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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在社区教育应用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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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近年来社区教育的快速发展，慕课在社区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慕课

在社区教育应用中的状况仍不尽人意，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针对性尚显欠缺、难以协调受教育者间

个体差异; 学习过程中有效的交流互动机制有待加强; 实践操作能力培养的短板有待破解; 学习成果考核认证

机制有待建立等。从分析当前慕课在社区教育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结合当前社区教育慕课运用现

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慕课运用的相关对策，即整合优质资源，贴近广大居民学习实际需求; 进一步

完善线上线下互动机制，促进学习过程中的良性互动; 探索仿真教学，拓展实践基地，克服实践技能培训不足

短板; 注重学习过程的阶段性评价，完善学习成果认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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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ai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OC in Community Education

MA Su － ping，GAO Hong － bo，CHEN Ying
( Nantong Open University Research Office，Nantong，Jiangsu，22600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MOOC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ommunity education． However，due to various reasons，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application is still unsatisfactory，and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For
example，there is a lack of focu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educa-
tor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short plate of practice operation ability training needs to be cracked; the evalua-
tion and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for learning results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main problem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integrating the high －
quality resources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residents; Improv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ac-
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good interaction in learning process ; Exploring the simul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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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panding the practice base to enhance practical skills training ; Emphasizing the periodic eval-
uation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certification of learning results．

Key Words: MOOC; Community education; Long tail effect;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教育现已成为我国搭建学习型社会不可或

缺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教育具有终身性、开放性等

特点，其形式和内容包罗万象［1］。21 世纪是经济全

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数字化的时代，这些要归功

于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信息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时，对人类的教

育理念、内容、技术等也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

慕课( MOOC) 的产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因其具

备较好地提供个性化、互动式的优势而越来越受到

教育界的关注。
慕课自出现以来，其发展态势呈现出几何爆发

式增长，所包含的学科内容几乎涵盖了教育的所有

领域，正成为世界范围的一种主流的课程教学方式

和学习模式。就社区教育而言，由于其受众的多层

次性，对学习需求呈现出较大的多元性、广泛性，慕

课所具备的开放性、教学资源丰富性等特性与社区

教育学习主体———社区居民的多层次性和学习需求

的多样性等正好相吻合，因此，慕课在社区教育中有

着广泛的应用发展前景，同时，社区教育也为慕课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社区教育中科学有效地

开展慕课探索，能使社区教育更好的满足广大居民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为社区教育

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和途径。
目前，慕课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和研究也已取

得到了较大进展，但和其他新技术新理念一样，慕课

的应用也有着其适用条件及局限性。社区教育较之

于其他类型的教育而言，在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等

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时下慕课由于其先进性已在

社区教育领域中逐步得到应用，但仍存在受众的针

对性、教与学的交互性及实训的可行性等方面亟待

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充分认识慕课优势的基础上，

对当前慕课在社区教育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做深

入研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对策，对于提升和

保障慕课在社区教育应用中发挥应有作用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二、在社区教育中推广应用慕课的意义

1． 在社区教育中推广应用慕课是社区教育信息

化的要求

慕课为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和

解决方案，也是社区教育现代化大势所趋。当前我

们处于知识经济时代，新知识、新科技正以几何级数

爆炸式增长，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各

行各业的发展和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方式带来了

翻天地覆的变化。慕课作为一种新型的大规模在线

课程教育模式，迄今已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等教育

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信息技术在社

区教育中的应用成效日益显现，已成为新时代社区

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推手，在社区教育中推广应用

慕课是社区教育信息化的要求，因此，在社区教育中

推广应用慕课是进一步深化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应

有要义。
2． 有利于社区教育高质量创新发展

慕课在社区教育中的应用，为社区教育高质量

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技术和新理念，不仅有利于社区

教育优质资源整合，也有利于促进社区教育教学方

式、社区教育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创新。社区教育要

适应新时代特征，实现高质量发展，社区教育模式的

不断创新是关键，而社区教育模式的创新离不开现

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慕课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途

径，其资源容量及质量的优势能较好地满足居民学

习者的个性化、多样化学习需求。慕课与以往传统

的在线教育方式相比，具有更为良好的开放性、交互

性、灵活性，在社区教育中推广应用慕课，有利于社

区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与共享，进而促进社区教育

模式的改革创新。
3． 有利于社区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虽然近些年来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在各地都有

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均衡问题仍是桎梏我国社区教

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社区教育中推广应

用慕课，可以将相关的优质课程资源通过慕课平台

发布，不同区域的居民学习者能通过互联网，享受到

多元、便捷、公平的社区教育服务，因此，在社区教育

中推广应用慕课，对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帮扶

欠发达地区社区教育建设，促进我国社区教育的公

平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慕课在社区教育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针对性尚显欠缺，受众间个体性差异难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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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的应用具有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

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过相关组件工具适时的记录

下学习者学习偏好、学习难点等问题，通过分析为学

习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导向等优势，

但由于慕课的在线性、教与学双方一定程度的分离

性等特性，使得教师很难针对受教育者实际知识水

平、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倾向等进行相应的教学方

式调整，从而常常导致教与学两张皮，教学相长更是

无从谈起。在社区教育中，个体差异性是社区居民

学习者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差异性集中体现在他

们的阅历、年龄、性格、职业和收入等方面。另外，慕

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教学手段，在我国仍属起步

阶段，现有的慕课通常对学习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基

础等要求较高，而社区居民学习者水平参差不齐，目

前有些慕课课程对于社区居民学习者来说，在协调

社区居民学习者间的个体差异方面仍显欠缺，这势

必导致社区居民学习者学习困难，产生一定程度的

抗拒心理。例如，部分居民认为有些社区教育慕课

课程形式单一，一些内容超出居民文化水平，接受困

难，另外一些慕课课程与居民的日常工作、生活需要

存在一定的脱节，影响了广大居民对课程的满意度

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对面向社区居民

的社区教育慕课课程进行相应的完善。
2． 教学双方在学习过程中有效的交流互动有待

加强

慕课平台上受教育者与教师通常分布在不同的

地方，受教育者与教师交流互动较之于传统教学而

言相对困难，由于慕课的在线性，导致师生间交流互

动的滞后，难以避免产生师生交流障碍，极易使学习

者产生一定程度的学习抵触情绪。例如，时下在主

流的慕课应用平台上，师生互动几乎大多数都是在

课程阶段性单个视频讲解完成后，通过互动社区的

链接进行讨论与交流，而在学习课程过程中都无法

进行实时性的生与生、师与生之间的交流。如果学

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问题或疑惑，通常只能关掉

视频去网上社区进行讨论，然后再回来继续视频学

习，这会造成学习中断或学习连贯性差的局面，不利

于学习者学习的持续进行［2］。另外，虽然慕课平台

都设有相应的讨论社区，但往往由于交流互动社区

论坛上的发帖、回帖数量众多，很多问题会被淹没在

茫茫众多帖子的“海洋”中，造成网上互动交流社区

形同虚设，常常导致学习者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

答，学习者不得不带着问题继续学习，从而极易导致

学习者的学习倦怠心理，因此，慕课学习过程中有效

的交流互动机制亟待加强。
3． 实践操作能力培养的短板有待破解

慕课教学形式是大规模的网上授课，因此，学习

者只需要一台电脑即可完成大部分的学习过程。虽

然在慕课过程中，教师在最大程度地还原正式的课

堂教学情境方面做了较大努力，但是仅凭网上在线

学习方式，并不能有效地保证教学效果，尤其是对于

实践操作性较强的教学内容，仅靠在线学习更是无

法实现教学目标。以社区居民中的成人学习者为

例，他们大多数都有着一定的实践技能，学习目标较

为明确，但慕课教学形式基本上是通过网上教学，缺

少针对性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往往导致了“学

用”脱节，学习者完成相关学习内容后，留存于脑海

中的只是空洞的理论知识和抽象的操作步骤，实践

操作水平并没有得到真正提高，学习需求没有得到

有效的满足。
4． 慕课学习成果考核认证机制有待建立

目前，慕课建设在我国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

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与之配套的学习成果考核认

证机制尚不完善。毋庸讳言，长久以来，社区教育无

论是网络学习还是课堂集中学习，学习质量和效果

缺乏有效的学习成果考核认证机制。从目前社区教

育慕课实施现状来看，虽然近年来在有些课程项目

中开展了慕课学习成果考核认证机制探索，即完成

慕课相关课程的学习，学习者就能获得该课程的相

应证书，但这些慕课学习成果考核认证证书在社会

上的实际效力颇有争议，常常受到质疑。从现实社

会来看，由于通过慕课学习获得的证书无法与正规

的学历文凭相比拟，只能是代表学习者具有某种学

习成果的佐证，这样势必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动力

与热情。因此，如何使慕课的学习证书得到社会更

广泛地认可，有效突破当前慕课学习成果考核认证

瓶颈是慕课在社区教育中广泛推广的关键问题。
四、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慕课运用的相关对策

1． 整合优质资源，贴近广大居民学习实际需求

社区教育受众是广大社区居民，这就意味着社

区教育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当前主流慕课

资源大多出自著名高校，虽然免费开放，但对受教育

者的知识水平背景有着较高的要求，而就社区居民

而言，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慕课在社区教育中的实施与推广。
慕课在社区教育应用中，不仅仅要关注慕课为

社区教育带来资源的丰富性、先进性，同时还应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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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其“长尾效应 ( Long － tail Effect) ”并使之最大

化。就社 区 教 育 而 言，按“长 尾 效 应 ( Long － tail
Effect) ”有关理论，居民的学习需求分布呈正态曲

线，其中有大部分的居民学习需求趋于相近，集中在

正态分布曲线的头部区域，这部分是主流或流行需

求，而分布在正态曲线尾部的需求是个性化的、非主

流的，社区居民多样性和个性化学习需求会形成长

长的尾巴，将所有非主流的需求累积起来将会形成

一个不亚于主流的需求［3］。因此，要使慕课在社区

教育这方沃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使社区教

育慕课汲取更多的通俗实用、符合社区中各类认知

水平学习者的内容，尤其是要注重开发符合较低文

化教育程度的居民学习者认知方式的课程资源，同

时应更广泛调动社会有志于参与社区教育各类组

织、群体积极投身于社区教育慕课开发中来，如进一

步与高校、企业、教育培训机构紧密合作，实现贴近

社区居民实际学习需求的慕课课程资源的联合开发

和整合，使慕课在社区教育中更具生命力和健康可

持续性发展。
2． 进一步完善慕课线上线下互动机制，促进教

与学在学习过程中良性交互

如何保持社区学习者的学习热情是实现社区教

育慕课有效开展的关键。应进一步完善慕课线上线

下互动机制，促进学习过程中的良性交互。例如，可

以根据社区居民学习者的职业、年龄和认知水平等

因素，分别组成相应的网上班级或网上讨论小组，激

发学习者与学习者间、授课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

流互动。应进一步探索建立线上线下的有效反馈机

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评价意识，经常对自身

学习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保持学习兴趣和持续性;

再如，可以对学习者学习状况适时开展问卷调查，对

他们的学习偏好和习惯做到了然于胸，可通过建立

学习指南以及学前辅导等机制，使学习者根据自身

现有水平选择相应的学习课程项目，帮助他们克服

课程选择的盲目性; 营造课前、课中、课后服务于学

习者良性的交流互动平台和环境，有效破解学习者

课程学习中的障碍，使他们能够可持续性的学习; 另

外，还可以对有较高学习需求的受教育者人群，进行

特殊课程的特殊定制，从而更好的满足社区学习者

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3． 探索虚拟仿真教学，拓展实践基地，克服实践

技能培训不足短板

现代社会教育有关理论研究表明，社区教育并

非以学科理论为中心，而是以实际应用为中心。社

区学习者学习倾向更贴近于实际工作和生活，目的

性更强，通常参加社区教育学习是为了事业工作的

发展和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对于社区教

育慕课相关课程教学目标的设定，没有必要对基础

理论性知识做过多的讲授阐述，而应从社区居民的

身心特点出发，强调课程教学目标的针对性和实用

性，在对社区教育慕课课程进行设计时，除了注重课

程的丰富性外，要注重社区居民学习者所追求的贴

近于实际工作和生活的应用性。综上所述，应进一

步增强实践技能培养在社区教育慕课课程中的比

例，使社区受教育者接受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更好地

应用于实际生活与工作中。可运用现代计算机网络

技术及借助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在探索构建实践技

能培训教学体系过程中，充分利用虚拟仿真技术为

学习者提供各种形式的仿真训练［4］。还可以有计

划地组织学习者分阶段分批次的实地开展实践技能

学习，通过因材施教，灵活教学，弥补单纯进行慕课

学习所带来的学习者实践技能培养不足的短板，进

而保证社区学习者的学习质量［5］。
4． 注重学习过程的阶段性评价，突破学习成果

认证瓶颈

①注重学习过程的阶段性评价

与传统教育相比，慕课更加注重于学习过程考

核，而不是终结性的成绩考核。所以，在利用社区教

育慕课平台进行课程教学时，可依据课程特点增设

一些在线问答、小作业、随堂测验、主题讨论等环节，

并根据学习者完成的情况予以评价，评价结果应作

为课程最终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并占有总评成绩

相应的比例; 评价的标准不应统一划定，更不可偏多

偏难，通过这些考核环节，可随时掌握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而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与方式，

保证慕课教学质量。
②进一步完善慕课学习成果认证机制，突破学

习成果认证瓶颈

从目前社区教育慕课实施情况来看，社区教育

慕课平台已做到了只要通过了相关课程的学习，学

习者最终都会获得相应的课程项目证书，但这些证

书在社会上常常受到质疑，难以具备实际效力，这种

情况与我国时下比较注重学历文凭的传统认识不无

关系。由于慕课的学习证书无法与正规的学历文凭

相比拟，只能成为学习者知识水平和能力的佐证，这

样势必大大降低参与学习者的学习动力与热情。因

此，如何使慕课的学习证书能够得到社会更广泛地

认可，并能使其成为学习者就业或工作的有效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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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当前慕课学习成果认证瓶颈是尤为关键的。这

一问题已愈来愈受到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的关注，

一些省市地区已在此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如将社

区教育与本地高校、开放大学、有资质的教育培训机

构进行相互对接，相互签订学习成果互认协议，通过

建立学分银行平台等形式，当学习者在慕课社区教

育平台修满一定的课程学分，可进入相关签约高校

继续深造，为学习者获得高校授予的学历文凭提供

了路径，同时协同政府及教育相关部门制定慕课学

习证书社会效力的相关文件政策，对促进慕课在社

区教育中应用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

基础和氛围。
五、结语

近年来，慕课因其具有能够提供全方位、大容量

优质课程资源的优势，使之在社区教育中得到了广

泛运用，不容置疑，慕课为新时期社区教育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与途径。但如同其他的新

事物一样，慕课在社区教育中运用同样也存在一些

问题和局限性，本文基于当前慕课在社区教育应用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结合当前社区教育慕课运

用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慕课运用的相

关对策，即针对慕课课程针对性尚显欠缺，受众间个

体性差异难以协调的问题，提出了关注长尾效应，整

合优质资源，贴近广大居民学习实际需求; 针对教学

双方在学习过程中有效的交流互动有待加强的弊

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慕课线上线下互动机制，促进

教与学在学习过程中的良性交互; 针对实践操作能

力培养的短板，提出了探索虚拟仿真教学，拓展实践

基地，克服实践技能培训不足短板; 针对慕课学习成

果考核认证机制有待建立，提出了注重学习过程的

阶段性评价，突破学习成果认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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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的的评价作用在于平衡教育目的社会主

体普遍性与个人主体具体性之间的差异，架起规范

性教育目的与现实性教育目的之间沟通的桥梁，通

过教育目的导引机制，实现外在教育目的与内在教

育目的之间的相互转化。［7］ 社区教育目的内涵丰

富、指向明确，包含社区教育过程前预设与过程中生

成的结果，既符合社区建设发展要求又满足社区个

体学习诉求，因此社区教育目的也是过程后衡量社

区教育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依据。社区教育目的的评

价作用，表现在它从预期的结果出发，以预期的结果

所包含的内容规定为指标，以教育活动的实际结果

为标的，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获得对社区教

育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信息。社区教育评价贯彻客

观公正、结构合理、促进发展的原则，科学制定社区

教育评价指标和标准，围绕社区教育各项目标的达

成度在街镇社区教育工作和社区学校办学两个层面

展开，定期开展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满意度的测评，

并在自评基础上建立社会第三方对社区教育发展的

评价与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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