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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随着互联网 + 以及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改革，学生接收的信息量呈指数式
增长，混合式模式改变了《中国纺织文化》传统教学模式的受众人数少、
信息体量小、文化科学性弱等劣势。[研究方法]文
章结合混合式模式的研究，
对其课程的内容进行设计与应用。[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在课程的实际教学中，使用混
采用混合式模式进行教学
合式教学模式在提高教学效率，促进教学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可见，
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可为其他课程教学提供较为准确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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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Blended Mode of Chinese Textile Culture Course
PANG Aiming，
LI Hao，
GUO Yiju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us and Clou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eform of China's higher
learning mode,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students has been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 The Blended Mode has
corrected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Chinese textile culture, such as the small number of audience, the
small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the less scientificity of culture courses and so on. In this article,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f hybrid mode,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s designed and appli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actu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 the use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promotes the teaching level, and also improves the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is reliable and effective, which can provide more
accurat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eaching of other courses.
Key words: Blended Teaching; Chinese textile culture; teaching efficiency

1 引言

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更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纺织文化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在历史的各个时期，
纺织作为经济支柱
[1]

产业，
一直影响着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本文将混
[2]

地完成学习。在传统的教学模式(T-teaching)下，
学生自主思考时间少，
自主学习灵活性差。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
学生的主导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

合式教学模式应用到《中国纺织文化》课程中 。在

现，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灌输，这种教学方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学生通过线上课堂和线下见

式对于课程教学来说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3]。信

面课来完成学习任务，
既包括了在线上学习的自

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传统教学模式提出挑战的

主学习过程，
又包括了在传统线下课堂中互相交

同时也为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了机遇[4]。为了满足

流探讨的学习过程，
能够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

当下教学的要求，应加快课程模式的创新，使其
满足当前教育发展的需求。在 2005 年北京师范

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的余胜泉等人就开始
2020-03-07；

2020-08-25。

湖北省级教研课题“传统文化视域下的纺织文化
通识教育模式研究”
（2017344）。
庞爱民，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

即混合式教学模式
探讨研究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B- teaching）[5-6]，
但尚未有相关文献提及该模式
在《中国纺织文化》课程中的应用。本文从多年的

教授。李浩、郭一君，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实际教学实践出发，
在该课程中进行混合式教学

硕士研究生。

的设计与实践，
并对教学效果进行分析。

服饰与传播：
服饰教育

2 混合式教学在《中国纺织文化》课程中的
设计
2.1 教学资源设计
（1）网络课程资源。在线教学（O-teaching）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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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的提升。为检测教学效果设立线上题库，
线上题库总计 287 道题目，涵盖了所有教学内
每套 30 题。系统随机抽
容。试卷库含 7 套试题，
取小节测验试题和期末考试试卷，有效防止学生

是线上教学资源的核
混合式教学重要的一部分，

题目类型完全一
偷懒作弊。题目难度、
考试时长、

心。根据纵向时间线和横向领域线将线上课程视

致，
保证考试公平性。

频设置为 8 章，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可以让学

（2）线下课程资源。线下教学是对线上教学

生深入浅出的对中国纺织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

的补充完善，
主要以见面课的形式体现。见面课

解。线上课程视频共 25 小节，
不仅有效避免了授

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教师根据学生的线上练习

课时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的现象，而且在保证教

及反馈，合理调整线上教学资源，及时进行答疑

学内容的前提下精简了学生学习成本。高度集

解惑，
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师生互动。目前线下

中的注意力试验已经在美国进行过，研究证实

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任务型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
情

成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完成一件简单枯燥 的任

景教学法、
实地教学法。该课程内容涉及丰富的

务，字母打地鼠，只能维持20 分钟不出错，然后

历史文化、人文情怀，情景教学法非常适合该课

就会出现错误[7]。根据该研究，
将每节视频长度设
置为 10~15 分钟，
一方面保证了学生在观看视频
时的专心程度，
另一方面便于学生和老师就内容

进行线上讨论。老师应当注重学生对课程的学习

程在线下实施应用。情景教学法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英国应用语言学家 Harold Palmer 和外语

教师 A. S. Horn-by 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最早

应用于外语教学中[8]。情景教学法是指学生由教

设置课程问答模
热情以及对所学课程的参与度，

师指导，
围绕某主题知识点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

块，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参与度。同时，针对

造性，设计相关场景并进行演绎，切身实地的感

相关的内容提供一定的辅助学习资料，确保学生

受所扮演的角色，最后由教师进行效果分析与归

能够通过在线课程对线下课程进行查缺补漏。智

纳总结[9]。

慧树平台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并提出
更多有意义的话题，
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得到
表1
Tab.1

子任务数

内容

中国纺织文化

1

初步了解中国纺织文化

纺织的考古与传说

4

学习中国纺织文化的起
源和历史

诗词歌赋里的纺织文化

5

学习中国纺织文化对诗
词歌赋的影响

服饰纹样的纺织文化元素

2

学习中国纺织文化对服
装行业的影响

纺织文化的海上交流 - 海
上丝绸之路

3

学习海上丝绸之路里的
纺织文化

东风西渐 - 丝绸之路的纺
织文化

地教学法，
每学期组织 2~5 次的课外活动。与情
景教学法不同，实地教学不用借助外物制造情

课程内容设置

The design of course content

章节目录

另外，为避免线下教学方式的单一，结合实

4

学习陆上丝绸之路里的
纺织文化

敦煌壁画中的纺织服饰文
化

3

学习敦煌壁画中的纺织
文化

近现代纺织文化

3

了解近现代纺织文化的
发展

境，无需学生通过“脑补”
“表演”的形式加深巩
，在真
固知识[10]。实地教学法突出“所见即所得”
实的场景刺激学生感官，学生边看边听老师讲
解，
实现了师生的全程互动。主要形式表现为带
领学生参观纺织文化博物馆和与丝绸之路相关
的历史文化遗留地，
加深学生对课程相关内容的
印象，
同时验证了中国纺织文化的传承之久远。

2.2 教学测评设计
为检测混合式模式教学的效果，设计了如表
2 所示的混合式模式教学测评表。成绩考核标准
表 2 混合式教学测评表

Tab.2

The evaluation form of blended teaching

混合式教学测评

线上教学

线下教学

测评目的

知识的掌握情况

学生的独特思考

测评手段

在线测试、考试

课堂互动、交流

测评特点

相对客观、注重结果

相对主观、
注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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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教师提供汉服、
元代服饰、清代旗装以及
现代服装。学生在见面课上穿着不同朝代的服
装，上台讲解相关历史背景文化，并分小组表演
情景节目，
每个小组举荐一个成员作为评委互相
打分。学生的代入感大大增强，活跃的课堂气氛
保证了学生的专注度。
图 1 成绩考核标准
Fig.1

The standard of checking achievement

如图 1 所示，为鼓励学生敢于提出问题、互相交

流学习，
将课堂问答环节计入成绩考核标准并占
有 20%的权重，
提高了学生在教学课堂活动中的

（4）学生在课后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外课题任
务，通过各个网络平台进行交流互动，并引导学
生大胆发言，
积极讨论。在线下对重难点知识进
行学习巩固和整理，
对下一次的“中国纺织文化”
课程进行课前线上预习。

主导地位。基于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如上所述，
《中国纺织文化》课程在混合式教

将平时成绩计入考核标准并占据 30%权重。最终

学模式中，
其每一个规定的学习任务均搭配有三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
进行检验对比。

这个过程是
套实际训练。首先是教学示范训练，

3 混合式教学在《中国纺织文化》课程中的

学生课前在线上完成，
线下见面课中教师负责集

实施

中答疑解惑，
分析重难点问题。其次是情景训练，

本文以智慧树平台为基础，依据混合式教学
[11]

在此过程中学生主
即在课堂完成相应情境教学，

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设计了一种三段反复

要以小组形式学习为主，教师以个性化指导为

式教学方式，
具体情况如图 2 所示。

主，并将学习的成果在智慧树平台进行展示、评
价。最后是拓展提高训练，
是学生通过课外课题
巩固提高的环节，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环节完成学
习技能的应用和迁移。

4 混合式教学在《中国纺织文化》课程中的
效果
4.1 提高受众人数，
建立文化通识课程新教学
模式
目前各高校为提高素质教育的程度，都开设
图2

三段反复式教学示意图

Fig.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ree stage repeated teaching

（1）课前学生通过智慧树网络平台查找本堂

课程学习任务。在平台中配套了相关的学习视
频，
学生观看视频后，可以通过智慧树网络平台、
QQ、微信、钉钉、腾讯会议等一些软件进行相关

讨论。找出自身在本堂课的学习中存在的不足，

了大量的人文通识类课程，
但在教室容量限制及
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往往只能提供 60 余
人的受众人数，笔者采用视频授课的慕课教学模
式可以大大提高课程的受众人数。如图 3 所示，
据智慧树平台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累计校内外选

课人数超过 7，
000 人次，校外累计选课高校 71

并做好笔记。授课教师则利用充足的课余时间进
行答疑解惑，
并整理好学生课前学习掌握情况。
（2）老师根据学生在线上平台中做的相关练
习，认真分析学生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答
案，
在线下见面课对重、
难知识点进行强调补充。
（3）教师发布情景教学主题，学生在线下进
行准备设计。例如
“服饰纹样的纺织文化元素”
这

图 3 近几年校内外选课人数统计
Fig.3

The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student number in recent years

服饰与传播：
服饰教育

所，
对于相关的科技文化类的通识课程有很大的
示范效应，
在相关高校里也便于推广。
传统授课方式跟混合
以武汉纺织大学为例，
式教学近几年来的人数统计如图 4、
图 5 所示，
不

103

格率逐年降低，到 19 年选课学生成绩基本全部

合格。充分体现了混合式模式教学的突出成效。

4.3 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
提升大学生的
文化自信

而
难看出，
传统授课几年选课学生人数变化不大，

受国内外多元文化价值的影响，有相当一部

混合式教学选课学生年年递增，且 2019 年较

分大学生对本国文化传统知之甚少，不利于民族

优势。

的诗情赋，到丝绸宝库的绫罗绣；从机杼唧唧的

2018 年相比人数翻倍，
充分体现了混合式教学的

自豪感的养成。
《中国纺织文化》内容从茧壳桑麻
纺织机器，到惊艳世界的素纱禅衣，娓娓道出中
国纺织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让大学生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分，
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和活力来源。同时将理
论和人文融合为一体，
将思政内容融于科技文化
通识课，
为解决高校思政课程体系面临的重点问
题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设计调查问卷表，
分别发

图 4 混合式教学近年学生数情况
Fig.4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or blended teaching

放给没有修过《中国纺织文化》与修过该课程的学
生各 150 人，
统计数据如表 3 所示。由表 3 所见，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中国纺织文化》课程有效提升
了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表 3 大学生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调查表
Tab.3

The national prid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序号
图5
Fig.5

传统授课历年学生数情况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or traditional teaching

1

效课堂新概念
以武汉纺织大学为例，整理 2016~2019 年选

2

生的考核合格及不合格人数可以看出，
2016 年总

3

体学生的不合格率为 18.8%，
2017 年总体学生不
合格率为14.6%，
2018 年总体学生不合格 率为

4

6.8%，至 2019 年总体学生不合格率为 3.2%，
结

果表明启用混合式教学后，学生的考核成绩不合
5

选项

未修（人） 已修（人）

在价格合理，质量保

会

70

100

证的情况下，你会选

不会

30

20

不在乎

50

30

算

75

105

有差距

45

30

落后

30

15

100

101

121

60

47

29

择国货吗？

4.2 降低学生考核不合格率，开创“百分百”有

课学生成绩，具体数据如图 6 所示。从 4 年来学

题目

你觉得我国算的上发
达国家吗？

你给国内防控疫情的
效果打多少分？

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感
兴趣吗？

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了解情况如何

不及格

2

0

非常

34

81

一般

83

56

不

33

13

非常

33

92

一般

84

53

不

13

5

4.4 助推中国文化产业
“走出去”
，提升中国的
国际影响力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的唯一传承者，
图6

2016~2019 年学生成绩分布图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scores from 2016 to 2019

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多样性闻名世界。中央提出
一带一路的倡议后，
纺织文化当仁不让地成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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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播的先导者，
通过《中国纺织文化》慕课课程

[3]陈娟.探究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

沿线国家的文
开发的形式，
可以促进“一带一路”

报,2020(5):44-47、52.

“走出去”
提供良好典
化交流，
可为中国文化产业

[J].Journal of Northwest Institute of adult education, 2020(5): 44-

范，
从而加快中国文化产业
“走出去”
的步伐。笔
者据此申报获批 2019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
联合教育项目——
—中国-塞尔维亚文化通识类网

络课程建设调研。通过纺织文化类慕课的境外移
植，巧妙地将中国文化糅合其中，起到润物细无
声地文化传播作用。项目的实施，
推动了中国-中
东欧国家高校间具体深入的人文交流。
发挥文化交流的向
通过搭建线上慕课平台，
导力、
融合力、
创造力、
想象力、
感染力，可以全面
政治现状
反映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
化解歧视、
增进
及利益诉求，从而起到消除偏见、
共识的效果，
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5 结语
混合式教学不仅包含了传统模式以教师为
主导，学科知识系统传授的特点，还囊括了基于
MOOC 的网络教学模式受众人数多、学习地点不
受限的优点。本文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了
《中国纺织文化》的教学方式，
以期在达到增强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及发挥学生认知主体的
为方针的教育
作用前提下，还可为以
“科教兴国”
改革贡献一份力量。经过近几年的实践，验证了
该模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可为广大一线高等院
校教师提供较为准确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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