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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反馈内涵的深层认知
                      和有效反馈的规划设计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
让我们深受启发的亮点之二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该文首先介绍了反馈的内涵与定义，然后用两种模型阐明反馈是如何起作用的(不同的作用模型由不

同的学习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对反馈在“教”与“学”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

这两个视角)做了认真分析。由于目前广大学生对反馈作用普遍感到不满意，所以该文后面着重探讨三个问题：

一是剖析影响反馈质量的主要因素；二是对如何培育并加强学习者寻求和使用反馈的意识与能力做出科学论证

(以便从学习者角度让反馈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三是为在广大教师中积极倡导有效提供和使用反馈的规划设

计给出具体建议与实施方案(以便从教育者角度让反馈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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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的内涵与定义

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反馈这个概念就已出现
在火箭工程领域，并被定义成“系统为达到目的或
目标而借以做出调整的信息”[1]。一位曾参与建立
“控制论”学科的研究者诺伯尔特·维纳(Norbert 
Wiener)，他也是最早将反馈概念引进人文与社会
科学领域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反馈是通过将绩效
的结果重新引入系统，以达到对系统的控制。如果
这些结果只是作为系统批评和自身调节的数值数
据，那么，我们已经有了来自控制工程师的简单反
馈。但是，如果从绩效倒推得到的信息能够改变绩
效的一般方法和绩效的模式，那么，我们就有了一
个很可能被称为学习的过程”[2]。 

正是诺伯尔特·维纳的这一观点，构成学术
界关于反馈的内涵与定义的基础，众所周知，目前
学术界普遍认为，“反馈是在为目标绩效与实际绩
效之间的差距提供信息”。显然，这一定义与内涵
完全来源于维纳的上述说法。当前这一概念已广泛
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职业教育和商业培训领
域。作为支持学习过程的一种策略、手段，反馈的
目的是要突出实际绩效和预期的目标绩效之间的差
异，并产生改变行为的动机。反馈就如同一面镜

子，向学习者反映“他们自身的表现如何”。按照
行为主义理论，外部提供的反馈如果能契合学习者
对自己绩效做出的自我评价，那么，学习者就可以
对关于自己能力和实际表现的自我评价有一个比较
符合实际的估计；即便外部反馈未能契合学习者对
自己绩效做出的自我评价，学习者也可以把外部反
馈作为借鉴(或参考点)，用来判断自我分析的准确
性(在这种场合，外部反馈被看作是鼓励自我分析
的有效工具)。总之，外部反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评价我们的知识和工作的质量。

由于后来出现了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尤其是建构主义——它强调学习者自主建构知
识和共同建构知识方面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3][4]，
这就使行为主义理论显示出其局限性(只关注外部
刺激、外部反馈，而忽视学习者自身在反馈中的作
用)。但是就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上述源自诺伯
尔特·维纳观点的反馈定义(即基于行为主义理论
的反馈定义)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迄今许多文献仍在强调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提
供高质量信息的能力，而对学生在反馈中该做些什
么，却只字未提。

正是看到了这种现实状况，《教育传播与技
术研究手册(第四版)》第33章的作者认为[5]，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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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反馈内涵与定义的理解仍停留在早期阶段
是不够的，为了提高反馈的作用与效果，不仅应关
注改进外部反馈所提供信息的质量，也要加强学习
者的自我评价能力——不是仅着眼于“发送者”的
反馈机制，而是要将关注点转移到参与并使用反馈
的学习者身上。这正是第33章的作者在介绍完“反
馈”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后，会立即从全新视角去
分析“反馈如何起作用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去探讨“影响反馈质量的主要因素”“培育
和加强学习者寻求和使用反馈的意识与能力”以及
“开展有效提供和使用反馈的规划设计”等关键问
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反馈如何起作用的模型

在解释反馈是如何起作用的诸多观点(或理论
模型)中，有过较大影响的模型主要有两种：一是
机械模型；二是建构主义模型。下面是有关这两种
模型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的具体剖析与说明。

(一)反馈的机械模型
反馈的机械模型(或“技术模型”)和当初反馈

概念来自火箭工程领域有关，其实施的关键是要
将有关当前任务的信息提供给学习者，以改变后
续任务(或工作)的质量。这种要求表明，信息反馈
的结果必须通过“对后来行为的改变或影响”才能
检验。同时也意味着，为了使学生的绩效朝着期望
的方向发展，教师也有必要按照同样要求去做。在
此模型中，最重要的信息不是与任务本身相关的内
容，而是影响后续任务实施的信息。

上述模型中的反馈表明，反馈涉及的是“使
用的信息”，而不是“被传输的信息”。诚如冉
马沛拉塞(Ramaprasad)所言，“只有被用来改变实
际水平与标准水平之间差距的信息，才是真正的
反馈”[6]。这种模型的最大缺陷就是它的机械起
源——它假定学习者需要教师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学
习资料，并假定学习者将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对
“反馈干预”措施做出反应。而事实上，学习者
完全有能力自主建构知识(或通过学习小组协同建
构)，并参与不同的学习活动。这种把学习者置于
被动接受处境的“机械模型”，目前已日渐式微。

(二)反馈的建构主义模型
如果把学习者看作建构自己理解的积极参与

者，那么，反馈的建构主义模型将更能真实体现反
馈过程中的探究、传递、接受和行动的实践。建构
主义模型强调，反馈不但能起到改善后续任务绩效
的作用，而且该过程还非常有助于学习者进行自我
调节。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反馈被重新定位，不再

仅仅是一个只有短期效用的策略、手段，而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形成技能的过程[7]——这种反馈
可以帮助学习者有效提升对学习过程的自我监控能
力(在建构主义模型中，反馈被概念化为进行自我
调节的内在因素)。建构主义模型把学习者置于反
馈过程的中心，外部和内部的反馈循环可以帮助学
习者理解任务的性质，并制定出用以达成预期目标
的战略或战术；该模型还特别关注学习者的动机对
学习过程与绩效的影响。

学者巴特拉和维纳(Butler & Winne)通过基于建
构主义模型的研究发现，在该模型支持下，学习者
可以运用六种方式来和外部反馈互动，以提高学习
者的自我调节与自我评估能力。这六种方式是[8]：
(1)忽视外部反馈；(2)拒绝外部反馈；(3)将反馈看
作无关紧要的过程；(4)认为内部和外部反馈之间没
有联系；(5)重新解释外部反馈以便使其与内部判断
保持一致(即听到他们期望听到的)；(6)用一种特别
肤浅的方式对反馈进行互动，以此来取悦评估(或
反馈)的发送者，而不是基于外部反馈来对知识或
实践活动做出合理的调整。

基于建构主义模型，学生可以同时使用内部
反馈与外部反馈来评价其绩效的优点和缺陷，这
就使具有优良品质的特征或行为能被及时强化，
而那些不太好的特征或行为，可以被修改。另
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反馈不仅是让学习者受益
的一种策略、手段，也是让教师受益的一种有效
教学策略，因为它也及时告知教师教学的效果如
何，以便于他们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从而更好
地实施因材施教。

三、反馈在“教”与“学”过程中的作用

(一)反馈对学习者的作用(提高动机与绩效)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反

馈是提高学习者绩效的一种干预措施。例如，培里
查德(Pritchard)等学者就认为“反馈对绩效的积极
影响已成为心理学中最广为接受的原则之一”[9]。
但是自从学者克鲁哲和德尼斯(Kluger & DeNisi)于
1996年在《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
发表有关反馈元分析的研究成果以后，不少学者对
上述几乎被公认的真理，开始提出挑战与质疑。克
鲁哲和德尼斯在其研究中发现，尽管总体而言，反
馈提升了工作绩效的0.4个标准差，但实际上其中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降低了工作绩效。这一发
现促使其他研究人员去探究哪些是帮助或是损害绩
效的反馈条件(或因素)。例如，赫提(Hattie)和提姆
珀利(Timperley)在他们对反馈干预措施的元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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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也证明，反馈中使用的方法与反馈的有效性之
间具有内在联系[10]。这表明，就反馈对于学习者的
动机与绩效提高而言，一般说来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必须考虑反馈中使用的方法是否得当。那么，在
反馈中到底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得当呢？克鲁
哲(Kluger)和范·迪克(Van Dijk) 认为[11]，对这个问
题给出“一刀切”的回答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在
实验研究中发现(以医学教育为例)：当人们在关注
改进工作的情况下，往往更愿意积极响应反馈；而
在关注预防的情况下则刚好相反，消极的反馈反而
对人们更有成效。例如，在医学教育的实习过程
中，学习者都是新手医生，要在高风险的环境中操
作(他们的行为可能决定病人的生死存亡)，这时通
过有经验的老医生来帮助新手提高医疗水平(即改
进工作)显然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
论新老医生(即教学过程中的指导者和学员)都愿意
响应、并大力支持积极的反馈；但如果实习中正好
遇到对某种疾病的预防工作，由于这种工作的绩效
主要取决于机构(如医院、医疗协会)或社区、而非
个人，而且往往有一套成熟的经验与做法，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不论新老医生都对反馈持比较消极的
态度。

克鲁哲和范·迪克的研究，强调了教学过程
中反馈的复杂性，特别是“情境”在有效反馈中的
核心地位；此外，他们认为，学习者的历史背景、
认知能力和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习任务的性质等也会
对反馈的作用产生影响，所以这项研究促使人们质
疑“通用最佳实践反馈框架”的价值，并认为对于
“应该如何给出正确的反馈”，不应做出“一刀
切”的回应。

(二)反馈对教师的作用(调整教学、改进教学)
通常，反馈被看作是帮助学习者的一种工具、

手段，却很少有人把它看作是帮助教育者的一种
策略。进入21世纪以后，在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
些可喜变化，例如，约克(Yorke)在其研究中发现，
“评价活动对学习者和评价者都有一定的影响；评
价者通过评价了解学生在专业方面的发展程度，并
对教学做出相应的调整”[12]——在整理书面测验的
结果时，如果大多数学生都不能正确回答某个特定
问题，这一反馈信息，就可被教师用来作为相应知
识内容的教学质量存在问题的证据，并可以此作为
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的依据。

另一个案例也可用来说明反馈如何能帮助教
师——当学习者收到关于他们自己表现的反馈信息
与建议时，他们有可能在随后的行为表现上做出一
些相应的改变，而“随后的行为表现”环节，就可

以供教师用来分析自己所提出的“反馈建议”被转
化成“行为改变”的程度；在给出反馈之后，教师
往往还需要创造一个涉及“该反馈是否被执行、以
及如何执行”等实践环节的“后续反馈”，以便让
学生有机会去练习、去体验新知识。比如，一位指
导教师正在观察一位实习教师在坐满学生的课堂里
的行为表现(该实习教师就是那位指导教师所指导
的学生)，并记录下实习教师在监控孩子们课堂行
为方面的困难，这时，指导教师可能给出这样的反
馈：“这种情况下，建议开展A，B，C，……等项
活动，可能有帮助。”而且，指导教师肯定要继续
观察这些建议(即反馈)被采纳了没有？这些活动(策
略)在改善课堂混乱方面是否有效？如果反馈建议
被采纳了，而课堂的乱象没有改变。那么，观察者
(即指导教师)就面临要对自己的建议进行评估的挑
战，并且学习者和观察者都需要寻找其他方法和策
略来帮助学习者达成目标。

这个例子表明，学习者在“后续反馈”中的反
应和表现，为指导教师评价他们在“学生行为改善
方面给出反馈建议”的有效性和恰当性提供了具体
数据和证据。可以说，没有对学生实际学习效果的
了解，就不会有反馈的发生，更不能说明教师的反
馈意见是否有价值。

四、影响反馈质量的主要因素

如上所述，教学过程中的反馈具有高度复杂
性，特别是“情境”在有效反馈中占据核心地位。
事实上，反馈是否有效，即代表反馈质量的高低，
可见，要考虑影响反馈质量的因素，离不开教学过
程的情境；而教学过程的情境涉及“学生”“教
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策略”“教学时
机”“信息技术支持(即信息化环境)”等许多方
面。下面，我们就依据《手册(第四版)》第33章作
者的观点，从“学生”“教师”“策略”和“时
机”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影响反馈的主要因素。

(一)来自学生方面的影响因素
反馈质量必然要受到来自学生方面的影响，

这是因为，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学生是反馈的主
要受益者。但要让学生能真正受益于反馈，诚如
学者塞德勒(Sadler)所言——需要学生满足三个必
要条件[13]：

1.学生必须对绩效目标和参照指标有一定的
理解

学生若不理解学习最终要达到的绩效目标，他就
不会去关注自己当前的实际绩效和目标绩效之间是否
有差距；那么，对于专门用于缩小、乃至消除这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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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反馈”，就更不会去认真对待与关注。
2.学生一定要参与到对绩效目标和实际绩效的

数据比较当中
只有真正参与到这二者的比较当中，学生才能

深切感受和体会到这二者之间是否有差距、有多大
的差距、是什么性质的差距，从而更关注来自教师
的反馈，而且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外部反馈的
合理性、适切性做出正确的判断。

3.学生一定要尝试用实际行动或策略去弥补实
际绩效和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

知识技能(尤其是较复杂的、高阶知识技能)一
定要经过亲身体验和反复实践才能深刻理解与掌
握，才有可能真正消除实际绩效与预期目标之间的
差距；光听别人讲解是不够的，一定要落实到实践
和行动。

此外，如前所述，学习者的历史背景、认知能
力和自我效能感，以及学生的学习任务性质等，也
会对反馈的作用及效果产生影响。

(二)来自教师方面的影响因素
教师是反馈的提供者，他所提供的反馈信息

对于缩小学习者的实际绩效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教师未能提供学习者当前
实际表现与目标水平之间差距的信息，也没有提出
帮助学生缩小差距的方法、举措，那就正如学者塞
德勒(Sadler)所指出的，这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不
稳定数据”而已[14]；学习者根本无法利用这样的数
据，自然不会对这样的反馈感兴趣(更谈不上什么
“满意度”了)。

学生通常都很重视来自他们教师的反馈，这是
因为教师具有相关领域较全面、深入的专业知识；
教师的丰富知识经验和较深刻的感知与分析问题能
力，可为学生构建起一个值得信任的氛围，这样，
才会使学生认真去“听取”并“执行”来自教师的
反馈信息。可见，对于反馈的质量而言，来自教师
的影响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教师到底应如何来构建自己为不同学生
提供的反馈信息呢？尤其是在关于学生学习行为的
“肯定”和“批评”上，应各占多大比重(应分别
投入多少时间、精力)？在提出批评意见时是“实
话实说”，还是要适当考虑学生的自尊心？反馈信
息除了要由教师(或教学专家)发送以外，还要不要
由“学习同伴”发送(同伴往往比教师更容易接触
到、观察到某位学生的绩效差距，但其专业知识可
能不完备甚至有缺陷)？…… 这些问题目前在学术
界仍有较大争议、尚无定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在考虑影响反馈质量的教师方面因素时，还有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来自教师(或
专家)反馈信息的权威性？”通常认为，“反馈信
息是教师(或专家)对事实作出的权威判断与陈述，
而不是可以与学习者共同协商的知识建构过程”。
以这种方式表述的“反馈”概念其风险是：它可能
不鼓励学习者对绩效进行自我评价、或针对有问题
的绩效去探讨其他的解决途径与办法；这将会严重
影响并阻碍学习者自我调整能力的发展。为了避免
这种负面作用的发生，我们应当既要公开承认“来
自教师(或专家)反馈信息的权威性”(从而使学生能
主动、积极去执行、去落实)；又要为学生留下自
我调整的空间——在执行反馈信息过程中，要同时
鼓励学生对绩效进行自我评价，并在可能条件下针
对有问题的绩效去探讨其他的解决途径与办法(看
看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三)策略方面的影响因素
就反馈质量而言，比较典型的策略方面的影响

因素是“经过修饰的矫正策略”。这种策略的提出
背景是要“保护学习者的自尊心”——当反馈信息
是要纠正学习者的严重行为偏颇，为此而全面揭示
其存在问题并提出较严厉批评时，由于担心学习者
有较强的自尊心而无法接受，因而有意弱化对学习
者的批评，这就使反馈不再是作为揭示行为弊病、
绩效差距和为缩小实际绩效与目标绩效之间差距提
供策略的一面镜子，而成为一种经过精心包装的
“赠品”——为了不致使学习者沮丧，教师修饰甚
至省略了原来的批评与纠正性信息，从而使学习者
无法改善其行为，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标，也使反
馈最终失去其意义与作用。

除此以外，上一小节关于来自教师的影响因
素中，在提到“教师到底应如何来构建自己为不同
学生提供的反馈信息”时，涉及到目前在学术界仍
有较大争议、尚无定论的若干问题。事实上，这些
问题都属于教学策略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都
会对反馈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令人感到遗憾
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仍处于争议阶
段，尚无定论。

(四)时机方面的影响因素
目前可供教师采用的大多数反馈建议实施模

型，都提倡在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后立即提供反
馈，这是最佳时机[15][16]。然而，通过对于反馈的深
入探究也揭示出关于反馈时机的更为复杂关系，例
如，库力克(Kulik)和舒特(Shute)等学者发现[17-19]，
对于那些需要高阶能力处理的复杂任务来说，延迟
反馈(而非即时反馈)是有好处的。在他们给出的案
例中，延迟反馈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反思空间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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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并考虑完成后续类似任务的其他方法。此
外，当下所处学习环境的气氛和学习者的情绪状况
也与提供反馈的最佳时机有关。比方说，像在教室
或医院这样的学习或实习的情境中，当其他学生、
病人或同事也在场的情况下，教师(或指导专家)对
学生(或实习医生)的行为或处理方式做出即时反
馈，并不是最恰当、最有效的；而当学习者由于任
务本身的特殊状况引起情绪波动甚至非常激动时，
或者因为学习者自己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有错误表现
而沮丧时，他们接受外部反馈的意识与能力都会下
降[20]。

可见，提供反馈的最佳时机选择，不一定都是
即时的，而是应考虑多种不同的情境与复杂状况。

五、如何在教学中让反馈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

为了能让反馈在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手
册(第四版)》第33章作者认为应从教师和学生两个
方面同时努力。对于学生，作者强调应着重培育和
加强他们寻求和使用反馈的意识与能力；对于教
师，则应向他们倡导有效提供和使用反馈的规划设
计。下面是对这两方面实施要求的具体论述。

(一)培育并加强学习者寻求和使用反馈的意识
与能力

1.目前学生对反馈的态度与看法
学者卡勒斯(Carless)和克劳斯(Krause)等人的调

查显示[21][22]：反馈是当前学生经历中最麻烦的事情
之一。学生的自我报告中普遍对反馈感到不满意，
所以学生通常不会根据反馈来调整行为以提高学习
绩效；很多学生没有去阅读由教师给出的书面反
馈，即便有些学生阅读了，也不能保证能按照反馈
的要求去执行。

这些调查结果不仅让人们了解当前学生对反馈
的主流态度与看法，还反映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
教师现在应开始对自己“提供反馈建议”而形成的
反馈做出回应；二是把对反馈研究和论述的重心放
在“教师在传递反馈建议过程中的角色上”(而不
是放在学生应如何获得和使用反馈信息上)，这是
有偏颇的。

2.形成上述态度与看法的理论背景及原因
当前学生中对反馈的态度与看法之所以会出现

以上现象，主要是因为受到“刺激—反应—强化”
的行为主义理论影响[23]。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们
认为，反馈是由教师来传递的、为了提高学生在同
等或直接相关任务中即时表现的一种工具手段[24]。
这种言语反馈是信息从教师到学生的说教式传输；
在此过程中，教师被定位为专家，而学习者被定位

为具有依赖性的、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目前大多数的反馈指导原则默认教师知道如何

提高反馈的有效性，并认为反馈有效性的提高会促
进教师更加及时地给学生做出评价，也将更频繁地
向学生传递这些信息；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简单地
控制传递言语反馈的频率(例如，在工作场所中一
天一次、每周一次、或另作专门规定)。这种做法
再次体现出对行为主义原则的依循，而完全忽视了
学生在反馈过程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正是当
前大多数学生、对反馈的态度和看法会如此消极的
根本原因所在。

3.今后的努力方向
为改变广大学生对待反馈的消极态度与看法，

必须培育并加强学习者主动寻求和使用反馈的意识
与能力。在这方面，近年来已开始出现一些良好势
头，例如，在研究高校学科教学过程中反馈的相关
文献上，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关注应通过反馈发展学
习者自我评价的能力[25][26]；而且其中由波德(Boud)
提出的“可持续评价”[27]，实际上是基于建构主义
观点——倡导教师应和学生一起参与反馈实践，以
达到共同建构知识和即时评价的要求，这不仅不会
对持续学习知识技能有所削弱，还能通过共同协商
深化对知识技能的意义建构。

除了波德(Boud)提出了基于建构主义的“可持
续评价”新概念以外，卡勒斯(Carless)还进一步指
出[28]，师生共同协商不仅能深化知识技能的意义建
构，还有利于促进学习者自主调控能力的发展；
不仅如此，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引下，佩赖斯
(Price)和卡勒斯(Carless)等学者还提出了一种全新
的反馈实施模式[29][30]，这种模式的核心理念涉及两
个要素：一是把学生视为反馈实施和体验的中心；
二是将反馈视为学习过程循环、持续的一个组成部
分，从而有助于发展学习者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调整
能力。

通过佩赖斯和卡勒斯等人提出的反馈实施
模式，教师可通过能使学习者行为与目标绩效相
匹配的外部信息，来发展学习者的批判性反思
能力；在此过程中学习者可持续对比内、外部信
息，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者将逐渐加强自我
评价的意识与责任感，并通过上面提到的循环过
程使自我调整、自我评价能力不断得到强化。这
表明，佩赖斯等人提出的新型反馈实施模式，确
实非常有利于培育并加强学习者主动寻求和使用
反馈的意识与能力，所以这正是我们希望用来培
育并加强学习者“主动寻求和使用反馈的意识与
能力”的最佳途径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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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有效提供和使用反馈的规划设计
既然卡勒斯等人提出的、基于建构主义的新型

反馈实施模式，非常有利于培育并加强学习者“主
动寻求和使用反馈的意识与能力”，那么，在此模
式的指引下，我们就不难做出有效提供和使用反馈
的规划设计(及具体设计)，并将这种“规划设计”
在广大教师中大力倡导与推广。依据目前的文献资
料，《手册(第四版)》第33章作者认为，这种规划
设计的核心理念应包括四个方面(也称四大支柱)。
下面就是对这种规划设计核心理念的阐述。

1.要帮助学习者养成主动寻求反馈的习惯(或倾向)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能让学生通过适当的任

务设计而意识到反馈的益处，并经常有机会参与
到和同伴(或教师)富有成效的对话交流中，那么，
他们将更有可能把反馈看作是学习的一种工具、手
段，而不是教师(或权威)根据学习需要让他们去强
化或削弱自己的行为。要让学习者能把寻求反馈养
成习惯，就要定期为学习者提供机会去听取和履行
反馈，并要启发学习者去反思绩效标准和反思内外
部的反馈信息在“评判空间”是如何相互支持或相
互排斥。汉德松(Henderson)等人认为[31]，这样定期
为学习者提供机会练习反馈的做法，可以使学习者
逐渐把参与反馈看成一种习惯，而不是“勇敢的表
现”。

另一个弱化从教师到学生“单向传输式”反馈
的重要策略，就是让同伴(或用户)参与到反馈过程
中去[32]，以便通过获得传统的师生关系以外的反馈
资源来体现学生可以成为一个知识创造者，而不是
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的信息加工“主体”。

2.要以反馈的目的作为学习导向 
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主动积极的学习者，而不是

被动接受和反应信息的行为个体，教师和学生都应
把反馈看成是能够促进学习的系统；换句话说，反
馈不是“说出”，更“不终止于说出”——它不是
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的单向过程。在学习环境中
的所有相关者都应明确反馈的目的导向——就是要
将“反馈”作为促进学习者自我监控、自我调整和
自我评价能力提升的一种方式，并且要始终不渝，
贯彻始终。

3.要提出明确的、循环嵌套的、反复的学习任务
之所以要提出明确的、循环嵌套的、反复的学习

任务，是要确保能把持续循环中的目标绩效、实际表
现、用于缩小差距的调整策略以及观察行为表现中的
后续变化机会等各个环节都连接起来。若某位学生反
映：他们对评估目标或评估标准还缺乏清晰的认识，
教师就应尽可能地为该生阐明标准或参考点。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学习任务，萨德
勒(Sadler)主张，应使用学生的样本来开发包括“高
质量作业”的个人知识[33]。与此类似，为帮助学生
理解和运用绩效目标，在技术技能和实践技能的学
习与训练过程中，很多专家都热衷于采用“优秀案
例”的录像范本，以便学生能够接触到便于对比个
体表现的绩效目标。

对于形成性评价，应安排在课程实施过程
中(而不是在课程后半段)，这样才可以使学生有
后续机会去表现反馈所带来的变化。例如，可将
形成性评价及其反馈，贯穿于整个学期的学习任
务中；而学期末提供的反馈，不太可能具有形成
性，因为这种情况下学习者很少有机会在最后的
学习阶段使用反馈信息——若没有这种后续的练
习机会，学生将看不到反馈作为一种改善行为绩
效工具(或手段)的效果；而且教师也无法判断他们
提供的干预是否有效。

4.要关注学生自我监控、自我调整能力的发展
从课程的早期(乃至刚开始)，就应该让学生有

机会自我评价自己的行为表现，了解这种评价如何
逐渐累积到外部评价——这包括通过定期活动来评
估学生的学科内容知识，或采用标准参照模式来评
定学生致力于写作(或某种实践技能)的过程。

通过询问学生对自我绩效的描述，教师可以
为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提供支持——由教师提出
的阐释性和探究性问题，可以启发引导学生的进
一步思考，从而帮助学习者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
是被“告知”)。“你认为你可以怎样达到这个
目标？”“这样可行吗？”“你能对此解释一下
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帮助学生锻炼自己
的判断能力；另外，在这样提问之后，教师接着提
出的观点(后续观点)有可能支持、验证、或矫正学
习者的想法，也有可能与学习者的自我评价产生激
烈辩论，从而可进一步深化与加强学习者对相关任
务目标和该任务的有效执行之间关系的认识。

包括上述四个方面核心理念(也称四大支柱)的
规划设计，为有效提供反馈和使用反馈创造了有利
的环境与条件，并可为学习者自我监控、自我调整
和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提供支持。这四个方面所涉
及的命题，不仅包括(甚至超出了)反馈的内容和反
馈传递机制，并指向更高层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
所以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六、结束语 

近年来有关反馈的文献调研表明，学生(特别
是高校学生)对反馈普遍感到不满意；教师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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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目前做法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在反馈提供与
实施过程中采取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实际行动。传统
反馈建议的“说教”本质和反馈信息传递过程中学
生参与度的缺失，都警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当前
的“反馈模式”。由佩瑞斯(Price)、波德(Boud)、
卡勒斯(Carless)和尼柯尔(Nicol)等多位学者分别对
反馈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所得出的创新成果(尤其是
其中由佩瑞斯和卡勒斯等人提出的、基于建构主义
理论的新型反馈实施模式)，正在冲击高等教育的
教学过程改革，并对广大教师提出挑战——呼吁广
大教师去积极实施基于建构主义的新型反馈模式。
为此，教师应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是随着学生自
主学习和自我监控能力的不断提升，教师应渐进性
地减少向学生提供关于如何达到目标绩效的指导信
息；二是完全放弃传统反馈模式，参照上述“四大
支柱”，加强师生互动，协同建构学生的知识技能
(尤其是“高阶技能”)，积极自觉地运用新型反馈
模式。如上所述，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新型反馈模
式，完全有可能使目标绩效、完成任务的过程、以
及缩小(乃至消除)当前实际绩效与目标绩效之间差
距的反馈，三者保持一致，甚至有机融合在一起，
从而使学习者的自我监控、自我调整和自我评价能
力得到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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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Core Literacy
in Senior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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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 Senior Hi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Standard Revision 
Group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in the past decade and finalized the disciplines core literacy system that centered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responsibility. This study interprets 
and discusses the disciplines core literacy and the overall structure, framework, descrip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senior high ITCCL.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further describe and discuss each elements of senior high ITCCL’s concepts, value, specific expression, 
and the clar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its level. The implication of the paper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 curriculum contents 
editio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training, student evaluation, etc.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Core Literacy in Senior High;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formation Society Responsibilit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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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Feedback Connotation’s Deep Cognition
and to the Effective Feedbacks’ Planning Design

—The American《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Fourth Edition)》
Let Us Inspired By One of the Highlights

He Kekang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feedback’s connotation and definition, then uses two kinds of models to clarify that 
the feedback is how to play the role (The different role model is supported by the different learning theory).On this basis, to the 
feedback’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is article made a careful analysis (mainly from students’ the “learning” 
and teacher’s the “teaching” this two perspectives). Due to the students generally feel dissatisfied with the action of the feedback, so 
this article’s emphatically discusses three questions: Firstly, analyzing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feedback; Secondly, 
the view of “how to cultivate and strengthen the learners seek and use the feedback’s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should be made 
a scientific argument (So that from the  learners’  perspective let feedback to play a bigger role and influence); Thirdly, in order to 
actively advocate for teachers, the view of “effectively provide and use feedback’s planning design” should be given out specific 
sugges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o that from the educators’ perspective let feedback to play a bigger role and influence).
Keywords: Feedback; Behaviorism; Constructivism; Target performance; Self-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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