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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的主导地位，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强调以学习者为主体，经过实践发现都不能很好地解

决教学困境。2014年春季，张学新教授、博导结合传统被动式

课堂与讨论式课堂各自的优势，进行取舍折中，首次提出并

尝试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从此对分课堂教学法迅速传播和

实践，截至 2020 年 2 月，发表相关论文 2200 多篇，教学手册

丛书 14 本，5所对分示范校，17 个对分示范基地，8 个对分名

师工作室。

张学新教授、博导就如何由“教”走向“学”，主张“对分课

堂”教学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将课堂时间一半分配给教师讲

授，一半分配给学习者讨论、师生答疑。 强化生 - 生、师 - 生

互动，该模式把教学分为三个环节:教师讲授，教师精讲、充分

而不过分的引导；学习者内化吸收，独自思考、各人理解、形

成成果；对话讨论，小组交流、解决低层次问题，凝练高层次

问题，教师答疑、解决高层次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职计算机类职业岗位对编程基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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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的高职编程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充分运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中，结合课程特点，调整教学模式，加强总体设计。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主张的教学过程包括讲授、吸收、讨论三个阶段进行教学实践，

之后进行调研分析。 结果显示，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有助于学习者明确学习目的、充分实现个性化学习，强化辩证思考能力，助力引导

学习者积极参与学习，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和相互学习能力，激发学习热情，提升学习动力，促进教学质量。

关键词：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朱青（1991��）,女，助教，主要研究方向：软件开发与设计。

———以高职编程基础课程为例

———Case�Study�of�Fundamentals�of�Computer�Programming�in�Vocational�Colleges

19



2020

年第

2

期 总第二十五期

高职教育探索与实践

越来越高，这对编程基础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迫切需要改

善目前的教学现状。 结合文献调研及师生的实际需求，尝试在

编程基础课程的混合式教学中引入对分课堂教学模式。

2�对分课堂在混合式教学中的实践

《编程基础》 课程是面向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涉及大一和大二的学生。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学习者的学

习需求、提升教学效果，在四元新教学理念基础上，通过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将线上平台丰富的学习资源与线下课堂进

行有机结合，尝试使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实践探索，以适

合每个学习者的独特学习需要。 图 1使用思维导图来说明基

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混合式教学过程。

2.1�课前设计准备

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需要依据相应的课程大纲、教学

实施方案、学习者的专业特点，考虑学习者已有知识结构，选

定教学内容、分析视角、示例等，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学习资

源库、案例库，并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

“对分课堂”是学习者主动参与的课堂，教师需要出让部

分课堂时间，交由学习者自主掌控。 学习者在课程开始前通

过线上教学平台中的学习资源库进行线上自主学习，清楚地

了解课程学习目标、制定个人学习规划，以便在线下课堂中

积极参与到教学环节中来。

2.2�对分课堂实施

对分课堂教学方法简称为 PAD 课堂，包括讲授 (Presen-

tation)�、内化吸收 (Assimilation)和讨论 (Discussion)3 个环节。

具体实施如下：

2.2.1讲授

教学的核心目标是要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让

学习者真正进入学习状态，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编程基础

课程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将教师定位为引导者和帮助者的身

份，以框架式的讲授方法来精讲并适当留白。 在课堂上讲解

学习内容的重难点、逻辑结构及其关联关系，指引学习者接

下来要进行的独立学习和自主学习。

讲授环节中除了教师在线下课堂中进行的教学内容精

讲之外，还包括课前教师指导学习者在线上教学平台中对教

学微视频、文档等学习资料的学习。 线上平台的课前学习，分

担了一部分教师“教”的工作，节省了课堂讲授时间，为对分

课堂的实现提供了时间支持。 课堂不单是教师传授灌输知

识，也需要学习者的主动参与。 对分课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大班教学效率低下、缺乏个性化、针对性等问题。 教育的目

的是消除差别，然而学习者接收知识的能力富有差异，学习

者对标准化课堂学习内容的理解快慢不一，想要实现学习者

对教学内容同等水平的掌握，课外的自主学习是关键。 在线

教学平台及其丰富的教学资源库充当起了实体课堂教学的

辅助工具，为学习者自主学习提供了有力帮助。

2.2.2内化吸收

内化吸收环节是在老师授课后，学习者根据课程学习内

容独自消化吸收并且自主完成“亮考帮”作业。 学习者进行自

主学习时,根据老师的精讲内容、书本以及线上教学平台的学

习资料独自内化吸收，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带着自

己的“亮考帮”作业任务进行自主学习，在完成“亮考帮”作业

时可以一边思考任务的完成一边自主内化吸收。 有疑问的地

方，可以在内化吸收环节自主查阅相关资料，解决不了的，可

以书写到帮帮我部分。

“亮考帮”作业包括三部分内容：亮闪闪、考考你以及帮

帮我。“亮闪闪”部分建议学习者写出 1 至 3 条学习收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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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书写出学习者印象深刻的部分以及认为收获最大的学

习内容。“考考你”部分建议学习者提出 1 至 3 个问题，是设

计问题来考考其他同伴。“帮帮我”部分是学习者认为自己有

欠缺的知识点，需要虚心请教同伴以及老师的。 通过“亮考

帮”作业可以帮助学习者梳理学习内容，列举出收获大的学

习内容、设计问题向其他学伴提问、思考自己没有明白或者

没有彻底解决的知识点。

2.2.3讨论

讨论环节是希望通过尊重学习者带入课堂的个性想法，

将学习者置入教学的中心位置，以确保学习者能够形成对任

何学习内容的连贯性理解， 让学习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主导自身的学习。 教师在讨论中担任引导者和推动者的工

作，完成“学习者 - 学习者”和“教师 - 学习者”间的讨论，并

把控时间，维持讨论秩序和讨论走向。

讨论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小组讨论和师生讨论。 通过

小组讨论解决个性化问题，师生讨论解决共性问题。 结合高

职编程基础课程性质以及机位分布情况，确定四人一组的分

组方式，分组时尽量做到有男有女，四位成员中两位学习情

况一般、一位学习优异、一位学习差的学习者进行搭配分组。

在课堂进行分组讨论，学习者四人一组进行组内讨论。 小组

讨论时小组成员围绕“亮考帮”内容针对各自的收获、疑难、

困惑进行自由发言，亮出收获，抛出考题，提出问题。 小组讨

论环节各个学习者必须集中精力听取其他学习者提出的观

点，并不断贡献补充新的想法，在参与师生讨论之前各小组

需形成共识得出各小组的“亮考帮”。 学习者在讨论环节通过

听、说、思、辨既可以锻炼独自思考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又

可以提升民主参与及团队协商合作的素养。 最后利用线上教

学平台的随机选人功能，选取各小组的某个组员，面对全班

分享小组讨论的“亮考帮”，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师生讨论环

节中，由教师或其他学习者共同解决。

2.3�实践效果分析

从编程基础课程实施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混合式教学

中的实践试点后，结合学习者学习情况反馈以及教师教学效

果分析， 发现师生对教学以及学习进度的把控更加灵活，学

习者对使用对分课堂教学方法实现线上与线下实体课堂相

融合的学习模式普遍认可， 学习者对于自己的学习内容、学

习目标、 学习方法以及学习资料的自由选择程度明显提高，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探索学习意愿，能够主动承担学习

责任，快速而专注地进入学习，进而能够提升学习效果和学

习成绩。 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教学平台让教师非常容易地获

取到学习者学习情况的统计报告，这些线上平台的学习数据

有助于教师不断调整提升和优化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方法，

开展对分课堂教学并且结合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可以将课堂

时间更多地投入学习者自主个性化消化吸收以及教师帮助

和辅导学生中，可以更深层次地开展差异化教学。

3�结论

基于对分课堂模式的混合式教学，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

围绕学习者主体地位来考虑，使学习者通过在线教学平台拥

有了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的权利，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意

愿、学习动力。 高职编程基础课程应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具有

明显的优势， 首先能够缓解学习者计算机编程能力差异较大

的情况，通过小组讨论，以强带弱，促进学习者共同进步，同时，

结合线上教学平台、现场师生互动讨论答疑、使用线上学习资

料等混合式教学模式，解决学习者学习中的困难；其次学习者

的学习主动性提升明显， 对分课堂教学方法把学习者置于主

导地位，每位学习者在每个环节都有各自的任务，教师主要扮

演引导、解疑的角色，学习者课堂参与度高，课堂气氛活跃，“亮

考帮”展示更是一种正向反馈，可以帮助学生梳理学习内容，

扎实推进每一阶段的学习；最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教学设计

灵活，在高职编程基础课程中应用简便，师生都有较好的接受

度，教师有足够的时间为学习者进行学习上的拓展和监督，可

以帮助学习者深化学习及运用实践。 但是在对分课堂教学模

式的应用中， 要注意小组成员的合理搭配及评价的公平公正

性，需要在下一步教学中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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