业技能尧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等

能力作为 21世纪关键技能[20]遥 2016年袁我国发布叶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曳袁 以培养包括文化基

础尧自主发展尧社会参与三大素养的野全面发展的人冶

为核心 [21]遥 综上所述袁育人目标正在从基本知识和技

能向高阶思维尧关键能力尧核心素养和人的全面发展

转变袁传统的以知识传递为中心的学习空间难以支撑

新育人目标的实现袁变革势在必行遥

渊二冤新学习空间观

空间观是指采用空间范畴认识和思考周围世界袁

使用空间架构来描述和表达观点[5]袁具备科学的空间

观是理解教育现象和活动的前提遥新学习空间观是在

新技术环境下袁建立在回归知识观基础上袁从新时期

人才培养需求出发袁对野互联网+冶时代学习空间本质尧

构成和特征的重新反思遥

1. 三元辩证的空间认识论

人类最初对空间的认识更关注空间的物质属性遥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空间看作是一种容纳物体的容

器袁空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袁物理性是其本质属性[8]遥

之后袁莱布尼兹尧康德等人则开始将空间概念去实体

化袁前者将空间看作是数学上的共有关系袁后者将空

间看作是一种先验性的东西[22]遥 齐美尔洞察到空间在

社会交往中被赋予了意义袁开启了对空间进行社会学

研究的先河[9]遥 20世纪中期袁社会科学领域启动的野空

间转向冶为认识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所处的空间概念赋

予了更丰富的内涵袁空间被看作是物质性尧社会性和

精神性的统一体袁强调社会生产活动的物质空间与社

会关系和秩序尧个体主观感知与体验的辩证统一[3]遥列

斐伏尔在其社会空间生产理论中指出袁空间是由空间

实践尧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三个层次构成的辩证

统一袁分别对应空间的物质尧社会和精神属性[3]遥 这种

三元辩证的空间观是对将空间看作是物质和精神二

元对立的空间认识论的发展遥

三元辩证的空间认识论是新学习空间观的认识

论基础遥对学习空间的认识袁也需要同时从物质尧社会

和精神三个属性来进行遥物质空间是教与学活动的载

体尧场所与物质条件曰社会空间是教与学活动开展所

依赖并不断生成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空间曰精神空间

是个体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中通过实际学习体验

和整体感受所主观构建生成的自我反思和对话空间遥

三层空间相互依存并相互作用遥学习空间并不是静止

的尧僵化的尧刻板的尧非辩证的袁而是动态的尧生成的尧

灵活的尧辩证的遥

2. 学习空间与教学活动的辩证统一

海德格尔认为袁 空间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

的袁而是在人类个体的行为中被发现和建构的[22]遥 列

斐伏尔论述了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空间与人类生产行

为之间的辩证关系[23]袁提出空间生产隐含了空间中的

生产与生产的空间两层含义袁指出空间与空间中的生

产活动并不是相互独立尧彼此分离的关系袁而是相互

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遥 一方面袁空间生产

活动造就了社会空间袁为建构新社会空间奠定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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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维度

学习空间类型
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 精神空间

传统学习空间

时空限制

功能单一

僵化刻板

以教室为中心

以教师为中心

主客观的师生关系

权威与服从

管理与遵守

基于知识传递体验来构筑

缺乏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经验

野互联网+教育冶学习空间

时空融合

虚实融合

智能灵活

分布式

去中心化

社会联通

动态演变的网络化关系

以人为本

民主协商

基于融合知识生产尧传播尧应用的丰富

体验来构筑

具有认识自我与世界的丰富经验

基础曰另一方面袁社会空间的生产及其变化又深刻影

响空间中的生产袁 包括物质性构成的空间重置与重

组袁也包括社会关系和观念意识的改变与形成遥 学习

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空间袁它与空间中的教

学活动同样存在这样的辩证统一关系遥 一方面袁学习

空间承载尧支撑和服务于教学活动袁作为教学要素参

与教与学活动的开展袁影响着教学的结构尧方式尧过程

与结果曰另一方面袁教与学活动本身也在不断造就学

习空间袁为学习空间的发展尧演变与重构奠定基础遥

3. 学习空间的联通与融合

随着野互联网+教育冶变革的深入袁一方面袁技术的

发展在推动学习空间物质形态的发展和演变曰 另一方

面袁新教育理念推动着人们对教学中社会关系尧教学秩

序尧学习体验的反思与变革袁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袁从

而推动着学习空间结构性的变革与重构袁 呈现出一种

后现代化的转向袁与传统学习空间相比袁在物质尧社会

和精神三个空间层面体现出联通与融合的显著特征袁

见表 1遥

渊1冤虚实融合尧时空融合的分布式智能环境

哈维在其社会空间理论中指出袁随着社会生活加

速与科技进步袁 会出现时空修复与时空压缩的现象遥

时空压缩是在科技的支撑下袁社会空间的距离日益缩

小袁社会时间的花费也逐渐缩小曰时空修复是指社会

时间可以创造新的社会空间袁而社会空间形态的改变

也会为发展赢得更多社会时间[24]遥 在野互联网+教育冶

这场技术驱动的系统变革中袁学习时空同样出现了时

空压缩与时空修复的现象[25]袁以教室为中心的学习空

间格局逐渐消解袁 学习空间的物质形态呈现出分布

式尧时空融合尧虚实融合尧智能灵活的特征遥

互联网技术尧移动技术尧物联网技术尧沉浸式技

术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情境感知等技术的教育应用袁将

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真实世界的物理空间尧学校教育空

间和个人学习空间便捷地联通起来袁创造出可以支持

学生灵活获取知识尧讨论协作尧体验探究尧建构和创造

的虚拟学习空间袁并根据教学和学习的需求实现了这

些多元的分布式空间的无缝连接尧灵活构建与有机融

合袁推动了学习空间物质形态的转变遥 空间的联通与

融合袁有效支持了原本物理性分散的各类学习经验和

资源的汇聚与连接袁缩短了知识建构与应用尧知识生

产与传播尧知识创造与演化的空间距离袁减少了时间

花费遥 对于新型的学习空间物理形态而言袁数据成为

空间进行有效联通与有机融合以服务教学的基础袁也

是提升时空拓展后教与学效率和效果的基础遥正是在

各类空间数据联通尧汇聚与加工的基础上袁野互联网+冶

时代的学习空间才能实现智能灵活的联通与重组袁更

好地服务于以人为本尧开放民主尧动态生成的教学关

系尧教学秩序与教学活动遥

渊2冤社会联通尧以人为本的教学关系与秩序

根据社会空间生产理论袁 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

系袁空间生产不仅需要社会关系和秩序的支撑袁而且

同时也在生产社会关系和秩序[3]遥 物理学习空间的拓

展尧 分布与智能联通支撑并推进学习社会空间的转

变遥 多元空间在联通的同时袁也丰富了学生获得知识

的渠道袁将分布在不同时空中的知识联通起来袁教师

作为知识权威的角色被消解袁学生根据学习需求与分

布在各类学习空间中的知识生产者或传播者建立动

态联系袁他们既可能是专业人员尧管理者或其他学习

者袁也可能是智能代理袁这些与学习问题相关的人群

或智能代理与学习者共同形成一个不断动态演变的

知识网络袁而教师只是其中一个网络节点遥

传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主客观认知关系尧权威与

服从关系尧传播与接受关系袁在新学习空间中转变为

一种社会联通尧去中心化尧多元文化尧民主开放尧动态

变化的社会关系网络遥 新社会关系网络中袁逐渐形成

并建立起一种以人为本尧共享尧平等尧互惠尧开放尧民

主尧协商的秩序与文化袁规则与机制理解和关照人性

表 1 野互联网+教育冶学习空间与传统学习空间的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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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求尧尊重每个个体的需求和差异尧服务于每个个

体的全面发展遥 在新的学习社会空间中袁教学活动体

现了与互联网思维相一致的人本思维尧 关系思维尧开

放思维尧生成性思维[26]遥 学习经常以一种主动的自组

织的形式开展袁 且从个体学习转变为一种群体学习尧

社会建构或协同创造遥

渊3冤融合知识生产尧传播尧应用体验的精神空间

学习也是知识的加工与生产活动袁学习空间应能

够支撑学生在知识加工与生产活动中更好地认识世

界和自我袁建构学生认知自我和世界的精神空间遥 然

而袁 现代学校教育追求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效

率袁大多数学习空间主要服务于知识的传播袁将知识

与知识生产空间进行人为地剥离遥学生在这种去情境

化尧单调的学习活动和学习空间中难以获得丰富的认

知体验和情感体验袁总是以一种离场的状态来认识和

建构抽象的知识袁难以在学习活动中体验知识的生产

过程与生产空间袁进而难以构建丰富的精神空间遥

野互联网+冶时代袁学习空间在新教育理念的引领

下尧在技术的赋能下袁能够支撑和承载更加丰富的学

习体验袁突破时空局限袁联通真实世界的各种自然与

社会空间袁创造虚拟认知与生产空间袁为学生构建出

一个可以根据学习需求自由伸缩延展尧 动态演变尧情

境化的学习体验空间遥学生在这样的学习空间中获得

了知识生产的在场体验和直接经验袁能够体验融合知

识传播尧知识建构尧知识应用尧知识生产与创造尧知识

发展演进的丰富活动袁帮助学生发现和建构各类知识

生产活动中的空间袁获得更多促进自我反思与对话的

经验袁构建认知自我与世界以及情感依存的更丰富的

精神空间遥

四尧新学习空间支撑下的教学创新

基于新学习空间观对当前不断涌现的具有新学

习空间特征的教学创新进行审视袁发现各种创新的学

习空间分别在物质空间尧社会空间和体验空间上呈现

出联通与融合的特征遥

渊一冤新物质空间支撑下的教学创新

被互联网时代技术赋能的新型物质学习空间突

破了时空对教与学的束缚袁推动教学在一种可被灵活

压缩延展尧虚实融合的教学时空中进行要素重组和流

程再造袁从而形成一系列教学创新模式袁如翻转课堂

教学尧基于虚拟实验室的科学探究教学尧在线研讨式

教学尧基于线上互动工具与移动终端设备的高效互动

式课堂教学尧整合增强现实技术的自然交互游戏式教

学[27]尧支持异地师生实时音视频互动的一对一辅导或

小班直播教学等遥

此外袁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物质空间袁可以更加智能

灵活地实现空间布局与重构袁 支撑多种学习模式的开

展遥智能灵活的学习空间不仅能够自动记录学习过程袁

智能测评和分析学习成果袁支持教师高效精准教学袁促

进学习者有效学习[28]袁而且可以感知学习情境袁智能联

通和融合多元虚实学习空间与资源袁 给学生带来沉浸

式学习体验袁帮助学生构筑与丰富学习经验曰并根据多

模态数据和过程性数据识别学生特征与学习风格袁向

学生推荐个性化学习内容尧学习路径尧资源工具等遥

渊二冤新社会空间支撑下的教学创新

具有互联网思维特征的社会学习空间促进了各

类社会教育资源的联通尧汇聚与整合袁涌现出一系列

通过空间联通融合尧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尧创新教学组

织与服务模式尧 变革教学关系与学习方式的教学创

新遥 例如院北京四中网校构建基于直播课堂的双师模

式袁 让四中网校教师与当地教师分别负责授课与辅

导袁有效地解决贫困地区师资薄弱的问题曰北京师范

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野智慧学伴冶双师系

统袁汇聚北京地区优秀师资袁基于学习智能诊断袁向学

生推荐辅导教师袁提供个性化实时在线辅导[28]曰松鼠

AI利用 AI智能教师与在线真人教师协同并进袁为学

习者提供个性化尧精准的学习路径与辅导曰北京师范

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开设了国内第一门 cMOOC课

程袁采用联通主义学习模式袁基于主题式的教育热点

问题推动多角色学习者之间联通尧共享尧讨论与社会

建构袁突出体现了新学习社会空间的特征遥

渊三冤新体验空间支撑下的教学创新

第三类教学创新突出表现为通过给学生提供情

境化的尧在场的尧社会性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构筑认

识世界和自我的丰富精神空间袁是一种新体验空间支

撑下的教学创新遥STEM/STEAM教育尧创客教育尧项目

式学习尧现象教学尧场景式教学等都是这类创新的代

表袁以知识发现尧建构与创造为主袁要么整合了真实的

自然或社会空间袁要么是配置融合了各种认知和创造

工具且以问题为中心的探究空间遥这些体验空间都试

图呈现真实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袁隐含了多种原始

形态的知识遥 学生以问题或任务驱动袁在问题解决和

任务实施的过程中与空间发生互动袁 发现和建构知

识袁应用和创造知识袁通过对话与反思袁建构起能够深

入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精神空间遥

五尧结 语

野互联网+教育冶的系统变革需要新教育和学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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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支撑袁学习空间的重构势在必行遥然而袁空间重构

需要先进科学的空间观引导袁否则将可能只是在技术

赋能下对空间的表面改造或在空间变革中失去方向遥

本文在社会空间理论基础上对野互联网+教育冶学习空

间观进行探索袁提出新时期学习空间观应建立在三元

辩证的空间认识论基础上袁学习空间与教学活动正如

空间与空间中的生产一样具有辩证统一关系袁新时期

的学习空间在物质尧社会和精神三层空间建构中都体

现出联通与融合的特征袁表现为时空尧虚拟与现实尧人

与技术尧社会关系尧文化尧知识生产与传播尧学习体验等

多方面的联通与融合遥学习空间的变革支撑并推动了教

育与社会的联通与融合袁支撑了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新型

学习生态环境逐渐形成遥未来需要更多的对新学习空间

理论与设计的研究袁以及基于新学习空间的教学探索遥

[参考文献]

[1] EDUCAUSE.Learning space rating system [EB/OL]. [2019 -11 -20].https院//www.educause.edu/eli/initiatives/learning -space -rating -

system.

[2] JISC.Learning space[EB/OL].[2019-11-18].https院//www.jisc.ac.uk/guides/learning-spaces.

[3] 付强袁辛晓玲.空间社会学视域下的学校教学空间生产[J].山东社会科学袁2019渊4冤院74-79.

[4] 杜威.学校与社会院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袁任钟印袁吴志宏袁译.北京院人民教育出版社袁1994院261-263.

[5] LEWIN K.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M].New York院Harper and Brother Publishers袁1951院239-240.

[6] 许亚锋袁尹晗袁张际平.学习空间院概念内涵尧研究现状与实践进展[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袁2015渊3冤院82-94袁112.

[7] 崔璐.野课堂革命冶与学习空间管理变革[J].教育探索袁2018渊5冤院10-15.

[8] 胡化凯袁林祯祺.亚里士多德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J].力学与实践袁2006渊5冤院92-94.

[9] 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J].江苏社会科学袁2009渊1冤院27-33.

[10] 沈书生.学习空间的变迁与学习范式的转型[J].电化教育研究袁2018渊8冤院59-63.

[11] 程波.教室空间的教育意蕴考察要要要基于知识转型的视角[D].桂林院广西师范大学袁2013.

[12] 许亚锋袁陈卫东袁李锦昌.论空间范式的变迁院从教学空间到学习空间[J].电化教育研究袁2015袁36渊11冤院20-25袁32.

[13] 黄荣怀袁周伟袁杜静袁孙飞鹏袁王欢欢袁曾海军袁刘德建.面向智能教育的三个基本计算问题[J].开放教育研究袁2019袁25渊5冤院11-22.

[14] 孙志伟袁李小平袁张琳袁姜丽萍袁毛旭.虚拟现实技术下的学习空间扩展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袁2019袁40渊7冤院76-83.

[15] 贺相春袁郭绍青袁张进良袁李泽林.智能化学习空间渊学习空间 V4.0冤与学校教育变革要要要网络学习空间内涵与学校教育发展研

究之六[J].电化教育研究袁2017袁38渊7冤院38-42袁50.

[16] 潘云鹤.人工智能 2.0与教育的发展[J].中国远程教育袁2018渊5冤院5-8.

[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院向野全球共同利益冶的理念转变钥 [M].北京院教育科学出版社袁2017.

[18] 陈丽袁逯行袁郑勤华.野互联网+教育冶的知识观院知识回归与知识进化[J].中国远程教育袁2019渊7冤院10-18袁92.

[19] 黄荣怀袁刘德建袁刘晓琳袁徐晶晶.互联网促进教育变革的基本格局[J].中国电化教育 2017渊1冤院7-16.

[20] 张淑萍袁范国睿.以数字故事促进学生 21世纪技能发展要要要基于对芬兰野数字故事冶研究的分析[J].开放教育研究袁2015渊6冤院53-61.

[21]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中国教育学刊袁2016渊10冤院1-3.

[22] 孙福万.远程教育的空间观要要要从人类学的观点看[J].现代教育技术袁2005渊2冤院25-28.

[23] LEFEBVRE H.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M].Paris院Anthropos袁2000.

[24] 王晓磊.社会空间论[M].北京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2014院104-120.

[25] 赵瑞军袁陈向东.空间转向中的场所感院面向未来的学习空间研究新视角[J].远程教育杂志袁2019袁37渊5冤院95-103.

[26] 张广君.野互联网+教学冶的融合与超越[J].教育研究袁2016袁37渊6冤院12-14.

[27] 蔡苏袁杨阳袁常珺婷袁朱高侠.自然交互环境训练自闭症儿童动作和认知能力要要要增强现实渊AR冤在 K-12教育的实证案例之八

[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袁2018渊Z2冤院150-152.

[28] 陈玲袁余胜泉袁杨丹.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模式的新探索要要要野双师服务冶实施路径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袁2017渊7冤院2-8.

30



2020年第 2期渊总第 322期冤

development of quality of teacher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t

a high level. Meanwhi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from five aspects: main bod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 content, process and evalu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tre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innovativ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the service of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driven

by big data is carried out.

[Keywords] Internet +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mun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渊上接第 16页冤

View of Learning Space of "Internet + Education": Connectivity and Integration

LI Shuang, BAO Tingting, WANG Shuang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ternet + Education" has triggered a structural change of educational paradigm袁an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space to bear and support the new concepts and model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o, the reform of learning space is imperative. This paper firstly sorts out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of learning space, and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learning space an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paradigm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oncept of learning space, and proposes a new concept of "Internet + Education". Meanwhil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new learning space is based on the spatial epistemology of material, social and spiritual ternary

dialectics, and the learning space has a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with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at the new learning spa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nectivity and

integration in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spiritual space. Finally, based on the three spatial dimensions of the

new learning space,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innovatio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learning space.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learning space of "Internet +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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