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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投入等方面的规模化；二是学习对象、教学形式、课程内容、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开放性；三是随时随地、主动学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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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年，一种基于网络、针对大众人群的大规模开放在线

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井喷式涌现，被

媒体称为 MOOC 之年[1]。MOOC 通过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将

优质教育送到世界各个角落，不仅提供免费的优质资源，还提

供完整的学习体验，展示了与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结合的种种可

能[2]。它的出现被喻为教育史上“一场海啸”[3]，“一次教育

风暴”[4]，“500年来高等教育领域最为深刻的技术变革”[5]。

MOOC 是如何产生的，与传统课程有何不同？这些问题都十

分值得研究。本文拟在回顾MOOC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集中分

析MOOC的主要特征，以期对我国发展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提供一些参考与建议。 

一 MOOC的发展历程 

1 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发端 

早在 1989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就开始推行在线学位计划，

1991年授予首批在线MBA学位。[6]199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詹姆斯·唐奈[7]（James J. O'Donnell）曾开设过一门在线研讨课。

英国政府于 2000 年投资 5000 万英镑资助英国环球网络大学

（UK eUniversities Worldwide Limited，UKeU）开展在线高等

教育。MIT自 2001年起实施 OCW（OpenCourseWare）计划，

将学校开设的所有课件（Courseware）资料上网免费提供给世

界各地的学习者。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提出开放

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通过信息通

信技术向教育者、学生、自学者提供的，基于非商业用途，可

被自由免费查阅、参考或应用的各种教育类资源。[8]2005年，

开放课件联盟（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OCWC）成立，

西班牙语高校开放课程联盟（OCW-Universia）、中国开放课

件联盟（CORE）、非洲网络大学（African Virtual University，

AVU）、韩国开放课程联盟（Korea OCW Consortium）、日本

开放课件联盟（JOCW）等也相继成立。“开放课程协助提升

全世界每个角落的高等教育”[9]、“知识公益，免费共享”、

“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开放的”等理念逐步得到广泛认同，开

放教育资源运动不断深入推进。据统计，截止目前，全球有 250

多所大学和机构免费开放了 14000门课程。[10] 

2 在连通主义学习理念下兴起 

2005年，加拿大曼尼托罗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

的乔治·西蒙斯[11]（George Siemens）首先提出网络时代的连

通主义（Connectivism）学习理念。他认为，传统的静态、分

类与层级化的知识发展到网络时代已变成动态的、网络化的知

识流。相应地，学习也主要是在动态连结的知识网络中形成知

识节点的过程。同年，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斯蒂芬·道恩斯[12]（Stephen Downes）也

提出应将连通性知识（Connective Knowledge）作为连通主义的

认识论基础，并认为连通性知识具有多样性、自治性、交互性

和开放性四个特征。2008年，西蒙斯和道恩斯在曼尼托罗大学

联合开设的“连通主义与连通性知识”课程（Connec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CCK08），CCK08 课程综合运用

Facebook Groups、Wiki Pages、Forums以及其他在线渠道吸引

学生参与到课程内容之中。除 25 名曼尼托罗大学在校生外，

有 2200 多人在线学习该课程，其中有 170 人专门为这门课程

开通了博客。针对西蒙斯和道恩斯联合开设的 CCK08，加拿大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的戴

夫·科米尔（Dave Cormier）、国家通识教育技术应用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in Liberal Education）的布莱

恩·亚历山大（Bryan Alexander）首创了MOOC这一术语[13]。

他们认为，MOOC 是一种参与者和课程资源都分散在网络上

的课程，只有在课程是开放的、参与者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

这种学习形式才会更有效。MOOC不仅是学习内容和学习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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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更是一种通过共同的话题或某一领域的讨论将教师和学

习者连接起来的方式。[14]Connect! Your PLN Lab（PLN）、

CCK09、Digital Storytelling（ds106）、PLE Networks and 

Knowledge（PLENK2010）、Learning Analytics & Knowledge

（LAK11）等课程先后在 2009—2011 年间成功开设[15]，强调

连通、协作学习和网络化知识建构的的 cMOOC模式对传统的

高等教育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种腔调学习者高度自

治、课程高度自组织的教学模式难以为广大师生所接纳。 

3 在行为主义学习理念下繁荣 

自 20世纪初以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经由桑代克、巴甫

洛夫、华生、格思里、赫尔、托尔曼、斯金纳等心理学家的

不断完善，仍是当前学习理论的主流。正当基于连通主义学

习理念的 cMOOC 前途未卜之时，建立基于传统的行为主义

学习理念下的 xMOOC，利用其结构化的课程体系和系统化的

学习平台，把全新教学组织模式与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理念

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促成新一轮MOOC的繁荣发展。 

 
图 1  MOOC发展历程简要图示1 

2011 年秋，斯坦福大学的巴斯蒂安•图伦（Sebastian 

Thrun，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项目负责人）在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创办的面向 K-12 学生免费提供网络课程的可汗学院

（Khan Academy）的影响下，和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

联合开设的人工智能（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S221）课程广受欢迎，直接促使他与大卫·史蒂文斯（David 

Stavens）、迈克•索科尔斯基（Mike Sokolsky）联合创办了以

营利为目的的在线课程供应平台 Udacity（在线大学）。同年

底，MIT启动实施的在线开源学习项目MITx，通过新的交互

式学习平台，MITx让在线学习的学生出席模拟实验室，与教

授和其他学生互动交流，完成学业的学生将获得正式证书。

2012年秋，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以MITx为基础，合作组

建了 edX平台，旨在以开放与免费的形式向大众提供优质的在

线课程。在此期间，除斯坦福大学达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

与吴恩达（Andrew Ng）创办了 Coursera（课程时代）外，斯

坦福大学的开源网上教学平台 Class2Go、提供在线学士/硕士学

位的 UniversityNow、专攻在线自学程序设计的 Codecademy，

以及主张“人人可授课、人人能学习”的 Udemy等在线学习平

台也相继成立。2013 年，英国开放大学联合 20 所大学共同组

                                                              
1参考资料：Yuan, Li, and Stephen Powell. MOOCs and Open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White Paper. University of Bolton: 

CETIS, 2013. <http://publications.cetis.ac.uk/2013/667.> 

建的 Futurelearn、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发起的 Open2Study、德国

的 iversity、日本的 Schoo，巴西的 Veduca 纷纷涌现。一言以

蔽之，“当知识遇上网络，MOOC 诞生了”[16]。而且，“由

MOOC带来的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远未结束”——edX 总

裁安纳•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语。 

二 MOOC模式的主要特征 

1 大规模 

大规模首先体现在学生规模上，从三大MOOC平台的注

册人数来看，截至 2013年 7月，Coursera的注册人数超过 400

万（7月 23日 21：00为 416.99万 courserians），Udacity的

注册人数超过 100万，edX的注册人数超过 90万。从具体的

网络课程的注册学生人数来看，以MITx的第一门课“电路与

电子学”（Circuits and Electronics，6.002x）为例，该课程于

2012年 5～8月在线开设 14周，共有世界各地的 15.5万名学

生注册，有 9318 名学生（6.02%）通过了期中测试，最终共

有 7157名学生（4.62%）获得课程结业证书（详见图 2）。[17]

虽然，课程完成率较低，但就其注册人数而言，比整个 MIT

在世校友总数还多。 

 
图 2  MITx电路与电子学（6.002x）课程学生完成情况2 

再以人工智能（CS221）为例，该课程共吸引了全球 190

多个国家的 16万人注册学习，尽管不少业余爱好者因种种缘

故中途退出，最终仍有 2.3万人（14%）完成课程学习。按照

该课程的主讲教授图伦的计算，这门在线课程所影响的学生

数超过他 20年来课堂教学的总和。对此，他表示：“现在能

得到帮助的人如此之多。我将其视为自己的一项使命。”

Google推出的第一门、由 Google搜索教育专家丹•罗素（Dan 

Russel）主讲的MOOC课程——“优化你的搜索技巧”（Power 

Searching With Google）有来自 196个国家的 15.5万名学员注

册，约 2 万人学完课程。吴恩达与同事首次在线开设“机器

学习”（Machine Learning cs229）时就有 10万多人注册，而

过去该课程在斯坦福大学校内课堂的学生每次为 400 多人，

这意味着如果吴恩达想通过课堂教学影响 10万人的话，需要

250年时间。正是这种“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成就感催生了

Udacity、Coursera。 

                                                              
2
图片来源：Full Course statistics[OL]. 

< http://6002x.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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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规模体现在 MOOC 平台中参与高校众多。

Coursera 选择的合作对象是每年最新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

行榜上排名前 5%的学校。截至 2013年 7月，全球共有 83所

高校和机构加盟 Coursera平台，其中欧洲大学 14所，亚洲大

学 7所。共有 28所顶级大学加盟 edX平台，包括 7所亚洲高

校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日本京都

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等。2012年 6月，弗

吉尼亚大学校长特瑞萨·沙利文（Teresa Sullivan）就因采取“渐

进”策略对待MOOC而被校董会罢免（尽管 16天后在师生的

抗议下官复原职），校董会担心她的决策会让弗吉尼亚大学的

光辉被其他先行开展 MOOC 的一流高校所遮蔽。[18]美国知名

大学面对MOOC所承受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不

难想见，随着MOOC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将会有更多学校

加入在线教育平台。 

第三，大规模还意味着大量的教师以团队方式参与课程

教学。以MITx的“电路与电子学”（6.002x）为例，在这门

电机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本科生入门课程的教师清单中共有

21位团队成员。其中，指导教授 4人，分别负责讲座、家庭

作业、实验室和辅导，助教 5 人，开发人员 9 人，实验室助

理 3 人。要制作精美的视频、课件上传到网络上，适时解答

学生疑问，组织协调大量学生在学习社区中有效互动，引导

在线学生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实非一己之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四，大规模意味着大量可供选择的网络课程。截止 2013

年 7月，全球最大的网络课程联盟 Coursera共享了 408门课

程，分别为人文、教育、健康与社会、生命科学、商业及管

理、信息技术、经济与金融、自然科学等各类在线课程[19]。

科勒在接受“沃顿在线”的访谈时表示，“在未来五年里，

我们将会有 3000门课程”。事实上，一个典型的高等教育机

构也就提供 3000门左右的课程。Edx作为世界顶尖高校联合

的共享教育平台，目前也提供了 60门在线课程，覆盖法律、

历史、科学、工程、商业、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公共卫

生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可汗学院则在Youtube上载有超过3600

段教学影片，内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历

史、医学、金融与经济、公民教育、计算机科学等诸多方面。

不仅课程种类繁多、覆盖的知识领域广泛，而且随着 MOOC

的不断国际化，授课语言也趋于多元化。目前，Coursera平台

所提供除英语课程外，还有西班牙语、法语、中文、阿拉伯

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课程。 

第五，大规模更意味着需要大投入。从MOOC三大巨头

的融资情况来看，Udacity 于 2012 年先是获查尔斯河风投

（Charles River Ventures）500万美元，后又获安德森·霍洛

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1500 万美元融资。Coursera 于

2012年先是获克莱恩那·帕尔金斯风投（Kleiner Perkins）和

NEA（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共同注入 1600万美元巨额

种子投资，此后，加州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注资

370万美元，2013年 Coursera又获得 GSV资本、世界银行等

联合投资 4300 万美元，累计融资 6500 万美元。edX 则是直

接由 MIT和哈佛各自投入 3000 万美元，德克萨斯大学系统

（9所大学和 6所健康学院）宣布加入 edX时向 edX注资 500

万美元。此外，网络教育服务商 2tor于 2012年第四轮融资 2600

万美元，累计融资额达 9700万美元。The Minerva Project获

标杆资本（Benchmark Capital）2500 万美元种子投资，

UniversityNow获贝塔斯曼等 1730万美元融资，Echo360获得

了高达 3300万美元的融资、Codecademy融资额也到了 1000

万美元。除了资金的上的大量投入，还需要教师时间、精力

的大投入。有调查显示，教授们通常需要花费上百小时准备

课程，包括拍摄讲座视频、精心准备教学素材、设计教学环

节与活动等，正式开始上课后，每周还需要花 8～10 小时参

与在线学习社区的讨论与答疑等活动。[20] 

2 开放  

开放首先体现在对学习对象的全面开放，体现为真正意

义上的“有教无类”。传统教育中可能成为学习障碍或者入

学门槛的地域、年龄、语言、文化、种族、资本、收入等因

素，不再是开放网络时代人们学习（包括学习高深专业学问）

的障碍。对此，柯蒂斯·邦克（Curtis J. Bonk）力陈“世界是

开放的”、“网络技术正在不断变革教育”。史静寰教授[21]

认为：“只要具备基本的上线条件，鼠标轻点，不管身在何

处都能轻易地学习一流大学和大师的课程；网络连通，不论

阶层、肤色、各个人种都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人们

多年来梦想的教育形态——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按自己的节奏学习，并即时得到学习反馈，在MOOC教育的

平台上似乎有可能成为现实。”几千年前中国哲人力倡的“有

教无类”在MOOC模式下找到了生存的基点和发展的载体。

以 Coursera平台为例，据统计（2013年 3月数据），在该平

台中注册的 300多万学生中美国生源仅占 27.7%，超过 7成的

学生来自美国以外的区域，依次是印度人 8.8%、巴西人 5.1%、

英国人 4.4%、西班牙人 4%、加拿大人 3.6%、澳大利亚人 2.3%、

俄罗斯人 2.2%。[22]除了学生的地域来源广泛，层次类别多样

也是开放带来的好处。媒体津津乐道便有 81岁老人、两个孩

子的单身母亲、蒙古天才少年参与MOOC平台的课程学习。 

其次是教学与学习形式的开放性。Coursera的联合创始

人科勒指出，他们的平台所提供的课程是在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等理念基础上，通

过 10 分钟左右的短视频课程、高频率回顾性（巩固性）测

试、与学习材料的深入互动、家庭作业（含截止日期）、作

业批改、问答平台、线上互动等整体建构而成的。[23]吴恩达

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前同事

在 Coursera上开设了一门课。在线上答疑时同学提问，他起

身去倒了一杯咖啡，打算回来就回答这个学生的问题。结果

就这么短短的 1分钟时间，他发现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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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这名提问者回答了问题，而且已经讨论得热火朝天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 MOOC 平台的开放性，几乎每门在线开

放课程中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都非常充分、热烈。据统计，

Coursera 问答平台中问题的回答时间的中值为 22 分钟。

MOOC利用Wiki、YouTube、Google、Facebook、微博以及

其他社会软件和云服务来促进讨论、创建和分享视频及参与

其他所有的活动[24]。这样足以充分展现课程教学与学习的开

放互动。 

第三是教学内容与课程资源的开放性。根据 OECD 研究

报告的定义为，所谓的开放不仅包括教育教学内容性的资源，

同时还包含技术性的资源，如用于开发、传播和使用开放式

内容的软件工具。基于此，有的学者将开放教育资源（OER）

划分为三个类型：（1）“开放的内容与资源”，即向学习者

提供可用于学习和参考的免费数字化内容，类型包括直接与

教学相关的课程、课件、内容模块、学习对象，参考资料、

电子期刊等。（2）“开源的软件与工具”，即提供各种功能

的开放源代码软件来促进开放式教育资源的开发、传播、交

流与共享。它所提供的开源软件功能众多，从资源的开发、

发布、管理和存储，到资源的搜索、交流和传播等。（3）“开

放的协议与策略”，主要是指学习内容和工具软件的版权使

用协议、资源应用的策略、内容的本地化和网络学习的技术

与资源存贮标准等，是在 OER运动中实现内容性资源、技术

性工具之间的交流与互用以及解决各种版权法律问题的基

础。[25]2012年 6月，edX向全球公开在线学习平台的源代码，

鼓励高校尝试不同教学方法，促进持续创新。同年 9月，Google

就开放了 Course Builder源代码，并向全球推介使用这个工具

包创建MOOC课程。 

第四，开放还意味着阳光下的高质量。教授们一旦将课

程上传到网络平台，就要面对来自同行、专家和批判者的检

阅，因此，上传在线课程是件关乎个人声誉、学校声誉的事，

不容小视。杜克大学的罗恩·布莱瑟（Ronen Plesser）坦言，

为了应对大量水平不一的学生，他在拍摄讲课视频时不得不

仔细地推敲教学讲稿，这让他的教学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水

平。他认为最后的网上课程要比他在校内面授的版本更为严

谨，要求更高。[26]而且，在线课程中的学生是自愿的学习者，

有更大的自由可以随着选择退出，因此，学生用脚投票来评

估教学质量的方式变得通行无阻。[27]可以说，能见度、曝光

率和注册数是课程质量的试金石，藉此敦促教师不断改进课

程质量，则是学生求知途中的福音。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是教育理念的开放。100年前杜威指

出，（教育中）一切的浪费都是由于彼此的隔离[28]。时至今

日，国家与国家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

学科与学科之间、课程与课程之间的隔离俯拾皆是、司空见

惯。但是MOOC及与此相关的开放教育运动所传递出来的知

识公益、利他主义和开放自由的精神，足以跨越时空、跨越

组织机构、跨越国界、跨越学科，从而实现知识的有效传递

和充分运用。 

3 在线 

在线首先是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者可以随时随地将课程、

教学内容与资源上传到网络平台。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

的不断成熟与革新，上传到网络平台的课程内容、呈现形式

更趋迅捷、多样。这种快速架设在线课程的方式，甚至可以

运用到救灾援助等紧迫式学习环境中，便于随时随地地组织

学员展开学习。 

其次，在线意味着任何人（只要具备上线条件）可以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并且能够及时

得到学习反馈。这与过去的在线课程、远程开放课程或者其

他类型的多媒体课程不同。以往，包括MIT OCW、中国教育

部提供的国家精品课程等仅仅是单向的提供课程资源，并未

充分利用在线的双向、交互特征，支持师生、生生之间 7×24、

全天候的在线学习与互动。当然，之所以能形成如今 MOOC

课程的在线交互，与前期开放课件、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先

行实践密不可分，也与学习者运用网络技术的成熟度和信息

素养密不可分。因此，在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所有

教育机构必须重新评估其教育平台，寻找出传统的“面对面

学习”（Face-to-Face）以外的替代方案。 

第三，在线意味着经济实惠，得益于廉价、高速的互联

网连接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这些在线课程可能只需要每

人支付 50美分至 1美元的成本就可在全球播放。而且，由于

在线课程可以支持大规模学习者线上学习，因此，具有较好

的规模效应，这使得集体教学与几年前相比更能为大众所承

担。此外，由于 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网络的兴起，

这意味着学生们可以轻松地与网络上的熟人组建多个长时间

的学习小组，尽管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彼此并不熟悉。[29] 

第四，在线还意味着可以适时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

过程，便于在大数据（Big Data）分析的基础上，掌握学习情

况，跟踪学生的学习生涯，探讨学习与认知规律。2012 年

MITx平台通过“电路与电子学”（6.002x）课程收集了大量

有关学生网上学习的数据，为此，MIT专项投入 20万美元对

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研究，以期探索与发现更加适合在

线的教学内容、学习对象与教学方式。可以预见，随着MOOC

平台中记录、存储和汇聚的数据不断增加，可以发现学习者

对不同知识点的反应，过去困扰心理学、认知科学与行为科

学的教与学的规律问题将不断被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学生的

学习质量与学习效率将会随着教育规律认知的深化而不断提

升。莱夫（Reil）在 MIT 就职演讲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在线

技术有助于传播教学内容并且日益精进，高等教育即将开始

一场伟大的实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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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  

首先是在课程的组织方式上强调“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也就是将课堂内与课堂外师生的、教与学的时间

进行重新的安排。在这种学习模式中，课外的时间从过去让学

生做作业“翻转”为现在让学生在线或线下自学或者协作学习

教师预录（或预留）的教学内容，并针对学习疑虑提问；课堂

内的时间从过去由教师讲授知识“翻转”为现在由教师引导学

生互动讨论或进行问题答疑。从而将课堂的主导权从教师转移

到学生，在真正意义上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实现以

问题或项目任务为导向的学习（Problem or Project-Based 

Learning，PBL）。这种课程也就真正做到了深度学习、主动学

习和探究学习。2012年盖茨基金会专项捐赠 100万美元给MIT

用于开发基于“翻转课堂”在线学习课程模式，以提高在线学

习的教育质量和开放教育资料的利用效率。 

其次，在课程的内容上强调重组（Remixed）。各学科、

专业领域的专家、教师可以将先行编制的多样化的网络课程

和教学资料上传到MOOC平台。这些设计之初未必相互关联

的学习资料可以单独作为学习单元，也可以按照一定的逻辑、

意义、目的进行重新整合，聚集（Aggregate）成为具有不同

学习目标的学习单元集，实现课程资源的再利用

（Re-purposing）。 

第三，在课程的学习方式上强调众包交互（Crowd-Sourced 

Interaction）[31]。远程教育历经异时异步的函授教学（远程教

育 1.0版）到定时定点的无线电、电视教学（远程教育 2.0版），

再到随时随地但无交互的网络教学（远程教育 3.0版），再到

如今众包交互、数字化学习的MOOC教学（远程教育 4.0版）。

在MOOC平台下，大量的学习者构成了共同解决在线课程中

未知问题的群“众”。众多学习者在虚拟或者现实的学习社

区中，利用群体的智慧和有机的互动，共同探讨、实施并评

估问题的解决方案。科勒在TED演讲中专门介绍道，在MOOC

衍生出的巨大线上社区中，学生们以多种方式进行互动，甚

至比在教室里的收获还多。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还

会自发组织线下的学习小组，定期定点见面共同研讨一系列

问题。通过这种众包交互，学习成为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主

动建构过程，终身学习也将成为普遍的现实。 

第四，在课程评价方式上的创新。有研究表明，同学之

间互相批改作业与教师批改作业的分数在统计意义上几近吻

合[32]，因此学生互评是一个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中面对巨量

学生作业需要评阅时一种十分有效的课程评价策略。其次，

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MOOC 平台可以编制一定的程序

批改包括选择题、简答题、数学计算题、数量模型、经济金

融模型扥各种复杂程度不一的作业。再者，Coursera的实践表

明，在适当地激励机制下，让学生自己给自己批改作业也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 结语 

美国新媒体联盟认为，MOOC 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追捧，

是因为它们具备很高的知名度，并且能够覆盖难以想象的学

习者数量。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学习者参加到一个课程

中，按照自己的进度和自己的学习风格进行学习，相互评价

彼此的学习进展。[33] 

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MOOC 是一种全新的教育

模式。这种模式对于传统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犹如笛卡尔创

立坐标系、虚数进入数学家族由此产生复变函数，并广泛应

用于水利、地图、航空等众多领域，对系统分析、信号分析、

量子力学、流体力学等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一样。可以说，并

非自然界产物的虚数，作为人的创造物为人类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打开了广阔的天地。同样地，人类社会因为网络虚拟

世界的形成而步入了复杂而更为多变的复空间社会。不难预

见，MOOC 将引发全球高等教育的一场重大变革。对于学习

者来说，这种在线教育的方式，让全球各国不同人群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成为可能，也使得大规模并且个性化的学习成为

可能。对于高校来讲，“不单是教育技术的革新，更会带来

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的深

刻变化”[34]。对于教师而言，过去“舞台上智者”（sage on the 

stage）逐步转变为“边上的向导”（guide on the side），过去

的讲授者、讲解者将变为学习的激励者、启发者。 

MOOC 到底会对传统教育产生何种程度的哪些影响？中

国又该如何应对？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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