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化教育研究

DOI:10.13811/j.cnki.eer.2021.06.011 学 习 环 境 与 资 源

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张家军 1袁 闫君子 2

渊1.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袁 重庆 400715曰

2.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袁 重庆 400715冤

[摘 要] 智慧时代的到来呼唤智慧教育袁智慧化教材作为落实智慧教育的重要载体应运而生遥对智慧化教材价值逻

辑的准确把握袁有助于引领智慧化教材的健康发展遥 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起点是依托智能技术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遥 以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为立足点袁智慧化教材具有以基础性学习资源与差异化学习资源为基础的共性价值和个性

价值袁以临时化学习场域与具身化参与为核心的交互价值和体验价值袁以全程化监测与立体化评价为依据的过程价值

和结果价值遥 为更好地实现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袁智慧化教材需建立智慧化教材标准层尧打造全方位需求组织层尧创

新教材编排设计层尧营造泛在化技术环境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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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在智慧时代的背景下袁 智慧教育的呼声日益高

涨袁智慧化教材作为落实智慧教育的重要载体应运而

生遥 基于此袁从价值层面厘清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

起点袁思考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袁进而探寻智慧化

教材价值逻辑的实现路径袁有助于未来教材的建设与

发展遥

二尧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规定研究对象最本质的属性[1]遥 智慧化

教材的价值逻辑起点是智慧化教材中最本质的属性遥

若要厘清智慧化教材中最本质的属性袁则要明晰智慧

化教材中的野智慧冶内涵遥 随着智慧时代的到来袁野智

慧冶不再仅仅局限于农业和工业时代的野求智冶袁而是

更多被赋予通过信息技术创设智能化的学习环境以

实现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内涵遥可见袁智慧时代中的野智

慧冶指向对事物认知的识见和对事物施为的能力[2]遥因

此袁智慧化教材是以智能技术为支撑袁促进学生个性

发展的教材袁其本质为实现学生的个性发展袁智能技

术是实现学生个性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手段遥马克思主

义人学认为袁 个性发展的本质是自由个性的充分发

展袁 但个体个性的自由发展不是毫无秩序的散漫发

展袁而是在一定边界中实现个性化发展[3]遥 综上所述袁

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起点是依托智能技术促进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袁 使其成为具备自由个性的个体袁它

能够凸显学生个性自由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

性袁在特定边界范围下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袁并促

进学生社会化的发展遥

渊一冤智慧化教材凸显个体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个性发展指人的个性和品质不断获得丰富尧完善

的过程袁它是个体自主行为和价值选择共同作用的结

果遥因此袁学生的个性发展是个体主观能动性尧主体自

觉性的创造性发挥遥智慧化教材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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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袁极大地释放了学生的主体自觉性袁它改变了以

往虚拟教材中将智能技术作为服务教材的一种工具

或手段的倾向袁 在充分释放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前提

下袁利用智能技术模拟真实场景让学生体验学习的过

程袁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袁使之真正成为

教学活动的认知主体袁引导学生自主建构知识并运用

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袁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学生的

情感养成和能力生成袁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营造良好

的环境氛围遥

渊二冤智慧化教材基于特定的边界提供服务

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是相对自由的发展袁它以一

定的边界规约为基础遥 事实上袁个体个性自由发展的

最高要求是在一定范围内袁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创

造性袁充分展现个体的自身价值遥 以促进个体个性自

由发展为目的袁智慧化教材需让特定的范围成为个体

实现自由个性发展所需的边界袁因为个体个性的自由

发展以一定的约束为前提袁且适度约束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个体个性的自由发展遥智慧化教材作为教材

的一种类型袁野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冶[4]遥换言之袁智慧

化教材需在价值层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标袁

以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标为前提袁为学生提供个性

化服务袁以实现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遥

渊三冤智慧化教材具备社会化的交往属性

野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袁是非个人的尧非

抽象的社会性产物遥 冶[5]作为社会中的人袁智慧化教材

可为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创设新的社会文化条件院其

一袁学习空间极大扩展遥 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化

教材为学生提供学习空间袁它具有跨地域尧跨时空尧即

时开放等特点袁使学生在学习中超越地域边界袁跨越

时空界限袁形成线上虚拟社会和线下真实社会的共同

结合袁为学生的社会交往提供广阔的空间遥其二袁交往

互动极大深化遥学生的社会化过程离不开人与人之间

的交互袁在传统教学活动中袁受班级授课制的影响袁学

生群体封闭固化的特点使学生的交互对象和交往范

围较为有限遥智慧化教材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学习场

域袁使真实场域中学生之间面对面的互动转变为虚拟

场域中的符号化互动袁扩大了交往的对象范围袁深化

了学生在社会化发展中的交往互动遥

三尧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袁价值生成的实质是主

客体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6]遥 智慧化教材作为促进学

生发展的一种教材形态袁以智慧化教材的属性满足学

生的学习需求袁进而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袁是其

价值生成的实质遥 总体而言袁智慧化教材在满足学生

的学习和发展需求上具有共性价值与个性价值尧交互

价值与体验价值尧过程价值与结果价值等遥

渊一冤共性价值与个性价值院以基础性学习资源与

差异化学习资源为基础

聚焦到智慧化教材领域袁共性价值是智慧化教材

与其他教材之间的普遍特性袁个性价值是智慧化教材

区别于其他教材的独有特点遥 从教材资源来思考袁智

慧化教材的共性价值和个性价值反映的是教材知识

内容的选择袁共性价值强调相对统一的基础性学习资

源袁个性价值强调独特的差异化学习资源遥 两者相互

统一但又相对独立尧相互补充但又相互渗透袁共同为

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撑遥

1. 共性价值院为学生提供基础性的学习资源

教材作为课程实施的重要载体袁满足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的共性需求是教材的必备特点遥智慧化教材的

共性价值即为学生学习提供基础性的学习资源遥这种

基础性的学习资源以课程标准为依据袁为学习活动提

供共性资源遥一方面袁智慧化教材本质上仍是教材遥课

程标准作为教材开发的纲领性文件袁 对不同阶段尧不

同学科的内容有着明确的规定袁从根本上规定了野教

什么冶的问题遥因此袁智慧化教材的内容选择应遵循课

程标准袁始终需野满足教学中的基础知识尧基本技能尧

基本思想方法和基本活动经验冶[7]遥 另一方面袁智慧化

教材是对纸质教材的扩展与重构遥智慧化教材需在保

留纸质教材已有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袁利用智能技术实

现资源的扩充尧关联和整合袁保证智慧化教材与纸质

教材在内容上的一脉相承袁使其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与

纸质教材相衔接袁共同支持学生的学习活动遥

2. 个性价值院为学生提供差异化的学习资源

为学生提供差异化的学习资源是智慧化教材在

资源层面的个性特点袁 主要体现在资源的选择与共

享尧呈现方式尧推送等方面袁从而支持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遥渊1冤资源的选择与共享方面遥资源载体的数字化使

智慧化教材的知识内容之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袁它形

成了以资源库为主要形式的学习资源袁学生能够根据

自身的认知程度尧兴趣以及学习需求袁自行搭配资源

种类进行学习袁并随时随地与其他学生进行资源的共

享与传送遥渊2冤资源的呈现方式方面遥智慧化教材具有

丰富的资源形式袁能够利用音视频尧虚拟现实尧全景等

多种媒体形式动态同步呈现教材内容袁并支持对不同

教材内容之间进行灵活的布局遥 学生可根据学科内

容尧自身喜好对学习资源进行编排袁以适应自身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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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与特点遥渊3冤资源的推送方面遥智慧化教材资源

在具备系统性与综合性的基础上袁还具有偏好适应机

制遥偏好适应机制指根据学生的学习喜好针对性地推

送有效资源袁 实现学生与学习资源之间的双向匹配遥

通过对智慧化教材的个性价值思考可知袁 资源的选

择尧呈现方式和推送无一不渗透着为不同学生提供差

异化学习资源的理念袁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不同学生

在学习中的个性化发展遥

渊二冤交互价值与体验价值院以临时化学习场域与

具身化参与为核心

具体而言袁智慧化教材的交互价值表现在其可为

学生提供交流与互动的场所袁智慧化教材的体验价值

表现在其可为学生提供增强自身经验的实践机会遥从

教材的主体来思考袁 交互价值体现抽象的关系范畴袁

以临时化学习场域的构建为核心袁关注学生学习过程

中的互动曰体验价值注重具身的实践感受袁以具身化

参与为核心袁伴随学生整个学习过程遥

1. 交互价值院建构临时化学习场域增强交互关系

智慧化教材的交互价值体现为野在教学活动中通

过改变学生与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这一过程中所

产生的关系变化冶[8]袁主要表现在临时化学习场域的建

构遥 在智慧化教材中袁交互价值中的关系主要表现为

人人交互关系和人机交互关系遥渊1冤人人交互关系遥智

慧化教材的使用主体包括学生主体和教师主体遥人人

交互关系指学生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师生之间的交互

关系遥智慧化教材使教学活动突破了传统教学活动中

物理空间的限制袁它以学习主题为中心袁将不同场域

中学习同一主题的学生集合在一起袁组成虚拟与现实

同在尧线上与线下共存的临时化学习场域遥 学生可根

据学习主题自由选择进出不同的临时学习场域袁这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生关系的活跃度和多元性遥 此

时袁 临时化学习场域中也不再有严格的师生关系袁能

够为学生学习提供帮助的人均可成为教师袁使得师生

关系趋向于动态的平等状态遥渊2冤人机交互关系遥在开

放的临时化学习场域中袁人机交互指学生与技术之间

的互动遥唐窑伊德渊Don Irde冤在分析野人与技术冶的关系

框架时指出袁人与技术之间存在四种关系院诠释关系尧

背景关系尧具身关系和它异关系[9]遥 其中袁诠释关系指

人通过知觉经验以阅读文本的方式感知世界袁背景关

系指技术是人的经验和环境的共同组成部分袁具身关

系指人的知觉经验中技术的透明化袁它异关系指人与

技术的准它者性[9]遥在智慧化教材中袁诠释关系有助于

学生理解教材中的文本知识袁背景关系有助于学生将

自身经验与教材知识相融合袁具身关系有助于学生体

验尧应用知识袁它异关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遥

事实上袁智慧化教材具有天然的技术属性袁当学生开

始使用智慧化教材时袁 便潜移默化地与技术产生交

互袁 相应地也就会产生人与技术之间的四种交互关

系袁 只是会根据交互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交互关系袁

从而促进学生个性不同程度的发展遥

2. 体验价值院促进具身化参与提升沉浸感知

智慧化教材的体验价值表现为在教学活动中学

生通过切身实践获取经验袁促进自身的个性发展遥 智

慧化教材的交互价值与体验价值具有相应的联系遥当

人机交互关系上升为具身关系时袁 体验活动便已产

生袁 而体验活动的发生反过来又增强了人机交互关

系遥 因此袁体验价值表现在智慧化教材能够通过智能

技术打造具身化的环境袁提升学生参与实践的深度与

广度遥 这种具身化的环境具有多感知尧高沉浸尧深交

互尧强自主的特性遥 多感知的特性指智能技术能够创

建出模拟学生的视觉尧触觉等感觉的功能袁使学生真

正通过感官感知智慧化教材中的知识遥高沉浸的特性

指智能技术能够构建野虚拟物体尧虚拟场景等虚拟信

息袁增强用户在虚拟现实中的沉浸感袁同时实现真实

环境与虚拟物体在同一空间中的实时叠加冶[10]袁 使学

生通过沉浸参与加深对教材知识内容的理解遥深交互

的特性指学生在这种具身化的环境中能通过亲自参

与知识的产生过程获得相关经验袁促进情感养成和能

力提升遥强自主的特性指学生在具身化的环境中具有

超高的自主能动性袁能够实现真实的主动参与遥 由上

可知袁 体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生与技术尧教

材内容之间的深度交互遥

渊三冤过程价值与结果价值院以全程化监测与立体

化评价为依据

从学生的学习活动来思考袁智慧化教材能够为学

生的学习过程提供全过程的监测袁并对学生的学习结

果进行立体化的评价遥过程价值与结果价值两者相辅

相成袁以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为旨归遥

1. 过程价值院全程化监测掌握学习活动

智慧化教材的过程价值表现为智慧化教材能够

监测学生的整个学习活动遥学生学习活动的全程监测

主要包括学习行为数据的搜集与记录尧挖掘尧分析三

个部分遥渊1冤学习行为数据的搜集与记录遥不同的智能

技术可搜集学生认知尧 情感等不同方面的行为数据袁

进而呈现出完整的学习行为轨迹遥 此外袁在对学生学

习行为数据进行搜集的同时袁智慧化教材可将这些行

为数据进行分类记录整理袁以可视化的图表形式更加

全面地展示学生的学习过程遥 渊2冤学习行为数据挖掘遥

76



2021年第 6期渊总第 338期冤

学习行为数据挖掘建立在对学习行为数据搜集和记

录的基础上袁 对学生的深层学习行为进行处理和挖

掘袁进而发现学生显性和隐性的学习行为信息遥 渊3冤学

习行为数据分析遥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建立在学习行为

数据挖掘的基础上袁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挖掘袁获取学

生学习行为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联系袁对学生个体和

群体的未来学习行为进行一定的预测袁为学生学习行

为提供引导遥

2. 结果价值院立体化评价提供学习依据

智慧化教材的结果价值表现为智慧化教材能够为

学生的学习结果提供立体化的科学评价遥 立体化的学

习结果评价建立在全程监测学生学习活动的基础上遥

通过对智慧化教材中储存的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搜

集尧挖掘和分析袁转化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袁同时袁

评价的结果也促进了学生学习过程的改进与完善袁为

其提供学习依据遥 这种学习行为评价不再只是针对知

识学习过程进行的评价袁 而是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

的知识尧情感尧能力等多层次尧全方位的立体化评价遥一

方面袁它打破了野现有教育评价过于注重结果袁忽略学

生成长和教育发展的过程冶[11] 的局面遥 在智慧化教材

中袁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评价将走向野过程导向冶袁以促进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各方面的成长为取向遥另一方面袁每

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袁 且学生的发展是连续的动态

过程袁单一标准尧狭隘视角下的评价规则不仅限制了学

生的个性发展袁 还无法对学生的发展过程进行持续的

评价遥 通过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学习行为数据进行

搜集尧挖掘和分析袁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学生进行持续性

的观察与评价袁进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遥

四尧智慧化教材价值逻辑的实现路径

由上述可知袁 智慧化教材是以智能技术为支撑袁

促进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教材袁具有共性价值和个性

价值尧交互价值和体验价值尧过程价值和结果价值遥为

了实现这些价值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袁智慧化教

材需建立相关标准层尧需求组织层尧编排设计层和技

术环境层遥

渊一冤立足育人本质袁建立智慧化教材标准层

尽管智慧化教材是一种新型教材形态袁但仍以立

德树人尧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基本袁即始

终立足于育人的本质袁这就要求智慧化教材需建立相

关的标准层来落实育人本质遥虽然智慧化教材与纸质

教材在知识结构上一脉相承袁但智慧化教材在教材载

体尧形态等方面具有天然的技术属性袁这就要求智慧

化教材亟须建立相应的技术标准遥 因此袁以育人本质

为立足点袁智慧化教材需建立自己的课程标准和技术

标准遥

1. 建立智慧化教材的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制的依据遥 智慧化教材在某

种程度上保留了以纸质教材课程标准为参照袁以纸质

教材为蓝本建立的特点遥 随着智慧化教材的深入发

展袁智慧化教材需拥有国家课程标准下的野智慧化课

程标准冶袁为智慧化教材的编写提供相应的依据袁以此

凸显智慧化教材的野智慧冶特点遥我国的课程改革进程

大致经历了野注重知识发展要知识与能力并重要以三

维目标为依据的发展要以核心素养为依据的发展冶的

过程[12]袁课程改革的进程为智慧化教材的编写提供了

科学依据遥 智慧化教材不仅需要关注学生知识的学

习尧能力的获得袁更要关注学生情感尧德性尧价值观等

方面的发展遥 因此袁智慧化教材课程标准的编写必须

立足育人本质袁凸显学生主体地位袁以促进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尧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为旨趣遥

2. 建立智慧化教材的技术标准

智慧化教材尽管是以智能化技术为支撑袁但其本

质仍是育人袁 是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出发点的教材袁

故不应该使其被智能技术所野奴役冶袁成为智能技术的

附庸遥因此袁应依据智慧化教材的特点和现状袁建立相

应的技术标准袁 使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智慧化教

材遥 智能技术虽然促进了智慧化教材形态的多元化袁

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尧 多样化的交流体

验尧科学化的学习评价等袁但智能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袁

不能因智能技术的进入而过度注重对技术的应用袁进

而忽视智慧化教材育人的根本属性遥应根据智慧化教

材的实际需求决定技术是否准入袁适度尧适时地使用

智能技术遥 因此袁智慧化教材除了应建立相应的课程

标准外袁还需以智能技术使用为依据袁建立合适的智

慧化教材技术标准袁加快智慧化教材的规范化与标准

化遥

渊二冤遵循三大规律袁打造全方位需求组织层

智慧化教材并不是盲目尧杂乱的教材体系袁它遵

循一定的规律袁为师生打造全方位的需求组织层遥 智

慧化教材内容的建构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尧学科发

展规律尧社会发展规律袁打造适应学生发展需求尧学科

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全方位智慧化教材需求

组织层遥

1. 打造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个人需求层

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指智慧化教材需符合学

生的认知特点袁充分照顾不同学生的认知特点袁满足

学生的个性需求遥个人发展需求主要指学生自身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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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袁这种发展需求一定程度上是学生为适应社会

而产生的自我需求遥教材中选择的知识不一定都是学

生感兴趣的知识袁个人发展需求能够体现学生的认知

发展特点尧学习兴趣和能力水平袁智慧化教材可在完

备基本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袁根据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

学习兴趣袁个性化地组织相应的知识袁保证学生拥有

能够按照实际需求选择教学内容的权利袁实现共性需

求下个性需求的满足遥

2. 打造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的学科需求层

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指智慧化教材应以学科特点

为依据袁根据学科特色建立差异化的学科教材遥因此袁

学科需求层强调在智慧化教材的组织过程中体现学

科意识遥学科意识指用学科的发展眼光看待智慧化教

材的组织和建构袁即不同学科的智慧化教材需体现不

同学科的教材特色遥一方面袁形成学科教材话语体系遥

野任何学科只有当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与邻近科学一

样有力地说明自己方向的时候袁它们之间才能产生取

长补短的交流遥 冶[13]智慧化教材的组织应体现学科自

身的特点袁将学科特有的概念尧范畴和体系清晰地展

示在教材中袁以促进相应学科的发展遥另一方面袁构建

具有学科特色的教材内容遥具有学科特色的智慧化教

材内容正是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袁它能集中

地反映出具有该学科特点的知识内容袁更能凸显学科

的发展需求遥

3. 打造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需求层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指智慧化教材的建构应与一

定社会时期内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相匹

配袁体现社会发展的整体需求遥 野教育是未来的事业袁

教育是为未来社会培养公民袁因此袁教育必须适应科

学技术的变革引起的社会变革遥 冶[14]随着智慧时代的

到来袁教育应体现社会发展的需求袁为培养适应未来

社会发展的人才服务遥智慧化教材作为教育的主要载

体之一袁必然也承担着为智慧时代培养社会公民的职

责遥 爱尔兰教育与科学部发布的 叶智慧学习=智慧经

济曳报告中指出袁未来人才最重要的能力是主动性参

与尧社会性参与和生产性参与[15]遥 这三种参与能力指

向未来人才所需野具备的自组织能力袁这要求未来人

才需要对学习担负起相应的责任袁 并学会自我指导尧

自我监控尧自我协调和自我管理冶[2]遥 智慧化教材正是

可以充分提升学生的自主参与度袁促进学生社会性发

展的教材遥 因此袁未来人才培养定位的改变要求智慧

化教材也需凸显未来指向性的价值特点袁着眼于学生

自组织能力的生成袁使学生成为适应智慧时代的社会

公民遥

渊三冤凸显知识体系袁创新教材编排设计层

智慧化教材因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可为学生提供

海量的学习资源尧多样化的知识呈现方式袁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能会导致教材内容的碎片化袁进而影响知识

学习过程中的连续性和系统性遥 因此袁智慧化教材需

创新编排方式袁 使之在确保学生个性化学习的前提

下袁保证教材内容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袁使教材内容适

应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水平遥

1. 在教材内容上采取主题模块式的编排方式

主题模块式的教材内容编排依赖知识图谱技术

的支持袁它能够野从大量无序信息资源中重构知识之

间的联接袁有效组织各学科的知识体系袁为实现精准化

教学尧个性化学习等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冶[16]遥 主

题模块式的编排方式既保留了学科特点袁又实现了不

同学科之间的融合袁它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袁每一

个知识图谱包含一个主题知识及与该主题相关的延

伸知识袁各知识图谱之间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可自由

组合袁进而支持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遥 主题模块式的编

排方式是从部分到整体袁再到部分的编排袁它先对不

同知识点进行归类袁 将其聚合成一个个的知识群袁再

根据知识群关联相关的知识点袁 从而形成由浅入深尧

由简入繁的知识结构袁保证了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连续

性和系统性遥

2. 在教材知识类型上采取生活情境式的编排方

式

生活情境式的编排方式主要体现为教材在知识

类型的选择上要注重生活性和情境性袁引导学生在实

践中体验尧应用知识袁强化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理

论与实践的联系遥纸质教材中学生学习的更多是间接

经验袁而教材中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获得

运用袁才能具有实际意义遥 智慧化教材能够为学生提

供运用知识的场所和环境袁采用生活情境式的知识类

型编排方式可让学生真正感受尧接触到具体情境中知

识的生产过程袁增加学生的经验和生命体验袁突破以

被动方式接受间接经验的过程袁进而通过学生经验的

积累与提升获得自身能力的发展与完善遥

3. 在教材知识呈现方式上采取立体综合式的编

排方式

立体综合式的教材知识编排方式主要指教材知

识在呈现方式上要突出立体化和综合化袁以多样化的

方式呈现知识遥 野哲学分析除了逻辑的尧分析的尧科学

的思想方式袁 还有另外一种可与之互为补充的方

式要要要即隐喻的尧描述的尧诠释的方式遥 冶[17]其中袁前者

是说明性的袁旨在表达内容的精确性曰后者是阐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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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袁旨在通过对话进行沟通交流遥 智慧化教材既要具

有表达的精准性袁 同时也要具有强烈的对话交互性遥

因此袁从表达方式来看袁智慧化教材除了在知识呈现

方式上追求逻辑分析的精准表达外袁还需适当增加以

启发学生进行隐喻性尧生产性的对话交互袁通过逻辑

的尧分析的尧科学的方式与隐喻的尧描述的尧诠释的方

式共同作用袁使学生准确理解教材内容遥 从表达手段

来看袁 智慧化教材应增添能够促进对话的表达手段袁

采用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表达方式提升知识呈现过

程中的交流与互动袁激发学习主体对于教材的学习兴

趣遥 如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巧妙呈现教材内容袁提升学

习主体与教材尧 学习主体与学习主体之间的互动袁加

深学习主体对知识的理解遥

渊四冤依托技术支撑袁营造泛在化技术环境层

与纸质教材相比袁智慧化教材具有天然的技术属

性袁因此袁智慧化教材需依托智能技术袁营造泛在化的

技术环境袁使智慧化教材中的各个需求尧功能之间相

互匹配与适应袁提高学生将教材的外在理解转化为内

在体验的程度袁以此促进学生的发展遥 智慧化教材中

的泛在化技术环境层包括体感环境层尧具身环境层和

泛在环境层遥

1. 打造体感环境层

体感环境层是智慧化教材中的泛在化基础环境

层袁它以延伸人的器官知觉为主要功能遥 野人的任何一

种知觉袁无论是肌肤或者手脚的延伸袁对整个心理和

社会的复合体都会产生影响遥 冶[18]由此可见袁技术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体感官或神经系统进行延伸袁进而

放大尧增强人体对于某一事物的感觉袁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影响人类的认识方式遥体感环境层能够借助不同

的技术延伸人体不同的器官知觉袁使学生在多维构造

的技术世界中自主选择增强或放大某一知觉体系袁进

而增强某一器官或多个器官的功能袁提升学习过程中

的感官体验遥 在智慧化教材中袁体感环境层正是借助

技术的延伸功能袁促使学生不断延伸自身知觉袁加深

对智慧化教材内容的理解遥

2. 打造具身环境层

具身环境层以体感环境层为基础袁是一种过渡性

技术环境层袁扮演承前启后的技术环境角色遥 具身环

境层是将技术具身于人的自然身体袁 人的自然身体

也具身于技术袁从而直接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遥

智慧化教材中的技术已不仅仅局限于成为简单的手

段或工具袁 而是以建立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技

术环境为追求袁 这种技术环境渐次逼近透明化的状

态袁不再是外化于教学活动的独立手段袁而是作为一

种共生成分融入智慧化教材中袁此时袁学生以技术身

体参与到知识生产与建构的过程中袁 直接让学生的

身体与技术环境高度融合袁 进而达到学生难以辨别

是在真实环境还是虚拟环境中学习知识内容袁 促进

学生与智慧化教材之间的深度融合袁 为学生的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遥

3. 打造泛在环境层

泛在环境层是泛在化技术环境层的最终目标袁指

野多样的计算机渗透到人尧事物尧环境之中袁并通过网

络相互连接起来袁构筑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计算机的

环境冶[19]遥 泛在环境层强调不受时间尧空间的限制袁任

何人在有需要的时候均可利用智能技术满足自身需

求袁它注重人和事物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袁最突出的

特征为野隐身冶和野不存在冶遥 野隐身冶的意思指人们察觉

不到技术的存在袁技术的存在也不会对人们的生活产

生影响曰野不存在冶指技术内化于事物之中袁人们关注

的是事物本身而非所使用的技术形态遥在智慧化教材

中袁泛在化的技术能够为学习主体随时随地尧随心所

欲的学习需求提供技术环境袁为人与技术尧资源之间

的多向建构与互动提供支撑袁为学习主体的跟踪与监

测提供技术支持遥 因此袁泛在环境层是智慧化教材在

技术环境层的最终理想状态袁它能够使智能技术与周

围环境融为一体袁 使学生感受不到智能技术的存在袁

始终专注于学习过程本身袁实现自身的进步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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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Logic of Wisdom-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ath

ZHANG Jiajun1, YAN Junzi2

(1.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2.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age of wisdom calls for smart education, and wisdom-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implementing smart education. An accurate grasp of the

value logic of the wisdom-based teaching material is helpful to lea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isdom-

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value logic of wisdom-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is to

promote the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y relying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ersonalities, the wisdom -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a common and

individual value based on basic and differentiated learning resources, an interactive and experiential value

centered on temporary learning fields and embodied participation, and a process and outcome value based

on the whole process monitoring and three -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value

logic of the wisdom-based teaching material, it needs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layer of the wisdom-based

teaching material, create an all -round demand organization layer, innovate the layout and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reate an ubiquitous technical environment layer.

[Keywords] Wisdom -based Teaching Material; Starting Point of Value Logic; Value Logic;

Implementation Path;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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