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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教育应如何转型？

王 竹 立

渊中山大学 教师发展中心袁 广东 广州 510275冤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教育带来深远影响袁我国即将率先进入野后疫情时代冶遥 今天教育遭遇了三大野认

知门槛冶遥 后疫情时代对教育教学带来诸多挑战袁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袁教育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再一次凸显遥 未来袁

学校教育应从教学生读书为主向读野网冶为主转变袁从传授硬知识为主向师生共同建构软知识为主转变曰教育评价应从

学习输入评价为主向学习输出评价为主转变曰教学管理应从刚性管理尧层级化管理向弹性管理尧扁平化管理转变遥 应着

手探索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教育教学体系袁这个新型的教育教学体系可考虑以在线教育企业尧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三

方联盟的形式构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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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按预期那样发展下去袁这篇文章正式发

表的时候袁 应该已经进入了本文提出的 野后疫情时

代冶遥

所谓野后疫情时代冶袁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中的疫

情完全消失尧一切恢复如前的状况袁而是疫情时起时

伏袁随时都可能小规模暴发袁从外国外地回流以及季

节性发作袁而且迁延较长时间袁对各方面都产生深远

影响的时代遥 就像一个人大病初愈袁不可能还像没病

之前一模一样袁而是发生了很多生理尧心理乃至行为

方面的改变遥简单来说袁就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袁

教育尤其如此遥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遥想想目前国内还不时有零

星确诊的新病例袁 再想想世界多国开始的爆发性流

行袁而且还未采取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袁从国外回流到

国内的病例时有报道袁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遥

对学校教育而言袁后疫情时代可从各级各类学校

正式恢复学生大规模返校尧开展面授时算起遥 从那天

开始袁学校教育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遥

本文就是因应时代发生的新变化袁围绕后疫情时

代教育转型问题所做的前瞻性思考袁以期引起各方的

重视和讨论遥

一尧人类遇到野认知门槛冶

美国学者丽贝卡窑D.科斯塔在叶守夜人的钟声院我

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曳一书中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

点院野我们发现当人们积极地追求知识和信仰时袁文明

会繁盛一时遥正如玛雅尧罗马和高棉文明所经历的袁盛

世出现于文明发展早期袁那时候人口增长尧经济繁荣袁

而且人们有能力控制自然环境渊我们之前对这一点并

不了解冤遥然后袁社会制度尧政府尧礼仪以及一个文明需

要解决的问题日益复杂袁社会发展到了顶点遥 进化了

几百万年的左右脑的问题解决方法不管用了遥问题的

复杂性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人脑的生物能力 渊以

前袁我们从未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冤遥人脑进化的缓慢速

度和复杂性的快速发展之间的差异被称为 耶认知门

槛爷遥有史以来的每个文明都遭遇过认知门槛袁而且一

旦撞上认知门槛袁文明就开始走向衰落渊这一点袁之前

也是闻所未闻冤遥 冶[1]

书中提到历史上导致人类文明崩溃的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大规模传染病遥这和我们当下碰到的情况何

其相似浴 当然袁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本次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流行就会导致文明的衰落袁但人类面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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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的大规模传染病时袁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遇到了

野认知门槛冶遥 这只要回顾一下该病爆发以来袁我国和

世界多国初期对疫情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评估一再

发生失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遥

二尧教育也遭遇三大野认知门槛冶

这次疫情袁教育可以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遥 相关

各方围绕疫情对教育的影响的判断袁常常跟不上情况

变化的速度遥 开学时间一再延后袁学校尧教师尧家长一

起焦虑遥 教育部虽然发出了野停课不停学冶的号召袁但

对到底如何开展在线教育缺少经验和预案袁发出的通

知一再修改遥 有些学校响应号召开启了在线教学袁有

些学校则毫无准备袁束手无策袁只能按兵不动遥

开展了在线教学的学校遇到诸多问题尧状况迭出袁

一窝蜂网络直播导致网络崩溃尧平台瘫痪尧故障频发尧

各方吐槽曰按兵不动的学校表面镇定袁内心着急遥 万一

疫情反复怎么办袁万一还有下一次怎么办袁等到一切都

尘埃落定袁一个学期的时间可能已经接近过半袁剩下的

时间如何保障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钥 所有问题归根结

底袁都是因为人类对信息时代特征尧互联网教育规律认

识不足袁教育转型不到位袁教育变革速度跟不上时代发

展速度袁教育也遇到了野认知门槛冶所致遥

这些野认知门槛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院

一是教学管理层面遥一些学校要求进行在线教学

前要像以往日常教学一样袁先由教务部门做好周密的

计划和安排袁所有的课程尧所有的教师要么一起上袁要

么都不上遥 结果这样的计划和安排迟迟难以做出袁因

为不同的课程性质不一尧前期开展线上教学的基础不

一尧教师在线教学经验差别很大袁很难做出大而全尧一

刀切的计划和安排袁最后不了了之袁错过了开展在线

教学的最佳时机遥 这就好比已经短兵相接了袁指挥员

还在要求大家先排兵布阵尧站好队形袁不失败才怪遥这

实际上反映了学校管理层对在线教育特点和规律认

知不足袁试图用工业时代的教育思维去应对互联网时

代的教育挑战遥 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有三大特点院统

一化尧集中化尧标准化遥 统一化表现在统一招生尧统一

安排尧统一进度曰集中化表现在集中授课尧集中管理尧

由上至下曰标准化表现在标准化流程尧标准化教材尧标

准化考试上遥这与工业时代大规模培养标准化专业人

才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遥

然而基于网络的教育有很不一样的特点袁如去中

心化尧去同步化和开放共享原则等遥 去中心化是因为

网络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平行结构袁而不是一个

由上而下的层级结构遥 谁都可以成为中心袁谁都不是

中心遥即使你是网络管理者袁也不意味着你就是中心遥

网络上的信息和知识也是分布在各个结点之中的袁也

没有中心和层级遥发生在其上的教与学也应该是去中

心化的遥 去同步化意味着网络上的学习行为是自主

的尧自发的行为袁而不是统一的尧步调一致的行为遥 要

求大家在网上同时上课尧同时下课袁不是不可以袁但不

适合成为常态袁因为这不符合网络本身的特点遥 网络

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了时空限制袁可以让我们随时随

地学习遥 如果硬性要求大家像线下一样排排坐尧齐步

走袁只能说是舍本求末尧避长扬短遥 所以袁在线教育不

仅需要给学生最大的自主权袁还要给教师最大的自主

权遥开放共享更是互联网的特点遥那种把教学内容尧教

学资源私密化尧专有化袁限定在某个特定班级尧特定人

群的做法袁是不符合互联网效益最大化原则的遥 开放

还意味着学习内容尧学习方式尧学习评价的开放和多

元遥 不受教材尧大纲甚至课程尧学科的局限袁主张跨学

科尧跨专业进行学习遥 互联网上的信息和知识是流动

的袁被称为野知识流冶袁互联网学习也应该是变化的尧流

动的袁学习评价也应该是多元的尧过程性的遥应支持和

鼓励探索袁采取迭代更新方式袁而不求一步到位遥那种

仅仅把网络视为书本知识载体尧 传统教育工具的观

念袁不符合互联网思维遥

二是教学实施层面遥开展在线教学袁大部人首先想

到的就是线上直播授课袁 接着就忙于寻找合适的直播

平台和工具遥 这是典型的将课堂教学模式照搬到网上

的传统思维模式袁结果导致大规模野网络翻车冶现象遥尽

管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袁但长期持续下去袁效果不一定

好遥 因为只要对比一下网络教学与课堂教学的异同就

可以发现袁这种直播教学模式不符合网络教学特点遥

课堂教学是在一个封闭的物理空间里开展的教

育教学活动遥在这个实体空间里袁教师和学生尧学生和

学生尧学生和学习资源之间均处于一个全方位立体化

接触状态袁互动非常方便遥尤其是在小班教学情况下袁

教师在讲授时会频繁地与学生互动袁 通过直接的观

察尧眼神的交流尧话语的问答和气氛的感受袁教师会自

觉不自觉地调整讲授的内容尧速度乃至方式遥 学生也

有被密切关注尧关照的感觉遥 课堂中集体学习的氛围

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袁教室的墙壁则将外界的

干扰大部分隔离遥

在线教学是在开放的虚拟网络中进行的教育教

学活动遥 在这个虚拟空间里袁教师和学生尧学生和学

生尧学生和学习资源之间均需通过网络和终端设备的

中介才能发生间接的联系遥终端设备是以视窗的形式

呈现和交换信息的袁 因而这种接触只能是平面的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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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和单向的遥 如果需要双向互动袁往往需要另开一

个视窗袁或者不断进行界面切换袁或者只能进行一对

一的互动遥 尤其是在直播教学的情况下袁教师基本看

不到学生的反应袁交流互动比较困难袁大多数时候只

能自顾自地讲解袁或者进行经验性的调整遥 由于涉及

很多网络和电子设备袁往往还需要有人协助袁帮忙解

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遥学生分布在差异极

大的环境中袁无法排除外界的干扰袁没有被关注和关

照的感觉袁也难以感受共同学习的气氛袁极易产生倦

怠感与孤独感遥

但在线教学也有其独特的优点袁最大的优势是突

破了时空限制袁可以极大地扩大受众面袁实现优质资

源共享曰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学习袁不要求大家在同

一时间尧到同一地点才能开展教学遥其次袁教学过程可

以被记录保存下来袁允许回看和查找袁师生的活动留

下了丰富的数据袁方便收集教学反馈和日后进行调查

与研究遥 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的异同如图 1所示遥

图 1 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示意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袁直播授课并非在线教学

的最佳方式袁要求每一个教师对自己的班级进行直播

教学更非必要遥在线教学是一个以平台和资源为中心

的半开放式的教育教学活动袁在这里课和课程不再是

最重要的袁学时和学分也不再是重要的袁甚至学校和

专业也不再重要袁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什么尧分享了什

么尧创造了什么遥 影响在线教学最关键的因素不在教

师袁而在学生遥 学生的自主性尧自律性和在线学习能

力袁是保障在线教学质量的首要因素遥教师能做的尧最

需要做的袁就是通过高质量的教学设计袁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积极性遥在线教师最重要的能力

是在线教学设计能力袁其次才是在线授课能力遥

三是教学评价层面遥对在线教育提出质疑的最主

要的理由是在线教育难以保证教学质量袁而很多人衡

量在线教育质量的依据还是以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

指标袁标准化考试主要反映的是对书本和课堂教学内

容的掌握程度遥 这里面同样存在对在线教育的野认知

门槛冶问题遥

在线教育主要的学习材料是什么钥 是纸质教材

吗钥不是遥纸质教材只是在线教育学习材料的一部分遥

网络上有丰富的学习资源袁这些学习资源不仅有文本

资源袁还有丰富的图形尧图像尧音频尧视频尧流媒体尧虚

拟现实尧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资源等遥 其中很多信息

和知识甚至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遥如果仅用局限

于教材和大纲内容的标准化考试来衡量在线学习成

果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遥通过网络学习获得的信息尧知

识尧能力袁远远超过教材和大纲所规定的范围袁除了知

识之外袁还包括网络检索尧信息的快速获取尧甄别尧选

择尧加工尧整合尧重组尧传播尧在线交流尧合作尧创新尧创

造等多种能力在内袁这些能力都是今天这个时代所必

需的袁是信息时代的核心素养和能力遥 仅仅考查对书

本知识的掌握袁 在线教学确实不比课堂教学更具优

势袁但如果把所有这些方面都考虑进去袁在线教与学

的收获显然比单纯的课堂教学要丰富得多尧 有用得

多遥未来的评价将更多地依赖人工智能对学习大数据

的分析袁而不是一纸试卷遥

三尧后疫情时代教育遇到的挑战与机遇

后疫情时代袁学校教学将遇到多方面的挑战遥

首先袁 传统的教学管理体制将遇到许多新问题尧

新情况遥 例如院在疫情期间已经开始的线上教学如何

与正式面授后的教学进行衔接钥 正式面授后线上教

学袁还要不要继续袁如何继续钥不同的线上课程之间在

时间上如何协调钥 如何计算线上与线下教学的学时尧

学分以及教师的工作量钥 如何保证线上线下教学质

量钥开展正式面授后课时如何安排钥渊因为以前的计划

可能不能用了冤 上课时学生要不要隔开一定距离就

座钥教师要不要戴口罩上课钥要不要安排错峰上课钥督

导还能不能像过去一样对教师提出硬性要求钥在本学

期剩余时间显著缩短的情况下袁疫情期间没有开展在

线教学的课程如何排课和上课钥 如何补足课时钥 如何

保证原有教学进度和质量钥如何处理好补课和师生休

息时间的关系钥 等等遥

其次袁教师教学也将遇到很多新挑战遥例如院如何

组织在线教学和课堂教学钥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

内容如何区分尧如何相互协同尧成绩如何计算钥如何保

证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线教学钥没条件开展在线学习

的学生怎么办钥 学生在线学习进度不一尧学习质量差

别较大袁教师在课堂里如何教钥是从头讲起袁还是从中

间开始讲袁或者干脆不讲袁全部改为答疑解惑尧练习巩

固钥因各种原因未能跟上课程教学进度的学生怎样进

行补课尧补考钥 等等遥

教师

课室

学时

学生

学生学生

学生

教师

资源
网络 网络 环境

他人

课堂教学 在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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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的教学袁 注定将是史无前例的一

次教学遥 它既给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袁也给教

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遥 如果用新思维尧新理念抓住

这次难得的机遇袁大力推进教育教学变革袁将化危为

机袁变不利为有利遥具体的机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首先袁这是一次史无前例尧规模空前的在线教育大实

验袁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袁值得深入

总结和探讨遥其次袁疫情所带来的特殊情境袁使得对在

线教育的质疑和阻力降到最低袁人们对开展在线教育

教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空前提高袁在线教育迎

来了难得的大发展机遇遥 再次袁人们对教育变革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也将大幅提升袁 对教育理论尧教

育观念的探讨将进一步升温袁 对教育信息化的方向尧

路径尧方法的检讨和反思也将得到重视袁对教育技术

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反思也将持续深入遥

四尧后疫情时代的学校教育应从

多方面开始转型

渊一冤学校教育应从教学生读书为主袁变成教学生

读野网冶为主

网络时代之前袁更准确地说在印刷时代袁信息与

知识主要是通过纸质媒体储存与传播的袁教科书又是

纸质媒体中最为严谨的一种类型袁教科书的编撰是专

家学者的专利袁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染指遥 知识被认为

主要存在于学者和教师的大脑袁以及教科书和经典著

作之中袁是一种需要人们仰视的高大上的存在遥

网络诞生之后袁情况慢慢发生改变遥 人类在实践

中产生的大量的信息和知识袁首先出现在网上袁而不

是书中遥 网络没有出书和编撰教材那样的高门槛袁所

有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存储和传播自己的新发现尧新观

点尧新信息袁而且传播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袁也没有

纸媒印刷出版那么长的周期遥 大家通过网络交流经

验尧分享知识尧讨论问题尧激发思考袁俨然进入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信息与知识的大超市遥 越来越多的学者尧

专家尧 意见领袖也开始利用网络实时传播自己的思

想尧主张尧学识袁而不是急于写书出书遥 因为网络传播

比纸媒传播要更快尧更广袁影响更大遥

对于学习者来说袁 今天遇到了到底是读书好袁还

是读野网冶好这样一个问题遥

书本袁尤其是教科书袁记录的是专家学者经过加

工整理袁已经系统化尧结构化的内容袁有学者将它们称

为野硬知识冶袁这些硬知识是前人认识和经验的总结袁

当然值得学习遥但书本有个缺点袁其出版周期长袁而且

是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袁只能记录一部分可以被文本

化的信息和知识遥 大量的难以被写成文字袁但可通过

音频尧视频尧流媒体尧虚拟现实技术等形式存储和传播

的内容袁无法被野装冶进书里遥因而袁书本上的知识往往

是过时的尧有局限性的尧经过抽象概括的知识袁与快速

变化的时代存在一定距离遥 而且袁随着技术进步的速

度越来越快袁书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遥

网络上的信息和知识则包罗万象尧 应有尽有袁而

且形式多样尧更新迅速袁与现实生活完全同步袁容易被

普通大众尤其是新生代们所理解和接受遥 其中袁很多

信息和知识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的检验尧加工尧整理尧改

造袁来不及形成结构化尧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袁这些知识

被称为野软知识冶[2-4]遥 这些软知识越来越多袁可以即学

即用袁 能帮助人们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袁而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迭代更新袁始终紧跟时代的步

伐遥 大部人对软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多袁而对硬知识的

需求越来越少遥这可以从年轻人遇到问题大都是直接

从网上寻找答案袁而不是去查找纸质书本就可以看得

出来遥软知识是大众共同生产尧建构的袁而不是专家学

者的专利遥 但网上的信息和知识也存在很多问题袁如

鱼龙混杂尧泥沙俱下尧真假难辨尧信息冗余遥 对于缺乏

选择能力尧辨别能力尧加工能力尧整理能力的初学者来

说袁有很大的挑战袁容易导致形成片面的尧碎片化的甚

至是错误的认知遥 这恰恰给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尧新

的需求遥 如何教会学习者掌握发现尧选择尧利用尧建构

软知识的能力袁是今天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遥

网络中不仅有软知识袁也有硬知识遥 网络中各学

科各专业的学习资源比教科书上的内容更多尧 更全

面袁形式也更加丰富遥例如袁网络中不仅有教科书中的

文字内容袁还有教师的讲课视频尧PPT尧图形图像尧音频

动画袁甚至虚拟现实尧虚拟仿真实验袁更有关于本领域

前沿的论文尧报告等遥 网络还为我们开展跨时空的社

会化交流与协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遥

因此袁今天如何读野网冶袁显然比如何读野书冶要更

加重要遥

渊二冤学校教育应从传授硬知识为主袁变为师生共

同建构软知识为主

随着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袁 大量书本中的硬知识

将被智能机器人掌握袁 凡是用硬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

和完成的工作袁将逐渐被智能机器人所接手曰人类将更

多地从事对软知识的学习与建构遥因此袁学校教育的重

心也将越来越从传授硬知识袁 向教师带领学生共同学

习尧建构软知识方向转变遥因为教材中的硬知识可以由

智能机器人替我们去学习和掌握袁 当我们建构软知识

需要用到相关的硬知识时袁 可以让智能机器人协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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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去完成袁 或者让智能机器人把相关的硬知识再传授

给我们袁未来的学习一定是人要机合作式学习[5]遥 知识

是学不完的袁很多具体的知识在今天这个时代袁完全可

以采用即学即用的方式去学习袁而不需要事前都掌握遥

人们在学校里真正应该学习的是搜索尧选择尧加工尧运

用尧建构那些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的思维和能力袁而

不是具体知识本身遥未来袁如何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

息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袁 加工构建出新的知识 渊软知

识冤袁才是我们人类唯一能胜过智能机器人的地方遥

学习和建构软知识需要新建构主义理论 [6-12]指

导遥 新建构主义教学法[13]包括四个关键词院分享尧协

作尧探究和零存整取遥 教师向学生布置一个分享的任

务袁要求学生围绕某个主题袁通过网络和书本学习相

关内容袁然后在一个群体里分享出来遥 分享的方式可

以是文章尧视频尧音频尧PPT尧作品等袁但一定要求原创袁

杜绝抄袭袁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建构遥 这样就相当于让

学生产生一个问题解决需要袁 学生针对这个任务袁就

会自主地开展各种线上线下学习袁教师负责提供各种

信息资源渊也包括直播和录播资源在内冤遥学生完成任

务后进行公开展示和分享各自的成果袁分享的过程就

是互相学习和交流的过程袁每个人的分享成果可收入

个人学习档案袋袁作为学习评价的一部分遥 分享和展

示之后袁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在线讨论袁对一些未解

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协作学习曰让学生组成合作小

组袁对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开展探究活动遥 活动成果再

进行分享和展示遥 最后袁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

分享尧协作尧探究的成果袁采用零存整取的方法整合起

来袁形成更系统的知识结构遥 例如院将大家的小论文袁

通过在线共同写作袁变成一篇大论文曰将每个人的零

星成果袁通过碎片重构的方式袁整合成系统化的成果

等遥 零存整取尧碎片重构是学习和建构软知识的基本

原则和方法遥

渊三冤教学评价应该从学习输入评价为主袁变为学

习输出评价为主

传统教学评价袁 主要以标准化考试成绩为主要指

标遥标准化考试一般要限定考试内容和考试范围袁主要

以教材和大纲为准袁 考查的范围主要是学生对教材和

大纲规定的内容的掌握程度袁 也就是书本知识在学习

者大脑中被理解和记忆的程度遥 虽然也可能有部分试

题涉及部分知识的简单迁移和运用袁但一般比例不高袁

因此袁这种评价主要是对学习输入的评价遥网络学习不

限于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袁更加开放和个性化袁学习的范

围更广尧形式更多样尧内容更丰富袁如果仅仅以教材和

大纲来划定评价内容和范围袁 显然是不合适尧 不全面

的遥仅仅采用标准化评价袁不仅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在

线教学效果袁 还会反过来对在线教学的开展产生不利

影响袁打击师生在线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遥

在线教学是围绕某个主题和课程的相对开放式

的学习袁每个人学习的内容尧材料尧途径以及掌握的广

度尧深度不尽相同袁很难划定考试的范围和制定统一

的评价标准袁 因而应该采用以学习输出为主的评价遥

学习输出的评价主要考查学习者通过课程阶段的学

习袁能够完成什么作品尧作业尧论文袁能够解决哪些真

实问题袁思维和能力方面有哪些提高等袁简言之袁通过

学习袁能够输出什么东西遥 这种评价体现了评价的全

面性尧真实性尧开放性和差异性原则遥为了保证评价的

客观性尧公平性袁评价不仅应包括教师评价袁还应包括

学生的自评与互评袁以及第三方评价遥 应更重视个人

的前后比较袁而不是与他人的横向比较遥

渊四冤教学管理应该从刚性管理尧层级化管理袁变

为弹性管理尧扁平化管理

目前袁学校的教学管理仍然带有较多的工业时代

的痕迹袁过于刚性袁缺少灵活性遥强调从上至下的层级

化管理袁要求行动统一尧步调一致遥这样的管理模式已

经越来越与时代脱节遥 以本次疫情为例袁那些前期改

革比较到位尧教学信息化建设做得比较好尧教学理念

比较开放尧教学管理比较灵活的学校袁应对突发情况

的表现就比较好袁未来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也会比较

好曰相反袁那些管理模式比较僵化尧管理层级过于复

杂尧官僚主义比较严重尧教学信息化建设比较落后尧教

学理念比较传统的学校袁 应对突发情况就表现欠佳袁

常常慢人半拍或无所作为遥

笔者认为袁 新时代教学管理的关键在于选拔尧培

养一批学术水平高尧责任心强尧教学效果好的优秀教

师来担任教学工作袁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袁赋予教师

较大的教学自主权袁鼓励创新和探索袁允许犯错尧包容

失败遥 而不是用各种条条框框和规章制度去束缚他

们袁压抑他们的教学主动性和创造性遥同时袁加强教学

质量相关资料尧信息的收集与评估袁客观全面地考查

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袁 总结教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袁

并向一线教师及时反馈遥

今天的学校教育袁 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执行僵

化尧过时的标准和流程了遥提高教育教学的灵活性尧机

动性袁是快速变化的时代需要袁也是教育变革的大方

向遥如果我们的教育是僵化的尧机械的袁那培养出来的

学生也会是僵化的尧机械的曰如果教育是灵活的尧随机

应变的袁 那培养出的学生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灵活性并不是要降低教育的标准袁 减少教育的难度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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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是提高教育的标准袁增加教育的难度遥 回答一个

标准化的尧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更难袁还是解决一个未

知的尧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更难钥

各级各类学校应抛弃传统观念袁 改进那些与后疫

情时代不相适应的管理与督导制度袁积极探索弹性教学

和学习的新模式袁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建设袁鼓励

跨年级尧跨专业尧走班制学习袁鼓励开设综合性尧探索性

课程袁为向智能时代的教育教学新体系转型做好准备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教育部近年来开展的治 野水冶培

野金冶活动袁本意是好的袁是为了推动教育教学变革尧提

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遥但在执行过程中也被部分学校引

向野回归传统冶的老路袁去强化过时的教育观念和教学

管理模式袁降低教育教学的灵活性袁增大教育教学的

机械性尧强制性遥如果这个活动朝这个方向发展袁就无

异于缘木求鱼尧南辕北辙了遥

五尧后疫情时代应开始着手探索

新的教育教学体系

今天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工业时代的遗留物遥 工业

时代学校办学的出发点是为社会培养人才遥 由于社会

大分工的出现袁社会上产生了很多职业袁于是学校就建

立了相对应的专业袁然而根据专业开设相关的课程袁传

授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遥 工业时代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

养各个专业领域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或专业人士袁 学校

的任务是把一个个野毛坯冶袁加工成一个个野标准件冶袁所

以按部就班的程序和标准化操作是必要的遥 但今天我

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时代了袁 信息

和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对人才需求的类型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袁 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流水线上的工作被

智能机器人取代之后袁 对很多领域的工人和专业人士

的需求也将大幅下降遥

根据最新发表的一篇对陕西省 77所不同类型和

层次高校的 16112名大学毕业生的大规模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袁专业要职业匹配度选择野非常符合冶的仅有

948人袁占毕业生总数的 5.9%曰野符合冶的有 3862人袁

占 24%曰两者相加不足 30%[14] 遥 有调查表明院在中国

年轻的尧学历较高的白领人群中袁跳槽一次的占 26%袁

跳槽两次的占 15%袁跳槽三次的占 13%袁跳槽四次的

占 5%袁跳槽四次以上的占 4%遥 如果把这些因素也考

虑进去袁专业要职业匹配度只会更低遥

另据报道袁我国企业分布结构呈野金字塔冶形状袁数

量众多的小微企业构成了塔基和塔底遥 他们贡献了

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尧60%以上的 GDP和 50%以上

的税收袁提供了全国 80%以上的就业岗位袁尤其是吸纳

了全国 9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15]遥

这些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院绝

大多数毕业生将到小微企业去工作袁而小微企业是最

灵活尧最容易变换工作内容和性质的领域遥 那么学校

最应该教给学生的是什么袁是关于某个狭窄领域的硬

知识袁还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尧应对变化的能力尧创新创

造的能力钥

今天学校办学的出发点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袁从

为社会培养专门人才袁变成为学习者个人提供自我提

升的教育教学服务遥 由于社会变化越来越快袁职业的

划分也在不断改变袁 传统职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袁

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和个性化袁学习的途

径与方法也越来越多袁对学校变革的要求也越来越迫

切遥今天学校的办学逻辑已经与传统的工业时代大相

径庭了遥 如图 2所示遥

图 2 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学校办学逻辑转变

今天已出现一个野人才培养悖论冶袁即人才培养应

按照专业培养方式进行袁 但越专业的人才在今天越难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遥 但我们的学校教育还在为培

养标准化尧专业化人才而努力袁无论是办学模式尧教学

模式尧评价模式都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遥本次疫情

发生后袁学校教育之所以表现得手忙脚乱尧应对失据袁

教师尧学生尧家长没有准备好是一个原因袁但最根本的

原因是教育教学体制的问题袁是学校制度问题遥改革传

统的学校制度的必要性尧 紧迫性被一次突发的疫情进

一步凸显出来遥 笔者认为袁未来大学办学应从固定学

制的标准化模式向弹性学制的自主选择模式转变遥

未来的教育教学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袁未来的学

校应该是什么样子钥 学者们做过一些探讨袁国际上也

有过一些尝试袁但大都停留在假设或实验阶段袁能够

普及推广的案例不多遥

在这里袁笔者想提出另一个思路袁即从现实中发

现新的教育教学体系和学校制度的野苗头冶或野雏形冶遥

早在 2015年袁 笔者写过一篇名为 叶野互联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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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冶意味着什么钥 曳的文章袁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院野耶互联

网+爷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加袁加完之后一切都会发生改

变遥 互联网是刀尧是斧尧是锯袁将原来的一切都分解成

碎片袁然后再以互联网为中心重新组建起来袁成为新

的体系尧新的结构遥 冶[16]

时间过去了将近 5年袁野互联网+冶 的确改变了很

多行业袁有些快尧有些慢袁但都在改变之中遥 教育属于

改变比较慢的领域袁教育之所以改变得慢袁主要是指

学校教育改变较慢遥我们讨论过野互联网+教育冶野互联

网+教学冶野互联网+课堂冶等袁唯独较少讨论野互联网+

学校冶袁学校的组织形式和办学模式不变袁其他的都很

难发生根本性改变遥

那么袁野互联网+冶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钥这

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些启示院众多的在线教育企业很可

能就是未来野互联网+冶学校的雏形浴 看看这次疫情暴

发时的表现袁在线教育企业可能是响应教育部野停课

不停学冶号召最快尧最积极的教育机构遥当大多数学校

和教师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袁 它们就积极行动起来袁

加班加点提效扩容袁免费开放平台和资源袁制作教学

资源包袁为学校提供直播尧录播等技术支持服务和开

展在线教育技术培训等遥一些规模较大的在线教育企

业袁还直接提供课程与师资遥当然袁在线教育企业所做

的一切袁有抢占市场的考虑袁但客观上为野停课不停

学冶作出了很大贡献袁这一点不容否定遥

在线教育企业为什么能够针对突发疫情做出快

速反应钥 这与它们的体制机制有很大的关系遥 在线教

育企业是互联网的产物袁它们的指导思想就是互联网

思维袁它们主攻的重点就是野互联网+冶教育遥 因此袁他

们对网络教与学规律的认识袁比传统学校尧传统教师

要深刻得多袁有远见得多遥 作为研究网络时代教与学

的学者袁笔者有意识地接触和观察过一些在线教育企

业袁也与它们在制作在线开放课程尧推进学校教育信

息化建设方面有过合作遥 笔者发现袁很多在线教育企

业的高管袁 对网络时代的教与学有较深的思考和研

究袁其中的佼佼者甚至不亚于高校的专家学者遥 相比

学校主管教学的领导袁 他们对网络教育中的新事物尧

新观念尧新模式要更加敏感袁更加开放袁更勇于实践和

探索遥他们主要从网络和信息技术如何服务于教育教

学的角度进行思考袁常常能给学校有关部门提供有价

值的建议遥 但凡教学信息化建设做得比较好的学校袁

与在线教育企业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袁后面都有一家或

多家在线教育企业的支持遥

在线教育企业不仅在教育理念方面较新袁 在机

构和部门设置方面也比较符合网络时代的要求遥 他

们一般都拥有专门的技术团队袁负责平台的开发尧课

程的制作尧技术的支持等工作袁这一点是开展在线教

育所必需的袁而传统学校在这方面不是力量不足袁就

是机制不顺袁难以满足教学信息化的需要遥 其次袁它

们还有专门的教学设计师和培训师袁 但这些人由于

缺乏实际教学经验袁 只能从技术层面为学校提供部

分帮助遥 一些较大的在线教育企业往往还团结了一

批教学名师袁 借助他们制作优质资源尧 提供咨询意

见尧宣传教育信息化理念袁客观上也为自己做了品牌

和技术宣传遥

目前袁 市场上绝大部分在线教学平台和 APP都

是在线教育企业制作的遥一些在线教育企业还直接开

展教育教学工作袁提供野淘宝冶式的教育课程和服务袁

积极探索在线教育教学新模式遥 如野双师课堂冶尧远程

教学的野1+N模式冶尧手机直播等新型教学模式袁都是

它们率先提出和开展试验的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遥它们是教育信息化和未来教育教学体制

的先行者和探路人遥

尽管目前在整个教育教学体系中袁在线教育企业

还处于边缘和配角的位置袁 但它们具有潜在的实力遥

假以时日袁有可能从边缘走向中心尧从配角变为主角遥

它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变化的灵敏嗅觉尧市场化运

作机制尧强大的技术团队等方面袁而劣势是缺乏办学

的资质和认证袁缺少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袁缺少雄厚的

师资队伍遥

不妨大胆想象一下袁 如果某一天国家改变政策袁

鼓励和支持在线教育企业直接办学袁并以参股尧控股

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经费支持袁同时允许教师自由

执业尧引进第三方评价机制袁强化对在线教育企业的

引导和监管袁整个教育教学体系和生态将会发生多么

巨大的变化袁在线教育企业有可能成为野互联网+冶教

育的中流砥柱遥

也许大家会担心袁教育毕竟是国之大事袁是培养

下一代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素养的重要阵地袁能放心交

给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吗钥这个担心也许是多余

的遥 在线教育企业既然以盈利为目的袁生存与发展是

它们的第一要务袁就不可能做违反国家方针政策的事

情袁相反会积极配合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遥 如国家提

出野课堂思政冶要求以来袁响应最快尧最积极的还是在

线教育企业遥不少在线教育企业主动联系课堂思政名

师尧制作课堂思政课程尧支持课堂思政项目建设袁表现

比一般学校还要积极主动遥

笔者还发现袁在线教育企业比日益行政化的学校

更懂得尊重真正的人才袁更重视教育教学规律袁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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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Should Education be Transformed in the Post-epidemic Era钥

WANG Zhuli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has brough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education,

and China is the first to step into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re exists three "cognitive thresholds" in

education today. The post-epidemic era brings many challenges to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new

opportunitie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educational reform are once again highlighted. In the future,

school education should shift from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read books to teaching them how to read the "

web", from implanting hard knowledge to constructing soft knowledge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hould change from the input-based evaluation to the output-based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moves from the rigid and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to the flexible and flat on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future-oriente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ystem, which can

be constructed in the form of a tripartite alliance among online education enterprises, schools and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Keywords] Post-epidemic Era; Internet +; Soft Knowledge; New Constructivism; Online Education

论资排辈袁更强调优胜劣汰遥

当然袁最理想的方式不是让在线教育企业独挑大

梁袁而是结合在线教育企业灵活的市场化运作尧强大

的技术支持力量和学校的教育教学师资和经验袁打造

全新的尧面向未来的教育教学体系遥例如袁是否可以由

在线教育企业尧学校尧教育行政部门组成新型的教育

联盟袁分工合作袁优势互补钥 在这个新联盟中袁教育行

政部门负责制定大政方针政策袁同时协调企业和学校

之间的合作曰学校负责提供师资尧文化袁开展科学研

究曰教育企业渊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教育企业冤负责组

织尧实施以互联网和智能技术为支撑的尧线上线下混

合式的教育教学活动遥这种新型的教育教学体系是否

可行袁 是否可能取代传统的工业时代的教育教学体

系袁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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