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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计算思维的《C#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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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 Program� Design� is�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course.� As� an� important�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language,�C#�language�has�the�characteristics�of�small�and�many�knowledge�points,�which�are�closely�linked.�In�teaching�activities,�it�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draw� inferences� from�one�example� to� the�other�ones.�The�knowledge�points� they�have� learned� are� only� simple�

repetition�and�lack�of�innovation�ability.�The�theory�of�computational�thinking�emphasizes�on�providing�a�way�of�thinking�to�solve�prob-

lems� and� cultivate� ability,�which� is� highly� consistent�with� the� course� and�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grates�

computing�thinking�into�teaching�design,�designs�and�develops�a�network�course�platform,�organizes�teaching�with�students�as�the�main�

body�and�teachers�as�the�main�body,�improves�students'�participation�and�teach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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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程序设计》 课程是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最重要的专

业课程之一。 按照专业的培养方案，掌握独立开发窗体应用

程序和 web 应用程序成为了该课程的重要的教学目标之一。

然而在传统教学实践中，虽然融入了一定的信息手段，但没

有完全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学习效果较差，学习者往

往很难自主完成学习任务。

新时期的课程改革要求，利用信息技术，既要保证传统

课堂教学的系统性， 又要融入网络教学的非线性和多元性。

即是一种新的混合教学模式。 为了迎合这种混合教学模式，

在实际教学中必须融入计算思维，着重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能力。 而程序设计类课程改革也由原来的注重技能培养，转

变为注重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思维的转变，为融

入计算思维的《C# 程序设计》课程实践提供了契机。 本文以

《C#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为例，围绕如何在教学中融入计算思

维，设计开发了网络课程平台，并探讨依托平台开展的课程

教学模式。

2�计算思维的概念

计算思维由美国亚裔科学家周以真 (JeannetteM.Wing)提

出并倡导，是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三大科学思维之一。 计

摘 要：《C#程序设计》是一门系统性、综合性较强的专业课程。 C# 语言作为一门重要的面向对象程序开发语言，该课程特

点呈现出知识点小且多，知识点联系较为紧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学生对于知识很难做到举一反三，对于所学知识点只是简单重

复，缺乏创新能力。 而计算思维理论强调的是提供一种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思维方式，与本课程与解决的问题契合度很高。 故本

文在教学设计中融入计算思维，设计开发网络课程平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组织教学，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改

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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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思维强调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

设计、以及人类行为理解等涵盖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

思维活动。

计算思维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 根据计算思维

与数字化学习的关系，计算思维提出了六个核心技能，可以

分为抽象、算法思维、自动化、分解、调试、概括化。 抽象指的

是找出问题的主要矛盾，隐藏问题的细节，概括抽象使得问

题变得简单；算法思维是指在抽象的基础上，针对问题指定

解决问题的步骤；自动化是指按照指定的步骤，重复简单的

动作，高效的完成任务；分解是指将复杂的问题分解，简单

化；调试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的预测和验证结果；概

括化则类似于知识的迁移，通过问题的解决，总结经验、概括

特点，举一反三，有利于类似问题的解决。

计算思维是使用计算机科学的思维去解决实际生活中

的问题，反过来，学习程序设计语言也可以利用实际生活中

的一些经验来理解，比如在 C# 语言中，类的概念就来源于生

活对某一事物特征的描述。 而在《C# 程序设计》教学中，多采

用项目化教学———基于问题解决的一种教学模式。 综上所

述，计算思维与《C#程序设计》的教学有明确的契合性。

3�《C#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传统的课堂不利于实际情景问题的解答， 妨碍创造

性思维的形式

在传统的课堂中， 通常会对于理论知识进行概念讲解，

对实践知识则使用简单案例进行验证。 这样做不可否认有利

于知识的系统化，但是对于实际问题的解答，会出现明显不

足。 如课程常见的，根据所学 C#语法，设计一个小程序，大部

分学生则无法很好的完成，学生很难做到举一反三，灵活思

辨。 根据计算思维理论的要求，学习者需自主的抽象出有用

信息，归纳解题思路。 这就需要引入“翻转课堂”的形式，展开

线上线下教学。

3.2�传统的课堂学习，学生很难形成内驱力

传统学习中，学生的积极性不高，普遍对于课堂互动参

与较少，应采用问题导向，引导学生参与问题解答，让学生体

验成功，提升学生的自我提升内驱力。 在课程设置上，需要尽

可能将知识点细分，引导学生围绕问题的解决来学习。 例如

在课前围绕某一个实际的编程问题，设置多个知识点，以一

个视频一个知识点的形式，进行学习，自主思考解决问题，做

到计算思维的分解和自动化。

3.3�传统的课堂学习， 对于学生课外学习情况难以支持

和把控

传统的教学资源相对匮乏，且系统性、整体性不够，一些

学习资源相对老旧，更新不及时。 学生对于学习资源的获取

较为困难。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中，应给学生创建良好的

学习环境，包括提供丰富的配套的学习资源，跟踪学生的学

习轨迹，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让学生对知识点进行不断的

分解，调试和概括总结。

3.4�传统的评价形式单一，评价反馈不充分不全面

在传统教学当中，以“考代评”现象比较突出。 在学期综

合测评中强调由“平时分”和“考试成绩”按一定的比例组成，

在平时分方面，教师只能通过学生作业和课堂表现两方面来

进行评价，学生作业存在评价不及时，反馈效果有限等问题。

课堂表现则多流于形式，课堂表现积极的人数较少，反馈不

充分不全面。 在考试方面，随堂测试和期末考试等考核形式

相对单一，考核不够全面，促进作用有限。

4�融入计算思维的《C#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

模式

本文根据计算思维相关理论，结合《C# 程序设计》课程实

际存在的问题，提出融入计算思维的《C#程序设计》课程教学

模式，包含四个部分：抽象、关联、归纳和评价。 并根据该模

式，设计并开发了网络课程平台，以解决课程教学中所存在

的问题。

图：课程教学模式示意图

4.1�围绕问题，抽象出关键信息，寻找解题思路

开展线上自主学习，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自主完成学

习。 网络课程平台网页客户端提供线上学习模块，学习者可

以自主的围绕教师发布的学习任务，自主探索学习，学习资

源包括：十分钟以内的学习视频、代码示例、PPT 等。

4.2�关联所学知识，映射到实际问题中

在课程当中，教师会先设置一个具体的问题，如：如何使

用 while 循环来进行数组冒泡排序？ 在这个问题中，涉及到多

个知识点，如循环语句、数组、排序方法等。 在学习资源提供

方面，提供的是循环语句语法，数组语法，冒泡排序的方法

（以另外一种 for 循环的方法给出），要求学生通过 for 循环的

冒泡法，推出 while 循环实现冒泡排序。

4.3�归纳总结所学知识，做到举一反三，锻炼创造性思维

在课堂上，不在对知识点进行讲解，而是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主导学生进行问题的解答， 辅导学生进行知识的归纳，

迁移。 在课堂上针对问题，让学生先完成课前的问题，对学生

进行辅导解答，当大部分学生能完成任务时，再提出一个实

际的问题，如：请对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学号进行排序，要求使

用插入排序的方式。 这时候教师只需要提供“插入排序”的程

序设计思想，引导学习者自主完成任务。

4.4�评价反馈，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并逐步形成计算思维

（下转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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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程平台上的学习者学习轨迹，对学生的解答过程

进行评价和反馈，与课上的讨论协作练习评价一起形成学生

的过程评价结果。

5�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C#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引入

计算思维相关理论，设计了一个以计算思维所提供的解决问

题的思维为导向，融入计算思维的《C#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模

式。

为了检验该模式的运用效果， 对计算机软件技术专业.

NET 方向的两个行政班分别采用融入计算思维的教学模式

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经过一个学期的对照教学，采用新的

教学模式的班级，期末考试 42 人中，不及格人数为 3 人，平

均分达到 76分，80分以上人数达到 25%。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的班级，44 人中，不及格人数为 5 人，平均分为 67 分，80 分

以上的人数为 16%。

通过后期的问卷调查，发现融入计算思维的《C# 程序设

计》课程教学模式普遍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学生表现出了明

显的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 成就感和自信心得到了提升，计

算思维能里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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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水平，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而我校的老

师，除了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之外，对于课件、视频制作十分

熟练，而且对于网络资料非常了解，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实践

经历，能够很好的应付教学之外的实践操作问题。 这为我校

实施翻转课堂提供了师资保障。

4.4 学生喜欢翻转课堂模式

为更好的能够实现翻转课堂在我校的普及，我校拟于思

政课开始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 首先教师通过课堂对于教

材内容的导读和知识分解， 然后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学习小

组，根据课本的知识内容分解成五个主题，交由不同的学习

小组课下自主学习，查找相关资料制作 PPT 课件。 然后在课

堂上展示小组讨论制作的课件内容，由教师和其他小组的同

学们进行探讨和评价。 课后，将所有的课件进行整合，发给每

个学生。 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对此次讨论进行总结，记录课堂

讨论结果并将成果以小论文的方式呈现，提高学生的科研思

维能力。 并且通过学生评价来检查翻转课堂的效果和学生的

接受程度。 通过调查研究显示：71.32%学生对这种授课方式

表示十分满意，27.80%学生对这种授课方式表示满意， 仅有

0.87%学生对此表示十分不满意。 这说明学生对于翻转课堂

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学习热情。

5 结语

翻转课堂是随着移动学习与互联网的普及而出现的一

种极富活力的教学模式， 它强化了学生在教育中的中心地

位，优化了教学要素，调整了教学进程，拉近了师生关系，增

进了师生互动。 促使学生能够合理利用现有的各种学习资

源，有利于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高超思

维能力的教学模式。 笔者希望翻转课堂模式能够在我校教育

中得到普遍应用，改革我校的教学方式，提高我校的教学质

量和效果，同时也为职业教育发展探索提高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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