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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课堂”平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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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已经开展的教学改革实践为例，通

过对传统授课与信息化教学方式的分析比较，探索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云课堂”平台下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
以期提升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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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形势与政策》课

引言

程、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翻 转 课 堂”教 学 模 式 是 从 英 文“Flipped

论》
（以下简称《概论》
）等课程就引入了blackboard

Classroom”翻译过来的，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

（毕博电子教育平台）
、蓝墨云班课、微信学习平台、

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教师采

超星尔雅大学堂等多个不同的网络学习平台。学校

用讲授法和探究法等方法来促成他们的自主学习，

面向大二年级学生的《概论》课，就结合信息化课

也让他们通过实践获得个性化的学习。2007 年以

堂做了以下课程改革探索。首先，重视实践能力培

来，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这种教学模式在当地

养，细分课内课外学时。课程将原来 64 学时的课堂

［1］

在这

教学划分为 48 学时课堂学习、16 学时课外实践两

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时间和任务分配发生了

个部分。在 48 学时的课堂学习中，教师课前在“云

改变，从传统的“课堂讲解+课后作业”转变为“课

课堂”学习平台上传相关资料，之后在课堂设置层

前学习+课堂探究”，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课堂组织

层递进的问题链，结合学生有疑问的环节引导其自

形式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教学模式传播

主探究学习，课后在移动终端学习平台上由老师及

到中国以后，引起了教育工作者不同角度的关注与

时回应学生的各种疑问并留言以实现师生互动。16

思考。

学时的课外实践则由教师选取贴近教材、契合重点

中小学教育领域中逐渐使用和流行起来。

“云课堂”是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一种高效、便
［2］

的项目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并提交。其

借助“云课

次，深耕教材，重构教学内容，采用专题化教学模

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步共享各种数据文件，完成

式。
“云课堂”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在校课程平台的

课堂前、中、后不同阶段相关数据的传输、处理等操

建设有助于将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与课堂内容结合

作。对于以理论阐述为主的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

起来形成专题体系，辅之以丰富的实践活动，可以

而言，
“云课堂”丰富的网络资源使得教师的课件制

大幅度提升教学实效。再次，注重过程评价，重新

作、教学内容整合等变得更加便捷新颖，也令学生

设计考核评价机制。在《概论》课程中，蓝墨云班

的学习过程多了新鲜感和趣味性。

课将学生观看视频材料、阅读文本资料、参与课堂

捷、实时互动的远程教学课堂形式。

目前，各大高校都在通过线上课程开发、互动
学习网站建设等方式加强“云课堂”课程的引入。

互动、提交课后作业等全程记录并给予评价，使得
教师能够结合导出的数据给予学生过程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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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课堂”教学平台下应用“翻转课堂”
教学法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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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的知识点自学助力，教师更需要充分利
用好课堂 45 分钟，在“入心、入脑”上下功夫，通过
创设宽松的语言环境、准备具有启发性的话题等方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式让学生愿意主动说、积极谈，可以结合大学生社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

会上、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课程教学，拓宽思想政治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学生为主体的

理论课的外延，不能让思想政治理论课脱离学生的

“翻转课堂”教学法与依托新技术的“云课堂”的有

成长环境，要与实践育人结合。
第二，及时做好在线咨询，确保对学生的沟通

利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中体现出较

答疑，线上课程切忌流于形式。相比于传统教学方

大的优势。
第一，契合以生为本、倡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

式，基于手机客户端的“云平台”具有时间和地点上

学改革要求。实行“翻转课堂”教学法后，学生得

的便利性，也符合“网络思政”的发展要求，但这种

以利用网络教学视频资源根据自身情况来安排学

便利性要结合教育者的主动性和学习者的自觉性。

习进程，可以在遇到问题时及时寻求老师或朋辈

学生的课前预习、课后作业以及课外实践都需要大

帮助，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也达到了调动学习

量时间，每个个体的时间管理能力存在差别，教育者

自主性的效果。“云课堂”的建设有利于积极回应

就需要利用大量课外时间查看学生的学习进度并及

学生的主体性诉求，弥补思想政治理论课说教性

时回复各类问题，通过加强与学生的沟通达到对学

强的弱点。

习任务及时调整、学习进程随时跟踪的效果。

第二，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及师生间、朋辈间

第三，探索大班化教学难题的破解方法。思想

的互动学习效果。“云课堂”的网络平台能让学生

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课堂学生多，难以组织有效的

充分表达真实想法，还可以通过朋辈间的采访视频

小组讨论的问题。“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要求对学

使第三方走进课堂，也能使师生就某一话题公开比

生进行分组，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会存在组长包

较、辩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一节课的 45 分

揽任务、组员参与度弱等问题。就教师而言，如何

钟成为教师和学生线下互动、讨论的环节，教师可

关注一个大集体中每个人的主体诉求也是需要进

以有针对性地对个别学生进行知识难点的答疑或

一步思考的。

［3］

课堂教学信息化

第四，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信息化素养需要与

的特点让学生在虚拟的学习空间更勇于表达自己

时俱进。一方面，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的

的真实观点和疑惑，呈现出一个个立体的“我”。

课堂教学内容变得多样化、个性化了，在课程设计

辅导，学生间也可以相互解答。

第三，数字化、过程化考核机制有助于真实反

和教学环节中需要根据学生自主学习的具体情况

映学生学习情况。相比于传统的期末考试一份考卷

进行差异化的课前准备，并且需要在课堂上积极应

的单一化结果考核方式，
“云课堂”的在线题库可以

对很多临时生成的问题，这对教师个人的综合知识

让学生通过多次模拟考试掌握更多的知识点，也可

储备、课堂组织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

以让教师随时通过后台数据掌握到学生的自主学习

面，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教师的云媒体技术、

情况。革新考核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支持，在

网络技术、微课视频制作能力、数据导出分析能力

线考试系统也有助于学生自主管理课程学习进度。

等信息化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相比学生，教师更

2 “云课堂”平台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行
“翻转课堂”教学的建议

需要做好时间管理，全面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3

结语

“翻转课堂”教学法的应用关键还是在怎么让它

在围绕“以生为本”教学理念的基础上，教育

落在实处。从国家到各省市，不同课程老师在信息

者们已经做出了多方面的实践，
“翻转课堂”教学模

化教学大赛中都倾向于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式与“云课堂”信息化手段的结合依然有进一步深

但是实践操作中却依然存在形式和内容的偏离。因

化的空间，高校还需要从师资建设、内容提升、教法

此，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还应该多关注以下几点。

攻坚等角度思考，继续探索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理

第一，关注学生，倾听学生的真实想法。有了

论课教学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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