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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促进深度学习相关方法、内容策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设计了翻转课堂中
促进深度学习的教育内容策展模式，并进行了此模式的教学应用。该模式的深度学习效果和满意度测量结果显
示：该模式对于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效果较好，学生对该模式的满意度也相对较高。该模式的提出和实证研究，
对于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发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参考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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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作为教育教学新形式，实现了师生角色的转换，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然而，翻
转课堂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信息技术为翻转课堂提供丰富学习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选
择困难和知识的理解表面化等问题。为此，翻转课堂需要突破当前的“时序重构”表象，真正
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这才是翻转课堂教学流程变革的价值之所在[1]。近年来，内容策展提供了
一种通过人的智慧主动搜集、组织和分享信息的方式。Fotopoulou 等[2]将“内容策展”定义为针
对某些特定主题进行查找、分类、关联组织和分享内容的过程。在内容策展的支持下，参与者
可以在汇聚信息、建立关联和分享交流的过程中深化对主题内容的探索和理解。可以说，内容
策展能够为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提供实现路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
学习的教育内容策展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以期为教育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一 相关研究
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传统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课前自学、课堂讨论等形式，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步调学习。
然而 Hwang 等[3]指出，传统的翻转课堂学习仍处于记忆和理解等初级阶段，仍然是被动的知识
传递。Chen 等[4]从构成要素出发，建立了以系统观来促进学习的翻转课堂模式，但在实践过程
中该模式未将技术与学习活动、学习内容进行有效结合，难以改善深度学习的问题。Blau 等[5]
则将同伴评估和嵌入式评估纳入翻转课堂，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出发提出了翻转课堂新
模式，但仍然无法促进翻转课堂深入学习的开展。
2 促进深度学习相关方法研究
教育领域中的深度学习是一种强调对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和高层次认知目标的培养，并注重
诸如学习行为和学习反思等的深层次投入，从而形成复杂认知结构的学习方式[6]。为促进学生的
深度学习，研究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如 Floyd 等[7]指出，只有当学习者真正参与学习过程时
深度学习才会发生；张金磊等[8]探讨了数据可视化技术通过对知识的结构化来促进学习者深度探
究的价值，结果表明知识的结构化能够让学习者直观掌握状态，促进学习；余胜泉等[9]提出了促
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双螺旋模型，其中，创造中学是学习发展的最高层级，能够促进高阶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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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吴秀娟等[10]通过实验研究验证了反思对于促进深度学习目标达成的作用。对于促进翻
转课堂下的深度学习，研究者也做了诸多尝试。如李洪修等[11]通过联接课前活动、课内练习和
课后反馈三个环节，设计了翻转课堂中深度学习的实施路径，同时注重反思与评价；李利[12]则
从流程的各个环节入手设计策略，强调从问题出发讲解案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思维。
3 内容策展研究
内容策展利用人的智慧搜集信息、组织信息和分享信息，在过程中主动参与、主动建构、
不断深化，其核心特征是主题鲜明、参与感强、智慧聚合。信息时代下，内容策展被广泛运用
于各个领域中。如在教育领域，唐瑶等[13]认为内容策展能有效利用人的智慧解决信息过载问题，
并设计和开发了针对教育领域的内容策展工具；胡建平等[14]则结合 Blendspace 和 Edmodo 平台，
初步尝试将策展工具运用于翻转课堂教学中。
内容策展能够为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提供实现路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阶段：①聚合
素材阶段，策展人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素材的搜索和筛选，在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而翻转课堂中的深度学习强调学生主动建构并综合分析、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内容策展恰好契
合这个思路；②组织素材阶段，策展人需要在逻辑指导下进行素材的组织和策展集的创造，而
翻转课堂的深度学习是指向创造性的，策展集的组织和创造有助于翻转课堂中深度学习的达成；
③分享交流阶段，分享交流不仅有自我的表达展示，更有同伴的榜样激励，学生能够在交流互
动的过程中逐步发展高阶认知能力，并在评价和反思总结中提升综合能力。

二 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的教育内容策展模式的设计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设计了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的教育内容策展模式，如图 1
所示。该模式分三个阶段实施：课前通过人的智慧完成素材的搜集、筛选和聚合，课堂进行离
散知识的结构化关联和逻辑重组，课后则通过分享交流来促进学生的反思和改进。学生以策展
人的身份主动参与这三个彼此连接又不断上升的阶段，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主动建立零散知识
点之间的关联，在创建策展中实现创造中学，在互动交流和反思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图1

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的教育内容策展模式

1 课前搜集阶段：聚合离散知识
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对离散知识的聚合过程，即将零散、海量的知识聚合起来，主要包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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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课前教学准备和学生课前信息收集两个环节。
①教师课前教学准备环节：首先，教师要确定初始教学目标，并在确定初始教学目标时预
留一定的空间供后续完善。其次，教师要依据教学目标准备好用于策展的主题和要求并发布在
平台上；其中，主题的选择要以知识为载体，以教学目标为导向，涵盖教学知识，避免走入“为
了策展形式而策展”的误区。最后，教师要准备课堂上所用的材料，包括参考资料、策展集评
价表等；其中，参考资料要以学生的已有知识为基础，并尽可能地采用学生易懂的形式；策展
集评价表可以参考创造性作品的评价维度，尽可能全面地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
②学生课前信息收集环节：首先，学生自行浏览教师发布的主题和要求，并阅读学习材料，
形成初步想法。接着，学生进一步聚合相关信息。信息的来源渠道包括平台内部资源的推荐、
外部主流网站的搜索、用户自己上传的资源、他人的分享等。最后，学生通过策展工具将有价
值的素材保存到策展集中。在信息搜集的过程中，学生要不断做出评判，反复运用和深化知识。
2 课堂组织阶段：离散知识结构化重组
经过上一阶段聚合后，素材内部形成了某种逻辑关系，但这种关系尚未明确。本阶段将对
素材进行关系梳理和连接，以实现素材间的逻辑关联，深化理解。这一阶段由以下环节组成：
①知识梳理环节：如前所述，策展活动要注重对知识的承载和价值的传递。课前的信息收
集就是让学生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掌握基础知识，而课堂上的时间用于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
此，课前确保学生是否掌握基础知识非常重要。知识梳理环节就是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同时针
对课前收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实际上，翻转课堂并不排斥知识的课堂讲授；相反，
适当的讲解能够帮助学生突破瓶颈，实现质的飞跃。
②协作组织环节：本环节是促进知识结构关联的核心环节。首先，各小组依据主题要求进
行组内协作，创建小组策展集。在组内协作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遵守“组内
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妥善分工，避免“搭顺风车”现象，促使小组成员通过交流合作充
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在迭代完善的过程中实现群体的共同进步和个体的相互促进，以促进知
识的深度建构。其次，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在需要帮助时及时做出干预。最后，当策展集完
成后，各小组需要思考汇报展示的思路，这将进一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知识并实现知识的迁移。
③汇报展示环节：汇报展示意味着学生要用自己的话表述知识，这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的再
加工和深化理解的过程；而同伴作品也能对学生起到很好的榜样激励作用。汇报展示包括策展
集的展示、策展集背后的理念、策展集的形成过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心得体会等。每组汇报完毕后，教师和其他小组从知识的涵盖面、问题的解决过程等方面对该
组进行点评。最后，教师对本次活动中的知识点进行总结，为学生指明方向，促其改进不足。
3 课后分享阶段：知识分享深化
课后分享阶段主要是通过分享交流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反思和深化，而教师在这一阶段主
要提供指导和帮助。这一阶段共包含四个主要环节：
①修改分享小组策展集环节：学生依据上一阶段的建议，在观看完其它作品后修改本组的
策展集，以吸纳他人的优点，改善本组的不足。修改完成后，各小组将作品分享至策展广场。
②组间互动交流环节：待各组策展集分享完成后，组间可以通过策展广场查看同伴作品，
并根据策展集评价表进行组间打分；同时，小组派代表说明打分的理由，分析该作品背后的优
缺点，促使学生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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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反思和改进提升环节：学生综合上一环节的体会进行本次课程的总结和反思。反思的内
容可以包括收获与不足、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措施、今后的改进方向等，促使学生反思过程，总
结经验，促进迁移。在这一环节中，教师要注重利用有效策略，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反思。

四 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的教育内容策展模式的教学应用
1 研究对象和课程
本研究以北京市某中学初一年级的 31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依托信息技术课程，以“Scratch
克隆”的相关知识为背景进行策展活动，开展了翻转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的教育内容策展模式
（下文简称“策展模式”
）的教学应用实证研究。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教育内容策展工具是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元平台内置的策展工具。该工具是从
教育领域需求出发而进行设计的，包含素材采集模块（利用书签工具将相关素材纳入学习元平
台中，为学生提供丰富、联通的素材）、素材组织模块（由系统提供预设模板，帮助用户模块化
思路并进行结构化呈现）
、素材分享模块（策展集可被分享至平台内部或平台外部供用户讨论交
流，以改进策展集）和管理模块（用户对策展集进行评分、协作、后台审核、置顶等的互动操
作）等四个主要模块[15]。值得一提的是，该工具整合了学习元平台作为学习社区的一整套优势。
3 课程实施过程
（1）课前聚合
①教师进行课前准备，包括：确定以“Scratch 克隆”为教学主题→准备支持该主题的相关
学习资源，并以学习元或知识群的形式放置于学习元平台上→发布收集信息的主题（构建自己
的“Scratch 克隆”学习库）和相关要求（如有逻辑、条理清晰、体现创造性），告知学生规则。
②学生进行信息收集，包括：登录网站查看主题和要求，明确收集目标→创建各自的策展
集→结合主题和要求，利用策展工具进行站内搜索或站外搜索和聚合（如图 2 所示），聚合素材
的过程需要反复执行，并在反复执行的过程中不断修正与完善。
③教师认真查看学生初步形成的策展集，找出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做好备课准备。

图2

利用策展工具进行站内外素材聚合

图3

某小组创建的策展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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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组织
①教师进行知识梳理，包括：梳理课前收集信息主题背后涉及的知识点→对策展集中呈现
出来的薄弱知识点进行讲解，如“用循环结构设置变量自增来改变其值时，应先自增再运算、
还是先运算再自增”这一知识点就有很多学生无法做出判断，需要教师引导。
②学生开展小组协作，包括：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组建队伍→各小组讨论，
形成本组策展集的逻辑主线，既可以是知识点的前因后果关联逻辑，也可以是问题的解决逻辑；
当然也鼓励学生进行自我创造，只要合乎情理即可→结合组内成员优势，做好组内分工→创建
小组策展集→各成员依据分工，借助策展工具，将素材聚合到策展集中（素材既可以是对先前
个人策展集素材的纳入，也可以是组内素材整合后的再搜集和再创造）→利用策展工具中的模
板，按照逻辑组织素材，完成创造（某小组的策展集作品如图 3 所示）→小组汇报、展示思路。
③学生进行汇报展示，包括：各小组介绍本组策展集作品，如逻辑主线、组织方式、思路
来源等→教师和同伴给予点评和修改意见，具体到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怎么修改等细节。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发挥指导者的作用，时刻关注学生的反应，给予及时指导和帮
助；引导学生跳出固有思维，从新的视角思考问题；同时，要把控活动流程，维持课堂纪律。
（3）课后分享
课后，各小组依据教师和同伴的建议修改、完善本组的策展集作品，之后将其分享至策展
广场（如图 4 所示）和学习社区，供小组之间相互查看和学习。课程结束前，每位学生都要撰
写课程的反思笔记，内容包括遇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有什么收获和思考等。

图4

分享至策展广场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认真查看学生分享的策展集和提交的反思笔记，掌握学生的实际学
习情况，并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做出干预（可采取单独辅导方式）
，也可依据反馈改进下一轮教学。
4 策展模式的深度学习效果测量
为测量策展模式的深度学习效果，本研究采用张康莉[16]测量深度学习效果的李克特五点量
表对学生进行了深度学习效果问卷调查，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值=0.836＞0.65，说明问卷具
有较高的信度。策展模式的深度学习效果测量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学生在深度学习动
机、学习投入、深度学习策略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都在 4 分以上，说明策展模式下学生取得
的深度学习效果较好。具体来看，学生在深度学习动机上的得分最高，尤其是“我发现学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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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很有趣时会更努力地去学习”（题 3）和“我发现研究 Scratch 问题令人兴奋”（题 4）的得分
最高，说明策展模式能激发学生的深度学习动机，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此外，在学习投入
方面，学生会“积极思考课堂问题并发表自己观点”
（题 8）
；在深度学习策略方面，学生愿意“花
很多自由时间找出更多和课堂学习有关、但超出课堂要求的知识进行扩展学习”（题 13）。总的
来说，学生对“在课前针对要学习的内容进行大量学习准备”（题 6）的得分最低，可能是由于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程安排较满，留给各科的学习时间有限，因此教师要结合实际安排教学。
表1
维度

策展模式的深度学习效果测量结果

深度学习动机

学习投入

深度学习策略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得分

4.548

4.548

4.581

4.581

4.484

3.709

4.258

4.290

3.774

4.194

4.258

4.258

4.484

4.194

4.355

4.548

均值

4.045

4.309

5 策展模式的满意度测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策展模式的满意度，本研究采用 Chu 等[17]测量模式满意度的李克特五点量
表对学生进行了满意度问卷调查，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值=0.91＞0.65，说明问卷的信度较
好。策展模式的满意度测量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学生对策展模式的满意度较高（平均
值为 4.2949，标准偏差为 0.89920）
。具体而言，学生对“这种模式比以前的学习方法更有挑战
性和趣味性”
（题 18）的满意度最高，说明策展模式通过一系列任务和活动，能给学生带来更为
满意的挑战和趣味；而学生对“通过这种活动，有助于我运用新的角度观察事物”
（题 23）的满
意度最低，说明策展模式在培养学生运用新视角来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表 2 策展模式的满意度测量结果
题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得分

4.226

4.355

4.533

4.323

4.226

4.258

4.290

4.194

五 小结
针对当前翻转课堂亟需走向深度学习的问题，本研究结合内容策展在知识聚合、组织和分
享的优势，提出了翻转课堂中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教育内容策展模式，并将该模式应用于学
科教学中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策展模式能激发学生的深度学习动机，学生也愿意花更多的时
间去获取信息、寻求论据、积极思考课堂内容并发表个人观点，不断深化学习。而问卷调查的
结果也显示，学生对策展模式的满意度较高，认为策展模式通过任务和活动能带来较多挑战和
趣味。后续研究将进一步完善策展模式并开展对比实验，以推动对翻转课堂中深度学习的探索。
————————

参考文献
[1]安富海.翻转课堂:从“时序重构”走向“深度学习”[J].教育科学研究,2018,(3):71-75.
[2]Fotopoulou A, Couldry N.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stories: Online content curation and digital engagement[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2):235-249.
51

Vol.29 No.3 2019

[3]Hwang G J, Lai C L, Wang S Y. Seamless flipped learning: A mobile technology-enhanced flipped classroom with
effective learning strategies[J]. 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5,(4):449-473.
[4]Chen Y, Wang Y, Chen N S. Is FLIP enough? Or should we use the FLIPPED model instead[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4,79:16-27.
[5]Blau I, Shamir-Inbal T. Re-designed flipped learning model in an academic course: The role of co-creation and
co-regulation[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7,115:69-81.
[6]段金菊,余胜泉.学习科学视域下的 e-Learning 深度学习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3,(4):43-51.
[7]Floyd K S, Harrington S J, Santiago J. The effect of engagement and perceived course value on deep and surface
learning strategies[J]. Informing Sci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 Emerging Transdiscipline, 2009,12:181-190.
[8]张金磊,张宝辉,刘永贵.数据可视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3,(6):98-104、111.
[9]余胜泉,段金菊,崔京菁.基于学习元的双螺旋深度学习模型[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7,(6):37-47、56.
[10]吴秀娟,张浩.基于反思的深度学习实验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5,(4):67-74.
[11]李洪修,李哨兵.深度学习下翻转课堂的实施路径设计[J].中国电化教育,2017,(7):67-72.
[12]李利.旨向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设计[J].现代教育技术,2017,(4):67-73.
[13][15]唐瑶,余胜泉,杨现民.基于学习元平台的教育内容策展工具设计与实现[J].中国电化教育,2014,(4):87-93、115.
[14]胡建平,孙彦彬.内容策展工具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探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5,(6):65-70.
[16]张康莉.促进研究生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设计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17:88.
[17]Chu H C, Hwang G J, Tsai C C, et al. A two-tier test approach to developing location-aware mobile learning
systems for natural science courses[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0,(4):1618-1627.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Curation Model to Promote Deep Learning in Flipped Classroom
PENG Yan1

WANG Qi1

YU Sheng-quan1,2

（1.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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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related methods promoting deep learning
and content curation, this paper designed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curation model to promote deep learning in flipped
classroom, and carried out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l. The deep learning effects and satisfaction measure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odel had a good effect on promoting students’ deep learning, and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is model was relatively high. The propos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is model had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guidance of promoting deep learning in flipped classroom.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deep learning; educational content curation; teach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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