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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
体现文化自信
□ 何克抗

【摘

要】
关于“互联网+”时代如何促进教育变革的趋势与方向这个主题，本文认为应从两种不同视角去
探讨。在此基础上，文章介绍了近年来混合式学习逐渐流行的背景及其特定内涵。然后指出，教育信
息化应能显著提高教育生产力，即实现教育在质量提升方面的跨越式发展。最后强调：我国教育信息
化要走在国际前列，就应当有自己中国特色的创新，有了教育领域的自主创新，才能真正体现我们的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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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互联网+”时代如何促进教育变革的趋势

很多缺陷，但有一点是在线教育取代不了的：优秀教

与方向这个主题，我们应该从整个大教育系统的视角

师的言传身教、优秀教师的人格魅力以及校园的传统

去探讨，把远程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子系统

文化氛围——这是在线教育环境没办法实现的。

都涵盖在内。

近年来，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是强调混合式学习

如果单从远程教育的视角来看，目前流行的慕课

（Blended Learning, B-Learning）。混合式学习的概

等在线学习方式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在线学习方式强

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意即两种以上不同教与

调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支持联通性和分布式认知，

学方式的结合。但是，近年来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混

对于个性化学习的开展特别有益。新兴的在线学习方

合式学习重新在国际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当前

式已经给借助广播电视或互联网进行单向授课的传统

的混合式学习是指在线学习与传统课堂面授二者的结

远程教育带来极大的冲击。“互联网+教育”为代表

合。课堂面授中的师生互动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

的新型在线学习将会取代传统的远程教育，这个取代

在线学习则因其很强的交互性且资源非常丰富、触手可

应该是件大好事，表明社会在进步、技术在发展，符

及从而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这二者的结合

合我们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们当前的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是最有利的。

如果单从远程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

自 2010 年以来，混合式学习已经逐渐成为国际

“取代”的问题。但是，如果从高等教育或者中国整

教育界的一个趋势。作为教与学方式的一种，混合式

个教育系统的角度来看，就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

学习的内涵实际上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主

一种融合关系。

体的特征：课堂面授以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为主，而在

从目前看，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对传统教育

线学习则可突出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这与我们

似乎有很大的冲击。早期甚至有比较偏激的观点认为

中国学者所倡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育思想

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是“没有围墙的大学”
，将

完全吻合。所以从高等教育或整个教育系统的角度来

要取代“有围墙的大学”。但是，经过几年实践以

考虑，混合式学习将是教育深化改革新的发展趋势。

后，大家慢慢冷静下来，认识到在线教育和传统高等

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在线学习的优势，也要认真进行以

教育的关系不是一种取代关系，传统的远程教育可能

课堂教学结构变革为核心的深化改革。

确实被取代了，但是传统的高等教育不可能被取代。
传统的高等教育就是以课堂面授为主的教育，尽管有

随着对教育信息化重视程度的提高，我们会看到
虽然技术发展了但一百多年前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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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差别不大。为什么？如果信息化在教育中实施得
好，应该能显著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教育在质量提

从上述三方面素质可以看到，创新意识属于精神

升方面应该有一个跨越式发展。过去，大家认为这不

范畴，创新思维则是形成创新能力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可能。但经过多年实践，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没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我们已经能够让很多教育薄弱

木）。这正是人们断定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实质是

校甚至薄弱地区变成优质校和先进地区。例如，河北

创新人才培养的科学依据所在。

省的丰宁满族自治县过去是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水平

在创新人才所具有的三方面素质中，创新意识主

落后，而现在已经是河北省农村教育的一面先进旗

要解决“为什么创新”和“为谁创新”
，即创新的目的

帜。又如，甘肃陇南的宕昌县原来是甘肃省最贫穷、

与动力问题。显然，创新意识要通过长期的坚持不

最落后的县之一，经过我们和当地教师的共同努力，

懈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教育才能树立。创新思维 （创

2015 年以后这里的义务教育质量已经走在陇南地区

造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则解决“如何创新”的问题。

前列。当地教育局的领导也很自豪地说：
“过去我们

创造性思维解决如何形成创新的思想、理论、方法及

的校长和老师都要到兰州、北京、上海去参观、学

设计的问题；创新能力则解决如何把创新的思想、理

习，而现在，周围很多学校的校长、老师都来我们这

论、方法及设计转化为实际的精神产品或物质产品

里参观、学习和交流。
”由此可见，借助信息化，完

（写成文学作品、谱成乐曲、形成绘画或是制造出各种

全可以实现教育质量的跨越式发展，让薄弱学校、薄

专利产品） 的问题。可见，创新意识是实现创造发明

弱地区变成先进学校、先进地区，让普通教师变成名

的目标与动力，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

师，让基础差的学生变成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这不

意义。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又以创造性思维为基础，

是个案。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信息化。

离开创造性思维，创新意识将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

中国教育信息化要走在国际前列，应当有中国特
色的创新，有了教育领域的自主创新，才能真正体现

离开创造性思维，如上所述，精神产品或物质产品的
产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创新能力”

我们的文化自信。那么，我们应如何在教育信息化的

不过是事倍而功半的傻干，甚至是徒劳而无功的蛮干。

进程中走在国际前列？如何做出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或

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性思维又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者贡献？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提到了在“互联网+教育”

力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条件。 这表明，要想真正培育青

时代如何有效培育青少年的核心素养。对“核心素养”

少年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关键是要落实青少年的

有多种不同解读，而我理解的核心素养就两条：创新
精神与创新能力，合作精神与合作能力。这两方面素

18

价值、前所未有的精神产品或物质产品的实践能力。

“创新思维”
，即“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事实

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公认的最核心的素养。

上，如何对青少年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迄今为止

互联网的交互性强、联通性好，有很强的分布性与协

国际上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一直未能解决的重大难题。

作性，再加上资源丰富、触手可及，所以借助在线学

众所周知，创造性思维的“本质”是人类大脑产

习环境培养合作精神与合作能力并不难。真正难以做

生“灵感”或“顿悟”的心理加工过程。但长期以来

到、难以实现的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由于国内外学术界 （包括教育学界、心理学界和哲学

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实质是创新人才的培

界） 都弄不清楚灵感与顿悟 （创造性思维的具体体

养——这是因为创新人才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

现） 的心理加工过程，所以灵感与顿悟总是被蒙上一

维、创新能力三方面素质的人才 （何克抗, 2000）。

层神秘色彩，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物。

创新意识是指具有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贡献的远大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学科分割的现状所造成的——

理想、为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而献身的高尚精神和进行

心理学家只研究人类的外部行为表现 （行为主义理

创造发明的强烈愿望。创新思维 （创造性思维） 是指

论） 和内部心理加工过程 （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理

能形成有创新意义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或产品设计

论），但内部心理加工过程是由大脑皮质的神经生理

的一种高级复杂认知能力。创新能力是指具有把上述

机制决定和控制的，而神经生理机制要通过脑神经生

创新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或产品设计转化为具有实际

理解剖才能了解，在学科分类上属于医学范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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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创新理论观点之所以能被当代国际一流心理学家

神经生理机制看成黑匣子，对黑匣子的解密则交给医

所肯定，不仅是因为它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脑科学

学界的脑神经生理学家去完成。脑神经生理学家通过

与脑神经生理解剖研究成果作为支持，还因为它已被

生理解剖对黑匣子的内容一目了然，但对心理学问题

我们十多年来在几百所中小学进行教学改革实验研究

却一窍不通。这正是从古至今灵感与顿悟总是被蒙上

的实际效果所证实。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有可能为

一层神秘色彩，弄不清其本质的根本原因所在！

广大教师 （尤其是中小学老师） 找到并提供能结合不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用另一种观点来看问题，就

同学科教学，在完成某学科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对

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而找到有效培养创造

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培养的一整套可操作、可重复、

性思维的途径与方法。事实上，任何一位学者，只要

可推广的有效模式与方法。该书的最后一章“创造性

他能够通过自主学习了解不同学科的研究内容，并查

思维培养”就是结合中学的文理各学科 （文、史、

阅相关学科的有关文献，是完全可以同时掌握心理学

地、数、理、化，共 6 个学科） 给出了具体的可操作

和脑神经生理解剖这两方面的基本知识的，这样就能

模式与案例，并有一系列光盘支持 （何克抗, 2000）。

让上述重大难题迎刃而解。关于灵感与顿悟的心理加

如上所述，培育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这种核心素

工过程模型 （DC 模型——内外双循环加工模型） 的

养的关键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这也正是在教育信息

发现与提出，正是基于这种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为

化 2.0 时代，我们能够为全球青少年的创新精神与创

了消除灵感与顿悟的神秘色彩，弄清其本质，我们搜

新能力这种核心素养的有效培育，提供中国智慧和中

集和运用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脑神经生理解剖方面

国方案的客观依据所在。

的国内外最新成果 （属于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用
于阐明灵感与顿悟形成 （创造性思维形成） 的心理加
工机制、加工环节及具体加工过程，从而使人们能真
正理解灵感与顿悟的确切内涵及其本质。本人的 《创
造性思维理论——DC 模型的建构与论证》 一书正是这
样写成的。该书已于 2017 年 6 月翻译成英文，由国际
著名出版商斯普林格 （Springer） 在全球出版发行。
我只是一位教育技术学者，并非心理学家，而该书作
为心理学领域的专著要由斯普林格 （Springer） 用英

（本文系根据学术沙龙研讨活动中的发言整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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