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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建设开放而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促进学生语文学科关键能力的发展，探索
语文课堂教学与在线自主学习的最佳融合模式，逐渐成为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该文借助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习平台“智慧学伴”，以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建构语文学科关键能力评价框架与教学改进
模型。以初中任务型表达为个案，对学生过程性学习数据分析可知，学生在写作对象意识与个人体验表达方式等
能力要素表现相对薄弱，教师借助学习平台可创设学习情境，设计真实而富有挑战的学习任务，提升写作教学效
率。依托信息技术的网络学习平台不仅能够追踪学生语文学习过程的动态发展轨迹，为教师改进与提升课堂教学
效率提供客观依据，实现线上与线下“混合式”学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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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借助网络平台提升教育质量，以
教育大数据改进教与学的方式[1]，逐渐成为世界教
育变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也在积极探索基于网络的教学改革，利用具有交互
功能的网络学习空间，创设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混
合式”学习生态。目前，对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融
合的理论探讨很多，而探索网络学习平台下的学科
课程与教学实践策略的研究成果较少。但是，如何
借助学习平台，实现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刻画学生
语文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的发展轨迹，探索课堂学
习与在线自主学习的最佳融合模式，逐渐成为语文
教育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将依托“智慧
学伴”学习平台，深入探究语文学科关键能力评价
与教学改进的实施路径与实践策略。
一、设计理念：教、学、评一体化
教育评价是推动学习与教学过程有效展开的关
键环节，是判断课程和教学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
教育目标的过程[2]。一直以来，“高利害型”考试评
价的唯知识、唯技能取向，对教学实践与学生学习产

生负向冲击[3][4]。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学生的
“学”是以课程内容“点”的集合与“面”的拓展为
基础，而对学习结果单一的量化评价方式，弱化了课
程内容与学生学习过程的丰富性[5]。因此，评价内容
与方式的选择都应以学生的学习过程为根本，以促进
学生学习过程的展开为根本目的。教育评价应凸显课
程内容的学习价值，通过学生丰富多样的学习成果与
思维过程，诊断、评估学生学习过程存在的问题，从
而实现评价的终极目标。
如何发挥评价对教与学的积极促进作用？解决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评价目的、评价主体与评价
结果应用等方面的实质性突破。就评价目的而言，
改“评价学习结果”为“促进学习的评价”与“作
为学习的评价”，发挥评价在促进学习、改进教学
方面的独特价值。从学习者视角来看，学习取向的
评价强调学生地位的变化，从被评价的对象到参与
评价的主体。突出学生主体性意识在过程性、终结
性评价过程中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思维
过程，增强自我反思与自我监控意识[6]。换言之，
学生是评价过程的主动参与者，需要在评价内容与

*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中学语文学科诊断分析工具开发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BJAICFE2016SR-010)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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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之间寻求关联点。
从评价结果应用来看，教学与评价长期处于
相互剥离的状态。基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教师无法
从中提炼学生的学业问题，更难以将其作为教学反
思的重要参考[7]。运用评价结果，调整教学方向，
提升学习质量，将成为教育评价发展的必然趋势。
搜集整理评价信息而促进学习过程发展的过程性评
价，这种评价主要依托于课程评价过程。评价不是
教师对学生的价值判断过程，而是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在相互评价的过程中，促进学习目标的调
整与实现。在此基础上，充分促进教师、学生不同
主体的互动，发挥学习共同体的作用，促进学生学
习过程的有效展开。以促进学生学习为根本目的，
而评估得到的信息是改进教学的依据[8]。
综上所述，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与教
育评价不可彼此分离。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与学习
主体，合理运用评价方式，提升教学效率与学习质
量，从而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效果。
二、实施路径：学习诊断与教学改进的循环交互
发展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并能将其合理融入
社会现实生活，是语文课程的核心目标。需要关注的
是，学生自身生活体验的差异性直接导致对语言文字
的感知理解、迁移运用的过程与结果千差万别，工厂
模式的学校教育无法充分满足学习者差异性需求。因
此，为了给学生提供展示个性化学习过程与成果的平
台，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借助在线学习平台“智慧
学伴”，通过在线诊断分析、资源推送、辅助课堂教
学等方式来驱动学生的语文学习，打破学习与教学实
践之间的时空界限，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
(一)评价框架：突出学科能力取向
语文教育是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过
程，也是传承文化与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9]。如何
在评价框架中突显汉语言文化特色成为本研究重点
关注的问题。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要求，学生应该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
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与口语交
际能力[10]。其中，阅读与写作是语文课程实践活动
的主体，识字与写字、口语交际能力可以依托读写
实践活动得以发展。在本研究中，阅读与鉴赏、表
达与交流是语文关键能力评价的核心内容维度。
此外，优秀诗文与整本书阅读中所涉及的经典名
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阅读这些
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不断充实、内化、累积语
言材料和文章精华，为日后语言能力的发展积蓄
丰富的资源 [11] 。因此，优秀诗文与整本书阅读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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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评价框架的内容维度。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核
心内容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根据学习任务、关键
问题、学习目的的需要进行重新组合。
在确立评价内容基础上，以布鲁姆目标分类学作
为理论基础，并充分借鉴国内外语文学业评估经验，
从内容、认知、情境三个维度建构语文核心素养的评
价框架。综合考虑语文课程的内容特征，设置学生从
知识到能力和素养的发展进阶需要经历“学习理解—
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关键能力活动类型和学习阶
段，这样的学习进阶外显为学生任务处置的过程，而
更为隐性的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学习理解”
维度，具体的认知要素主要包括识记、信息提取、整
体感知；“实践应用”的认知要素包括解释说明、分
析推断、感悟品味；“迁移创新”包括鉴赏评价、发
散创造、解决问题三个认知要素。基于不同的语文学
习内容，认知要素的内涵与学习指标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以“名著阅读”为例，在“学习理解”层级，学
生需要能够对整本书的内容具有整体认识，并能够提
炼关键信息；而“实践应用”层级强调在文本信息的
内部、文本信息与现实生活之间建立合理联系；“迁
移创新”层级则是强调对文本内容的深度拓展，主要
包括对文本内容与形式、作者观点的鉴赏与评价，以
及是否能够运用文本内容解决实际问题。此外，上述
语文学习内容与认知过程必须要依托于真实的社会生
活情境。参考PISA阅读素养的评估框架，可将情境定
义为个体、生活和社会。其中，“个体”指向与学生
个体情感相关的场景与主题，而“生活”与“社会”
情境主要是指学生的家庭生活与社会实践(如图1所
示)。在上述情境中，综合考查学生整合学习经验解
决实际问题的素质。
评价
主体

学生

教师

学习
理解

社会
生活

终结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

情境

认知

实践
应用
迁移
创新

个体
内容

文 实 论 任 个
学 用 述 务 性
类 类 类 型 化
阅 阅 阅 表 表
读 读 读 达 达
图1 语文关键能力评价框架

优
秀
诗
文

名
著
阅
读

2019.1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84期

Special Report

专题报道

(二)学习诊断：积累学习过程性数据
对学生能力发展状况的准确判断是提升教学
效率的关键。长久以来，语文教师主要依靠对学生
课堂表现、阶段性评价结果的经验性判断，帮助学
生解决共性问题。但是，语文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与
学习体验的个体异质性决定了教师无法一对一满足
学生语文学习需求。而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智慧
学伴”在积累学生学习的过程性数据方面，展现出
较为突出的优势[12]。在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学习情
感态度与语文学业能力会展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而多元化过程性数据的积累，有助于深入了解学生
学业能力的表现特征，揭示语文关键能力的发展规
律，提升教学效率(如图2所示)。

源进行个性化的深度学习。针对语文学科能力及内容
框架，“智慧学伴”语文学科团队联合国内语文专家
及名师研发千余节微课，授课内容除了结合相对应的
测试题目之外，也十分注重与之对应的学科关键能力
的启发式教学。“智慧学伴”也会根据学生的学习、
发展路径为其推送合适的微课资源，这就使学生可以
根据自身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度学习，既遵循了学
生自身的成长规律也遵循了教育规律。
以优秀诗文学习诊断为例，如下页图3所示：临
近重阳节，学校要求在班级外的展板上布置一期主题
为“菊之美”的板报，作为宣传委员，你会选择哪首
诗句来描述菊花的外形美？这道题目最终的目的是发
展学生在“优秀诗文”核心概念中的B3-2层级的能
力——能够在特定情境中，
恰当运用古诗文语句。如果
单元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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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网络平台的语文关键能力诊断路径
对症下药。
首先，学情诊断方面，学生可以借助“智慧学
按照语文学科能力的梯度来设计诊断和解决
伴”平台实现语文学科能力的自我诊断。测评在学
路径。首先判断学生是否达成基础层级——能够准
习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有效、科学的
确地识记、默写“课标”推荐的古诗文篇目中的语
测评诊断结果可以帮助学生明晰自己在语文学科能
句，这是后续能力进阶的先决条件，如果未达到该
力的优长和短板，明确自我学习起点和方向，提高
层面的学科能力指标，则系统会根据学生的需求推
语文学习成效。“智慧学伴”测试工具的命制以语
送相关微课资源进行针对性学习。当学生达到了基
文学科能力框架为依托，构建语文学科七个核心内
本的识记学科能力指标要求之后，则需要诊断学生
容板块的测试框架，实现每个内容领域做到学科能
A2-1层级，同样，如果学生未达成，则推送微课
力全覆盖。同时，测试工具所选材料符合所在学段
进行学习，反之进入B3-2层级的诊断。最后通过
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贴近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经
B3-2层级的学习最终达成所希望达成的学科能力
验，提供了相对真实的情境。
指标。当学生高阶能力出现短板时，如果不是倒推
其次，学生可以通过“智慧学伴”了解自我发
学生学习发展的整个路径，对整个学习过程中涉及
展和成长路径。学校、班级的集体授课在一定程度
到的学科能力进行诊断和“排查”，而只是盲目地
上是针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的，但是每一个学生作
对高阶能力进行“题海训练”，不但不能提升学生
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在语文学科能力获取过程中都
的高阶能力，还浪费了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是低效
有其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学生可以通过“智慧学
率的语文学习。本题只涉及到了A层级和B层级的
伴”平台获取自己的诊断分析报告，了解自己在某
能力，如果存在更为高阶的迁移创新能力需求，则
一次测试中或者某一个阶段的学科能力发展路径。
会产生更为复杂、多变的学习路径，这就需要以数
最后，学生可以通过“智慧学伴”推送的微课资
据来驱动学习路径的不断完善，最终指向学生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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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能力的提升。

还可以通过平台数据统计报告，了解学生学情和学习
需求，制定递进的阶段性教学目标和弹性的具
体教学目标，达到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否

三、案例分析：基于学情诊断的写作教
学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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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优秀诗文”学习诊断与学习路径

(三)教学改进：经验与数据的融合
学生是学习行为的主体，没有学生就没有教学活
动，语文教学的最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促进语文学科能力
的发展。因此，明确学生的语文学习现状、学习差距和
学习需求是至关重要的。从富有意义的学习视角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学习必须基于学习经验积累的激活、学习
材料自身的生成性等重要前提[13]。有效的语文教学起点
应该是建立在学生的真实的认知状态之上的。语文教师
可以在“智慧学伴”数据后台中，看到每一名学生以往
的阶段性考试、在线微测试的统计和具体作答，也可以
获取自己班级学生在语文学科能力维度和内容维度的诊
断分析报告。这样有助于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解决绝大多
数同学的重点问题和“真问题”，也可以在课后灵活性
地处理个别学生的语文问题。
教师可以确立教学总体目标，以“名著阅读”
这一核心概念为例，某语文教师认为学生在了解名著
中的经典人物、故事情节等方面表现优异，但是却始
终不能达到更加多维的、高层级的学业表现成就，该
教师根据“智慧学伴”后台数据了解到本班学生在A21(能够理清人物关系、梳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和A22(能够将整本书的关键事件、人物、时间等相关信息之
间建立联系)两个能力维度上表现欠佳，这就帮助该教
师确立了自己本学年在进行名著阅读教学的总体框架
和规划——更多地从所选书目的整体入手，与学生共
同梳理书中主要人物和事件的关联。除此之外，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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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
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创造性表
述的过程[14]。在现行考试评价体制下，无论是
命题作文，还是半命题作文、话题作文，学生
B3-2学科
能力表现 需要围绕一个明确的核心主题发表自己的看
指标达成 法。但是，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关注
的是解读写作主题、注重讲解写作技巧与策
略，缺乏对写作对象、写作目的与读者意识等
方面的指导。本研究借助网络学习平台“智慧
学伴”，选取初中阶段“书面表达”，以北京
市通州区L中学语文教师J为个案，主要呈现教
师如何依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分析结果，开展教
学设计、教学实践提升。
(一)挖掘平台数据，发现书面表达的内
隐问题
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而以往语
文教学多关注学生外显的学习能力，较少注意学生
内隐的学习表现，致使语文教学停留在浅层面，在
促进学生形成实际应用能力、人文素养等方面力量
不足。汇聚“智慧学伴”平台获取的学生语文学习
表现的大数据，分析、挖掘能够发现高阶、深层、
不可见的能力，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内隐的、真实
的思维障碍，掌握学生个性与共性的学习需求，以
此为出发点，能够有效改进语文教学实践活动。
2017年12月，北京市通州区L中学语文教师J运
用网络学习平台，开展了以任务型表达为核心的写
作教学改进与提升。为了对执教班级学生语文学业
情况进行深入了解，语文教师J借助“智慧学伴”对
初二年级某班学生七年级学期的总测诊断报告展开分
析。结合实践教学经验，教师J发现学生任务型表达
能力的得分率为81%，在学科各项能力得分率排名中
仅高于文学类阅读与个性化表达，但学生个性化表达
能力的得分率是90%。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任务型表
达方面存在的问题，教师J组织学生进行任务型表达
的单元微测，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了三组任务型表达单
元微测的学生答题结果及分析统计报告。教师在先期
掌握班级学生语文学习能力表现地图的基础上，又了
解了学生任务型表达能力表现分布情况。
随后，依据“智慧平台”上的任务型表达能
力图谱，教师J进一步开展了数据深度挖掘。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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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表达能力图谱，对学生在每项能力要素上所
达到的标准均做出了标记，据此掌握全体学生任务
型表达各项能力要素的表现情况。同时，教师J发
现学生在A2-2(能根据写作的对象捕捉重要的显性
信息，做到真实、准确、完整提取信息)、A3-1(能
考虑不同的写作目的和写作对象)、C1-1(运用恰当
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三项能力表现明显
薄弱。特别值得关注的是，A3-1是学习过程中的
真实障碍，是最需要教师帮助学生解决的问题。因
为长期以来，学生写作能力的训练多以完成作业为
目的，几乎不考虑写作的实际目的和面对的写作对
象，学生的积习已经形成，自然无视任务型表达的
“任务”要求。而教师以往关心的也多是学生作文
完成的情况，并不去剖析学生写作表现形成的原
因。教师全方位分析大数据，挖掘学生学习表现的
内隐问题，掌握学生学习的共性需求。同时，教师
也能够在诊断过程中“瞄准”学生个体任务型表达
的情况，分析每个学生的个性学习需求。
对应“智慧学伴”平台上的任务型表达能力图谱，
学生也可以根据平台数据诊断自己的学习能力，发现自
己在每项能力要素上所达成的情况，据此把握自己任务
型表达的优势与不足，明确下一步学习的方向。
(二)融合平台资源，形成交互多元的学习路径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
性课程，学生各项语文能力的提升不是依托单一学科
内容、线性发展而实现的，而是融合学科不同领域内
容、多路径螺旋发展提升的。“智慧学伴”构建了语
文关键能力评价框架，以学科七个核心内容为重点建
设了学期总测、单元微测、微课程等资源库。依据语
文教学需求，教师与学生可以融合“智慧学伴”平台
资源，形成线上线下交互多元的学习路径，促进学生
在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发展语文关键能力。
汇聚并挖掘“智慧学伴”平台数据，教师J掌握
了学生在任务型表达方面的个性与共性学习需求，
学生也明确了个人在任务型表达领域的学习方向。
教师方面，可以据此精准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活动，开展线下课堂实践；也可以据此从“智慧学
伴”平台资源库选择适当的微课资源推荐给学生，
使其进行课前学习，进而形成线上线下混合式学
习；还可以据此从“智慧学伴”平台资源库选择适
当的语文学科其他版块领域内容，以帮助学生解决
学习问题。学生方面，可以主动寻找满足自己学习
需求的相关学习资源，借助平台微课资源解决自己
的学习问题，并运用相应的评价诊断工具进一步发
现自己学习过程中的问题，以形成新一轮的自主学
习；也可以直接接受平台推送给自己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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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平台的学习导引，一步步改善自己的语文学
习，提高语文关键能力；还可以接受教师推荐的平
台学习资源，并在学习过程中与教师不断交流，准
确判断自己的学习思维表现，提升线上自主学习质
量，也为线下课堂学习提高奠定良好的学习基础。
(三)依托平台情境，设计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
“语文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课程，应着力在语文
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15]，创设综合
性学习情境，设计具有挑战性的语文学习任务，以提
升学生的语文关键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很多语文
教师习惯依据篇章设计教学，缺少设计发展学生关键
能力的综合情境的意识，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弱，
没能形成持续发展的学习动力。“智慧学伴”平台本
身就是一个综合性强的学习情境，能够引导学生自主
开展语文实践活动，自觉探索学习方法，提升语文关
键能力。因此，依托“智慧学伴”平台情境，教师可
以合理设计具有挑战性的语文学习任务，能够改进语
文教学实践，提升语文教学质量。
教师J帮助八年级学生提升任务型表达A3-1(能考
虑不同的写作目的和写作对象)能力，就可以借鉴学
习“智慧学伴”平台任务型表达微测试题的理念，
设计了情境性强的学习任务。实际教学中，教师J从
“智慧学伴”平台上微测试试题“云南旅行的电子相
册”情境设置中获得灵感，设计了“玩转朋友圈”的
情境任务，激活了课堂学习气氛，促进了学生开展自
主、合作、探究学习，发展了学生任务型表达能力。
帮助八年级学生提升任务型表达A3-1(能考虑不
同的写作目的和写作对象)能力，还可以更多地依托
“智慧学伴”平台的情境，设计更具挑战性的学习任
务。例如，教师J推荐学生观看《“对症”吃药》微
课资源，请学生梳理其中的任务要求，并一一完成任
务，总结关注任务要求而完成任务的思考过程；然后
请学生由此联系比较任务型表达关于写作目的与写作
对象的要求，进而提出完成任务型表达做到考虑不同
的写作目的与写作对象的注意事项。又如，教师J根
据掌握到的学生个性与共性学习需求状况，指导学生
组成合作互助学习小组，小组的学习任务是解决组内
不同学生在任务型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供相关
学习经验。小组成员集体合作在“智慧学伴”上寻
找适合组内同伴学习的微课资源，在共同学习过程
中以担负不同任务的角色参与，探索出多种有价值的
学习方法与经验，这不仅能提高小组成员的语文关键
能力，而且把学习经验分享给班级乃至更大的学习单
位，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发展语文关键能力。
基于网络平台的语文关键能力评价与教学改
进研究，改变了教师凭经验而无系统、无证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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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语文能力表现的情况，探索出语文关键能力
培养的混合学习模式。但是，作为一项基于网络平
台的学习与教学研究，限于教学实践主体的互动与
客观现实条件，仍存在较多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如语文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深度分析有待加
强；当前语文课程内容与其他学科内容的整合与关
联，特别是语文、历史、艺术、政治等文科类课
程；语文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特别是打破
基础教育不同学段语文学习内容相互分离的状态，
建构贯穿中小学的语文在线学习体系。
参考文献：
[1] 何克抗.促进个性化学习的理论、术与方法[J].开放教育研究, 2017,
23(2):13-21.
[2] Ralph W. Tyler.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2008.
[3] Ross,S.J. Language testing in Asia: Evolution, innovation, and policy
challenges[J]. Language Testing, 2008, 25(1): 5-13.
[4] Cheng, L. How does washback influence t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J]. Language and education, 1997, 11(1): 38-54.
[5] Harlen, W., & James, M.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1997, 4(3): 365-379.
[6] Nicol, D. J., & Macfarlane-Dick, D.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 model and seven principles of good feedback
practice[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6, 31(2): 199-218.

总第384期

[7] Stiggins, R. J. Assessment crisis: The absence of assessment for
learning[J]. Phi Delta Kappan, 2002, 83(10): 758-765.
[8] Wiliam D. What is assessment for learning?[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11, 37(1): 3-14.
[9][11] 郑国民,李倩.加强优秀诗文积累:语文课程价值取向的变革[J].
教育研究,2015,36(11):98-102.
[1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2] 余胜泉,李晓庆.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教育质量分析与改进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 2017, 38(7):5-12.
[13] Novak, J. D. Learning, creating, and using knowledge: Concept maps
as facilitative tools in schools and corporations. Mahwah[M].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李倩：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考试与评
价、语文课程与教学(liqian1008@126.com)。
孙名谣：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语文教师专业发展(sunmy376@163.com)。
纪秋香：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语文教学
(jgrr3@163.com)。
郑国民：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
教学、中外母语教育比较研究(zhengguomin@263.net)。
王彤彦：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语文教学
(wangtongyan@163.com)。

Research on Language Critical Competence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Improvement Based
on Web Platform: Concepts and Paths
Li Qian1, Sun Mingyao2, Ji Qiuxiang4, Zheng Guomin2,3, Wang Tongyan5
(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toward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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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4. Shijingshan Branch of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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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make a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build an open and orderly Chinese curriculum syste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abilities in Chinese, explore the best integration mode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online independent learning
have gradually become core issu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search. Through using the learning platform ‘Smart
Learning Partner’ designed by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teaching improvement model based on the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Taking junior high school task-based writing as a case, and
analyzing students' process learning data, authors found that students' writing object consciousnes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expression
are relatively weak so that Chinese teachers can create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design real and challenging learning tasks through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riting teaching. The 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relying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track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path of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process, but also provide objective basis for Chinese teachers to
promote teaching efficiency, thereby building an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learning ecosystem.
Keywords: Chinese Key Abilities; Evaluation; Teaching Improvement; Smart Learning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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