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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耕作学课程交互式教学模式探析
王小龙
渊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袁广东广州 510642冤

摘要 本研究将微信平台引入华南农业大学耕作学课程教学中袁针对目前传统课堂教学中的知识内涵难以具象化尧碎片化时间未有
效利用尧应试特征明显等问题袁创建课程学习公众号袁设计教学尧资料尧拓展和交流四大模块袁构建该课程学习平台遥通过教学实践后发现袁
微信平台使耕作学课程转变为以课上与课下尧集中与分散尧教师与学生间深度互动为特点的交互式教学模式袁提高了教学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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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of Farming System Course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WANG Xiao-long

渊College of Agriculture袁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袁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冤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WeChat platform into the teaching of farming system course i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袁including the difficulty in reification of knowledge connotation袁in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fragmented
time袁exam -oriented learning feature袁we created a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farming system course袁and designed teaching modules such as
teaching袁resources袁supplementary materials and communication.By using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n teaching practice of this course袁the
cultivation course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characterized by on-class and off-class袁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袁and deep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袁improving the teaching result of the farming system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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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目前普遍采用的课程教学方式为单向型的

接收到的新概念尧新模式尧新案例的可能性越来越多袁而这

野传递要接受冶型教学方式袁其教学本质是以教师课堂讲授

些知识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难以接触遥特别是对于农学专

为中心袁辅以课堂多媒体形式袁向学生灌输教学内容袁课后

业学生而言袁大量学生缺少农事活动经验袁对新型农机具尧

再进行练习考核以评价学生课程掌握状况的教育模式遥这
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发挥教师主导作用袁便于教师对课堂教学

农艺管理技术尧作物生长状态等方面缺少形象化认知袁使这

的组织尧管理与控制袁但却降低了学生的课程参与度袁导致

和教师语言解释难以使学生理解具体内容遥视频资料是将

被动学习遥农学类专业课的教学过程就具有野被动填鸭式冶
的学习特点遥

相关农业技术尧机具或原理进行具体化展示的有效途径袁但

近年来袁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袁以微信
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深入影响国内主流人群的媒体接触方

要课前或课后向学生补充视频进行预习与回顾袁但受限于传

式袁甚至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袁微信成为大多数人每天必
须接触的新媒体[1]遥2012 年袁腾讯公司在微信成功运营的基

相关内容袁影响课堂教学效果遥

些内容在课堂讲授过程中难度加大袁仅通过课堂幻灯片演示

在有限的课堂时长中袁难以对每一项内容进行充分展示袁需
播和考察途径袁教师无法判断学生是否在课前或课后观看了
1.2

碎片化时间未有效利用

础上袁推出了微信公众号平台应用袁提供了一整套的后台内

传统课堂教学以集中式讲授为主要方式袁这要求学生都

容管理应用袁可以实现对关注用户的个性化多媒体回复尧主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学习同一内容袁但每个学生的知识接收

动推送尧双向交流[2]遥目前袁微信公众号在政务类服务尧传统
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移动化尧个人尧企业尧机构等组织的推广
传播方面已经起到了许多重要作用[3-4]遥以微信平台为手段袁
已经有教学研究人员在医学 [5]尧基础课 [6]尧通识课 [1]尧传媒专
业[7]尧英语[8]等课程的教学改革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袁但对

能力有差异袁同一个学生不同时间由于身体尧心理状态的不
同其接收能力也有差异遥在完全集中式授课的条件下袁课堂
课程结束后袁学生若对特定知识点没有理解袁将难以找到其
他机会补充学习遥现有的精品课程及网络课程等形式袁也只
是部分课程的课后复习途径袁而且这类课程通常也只是课堂

于农学专业课程中如何利用微信平台进行教学的研究尚未

教学的视频版袁还是需要学生抽出较长时间学习遥事实上袁

有报道遥

尽管大学生课程较多尧课外活动丰富袁但其碎片化时间也相

因此袁本研究拟将微信平台引入华南农业大学耕作学
课程教学中袁针对传统教学的主要问题进行针对性设计袁探

对较多袁如果能够提供技术手段帮助大学生有效利用碎片化

讨如何利用新媒体开展农学专业课交互式教学袁提升学生

的学习起到积极作用遥

学习主动性和效果袁也为课程学习的长效性搭建有效平台遥

1.3 应试特征明显

1 耕作学课程当前教学模式的问题

1.1 知识内涵难以具象化

时间袁预习尧复习相关知识点袁或进行小练习袁将对学生课程

传统课堂教学是在短时间内渊某个学期冤对某一学科领
域的主要内容向学生传授袁学生往往在考试过后就不再关注

近年来袁随着农业研究方向的不断深入袁耕作学课程中

这门课程袁容易忘记所学知识遥但事实上袁学习是一个长期

基金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教改项目渊JG18049冤遥
作者简介 王小龙渊1988-冤袁男袁甘肃武威人袁博士袁副教授袁从事可持续
农作制度研究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3-22

的过程袁通过教师课堂讲授使学生了解某一学科领域后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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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创造长期学习环境使学生能有机会接触该学科研究袁
使学生能在未来进一步应用该学科知识袁有兴趣时能马上参

王小龙院基于微信平台的耕作学课程交互式教学模式探析
与学生尧教师之间的交流讨论遥在目前的教学方式下袁耕作

向不同学生回答同一问题尧耗时耗力的困扰曰同时学生有问

学课程野考完就忘冶的现象明显袁缺少学习的长期性袁不利于

题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内向教师反馈袁也可学生间交流袁

学生专业素质培养遥

构建师生间无间断地交流尧学习通道遥三是基于微信公众号

2 微信平台教学的特点

构建课程长期学习平台遥在教学期间以及课后袁教师不定期

2.1 教改设计门槛低

由于每位学生都可以开通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袁在当前条

地向本课程微信公众号关注者推送相关学科知识及最新学
科前沿进展袁学生可以在课程技术后也一直参与到该课程的

件下袁课程教学改革中通过微信平台开展课程改革非常便

建设尧学习当中袁逐步打造相关课程体系的长期学习平台遥

捷遥微信公众号的创建和维护相对简单袁模块设计较为自

4

由袁只需常见的计算机使用技能即可完全支撑平台搭建遥基

教学效果分析

笔者在 2018 学年采用上述教改策略搭建了华南农业

于微信平台开展教学要比许多高校提倡使用的野在线教

大学耕作学课程微信公众平台遥在平台构建完成的基础上袁

育冶系统简单和有效许多遥总之袁采用微信平台进行教学改

分别设置对照组渊按照传统教学模式上课冤和试验组渊在传

革的技术门槛较低遥

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采用该微信公众平台辅助教学冤进行

2.2 教学内容时效性增强

比较研究袁以课程考核成绩与学生问卷调查结果为参照指

由于现在国内高校的教师大部分都在教学的同时从事

标袁评价该公众号平台是否有利于提升农学专业课程教学效

科研工作袁时常到外地出差调研或是参加学术会议遥比如袁

果袁并收集改进意见进一步完善该公众号平台遥在研究过程

因为农学研究的区域性特点袁耕作学课程的教师就常常前往

中袁以自然实验法为主袁在学校自然教学条件下袁通过操纵

全国各地考察区域农业发展状况袁能看到当地新兴的农机设

自变量渊即耕作学课程是否使用微信公众平台辅助教学冤来

备尧农事技术和农业服务体系遥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袁教师常

观测因变量渊即学生课程考核成绩与学生课后反馈冤袁综合

常需要进行拍照尧记录袁在后续的学习中袁有意识地将新兴

运用调查问卷法尧观察法和经验总结法来完成本项课题研

农业进展融入到课堂现有知识体系中袁才可以将信息传达给

究遥通过一学年的教学实践后袁学生平均成绩和优良率相比

学生遥在这个过程中袁教师常常会出现资料遗失尧印象不清尧

于往届学生有一定程度提高遥从教学反馈上来看袁大部分学

缺少时间整理的问题遥如果采用微信平台教学袁教师可以在

生都认为该课程比其他课程更加有趣尧充实袁知识的获得感

第一时间将相关内容推送给学生袁还可以现场发表感悟袁能

明显增强袁并建议在今后其他课程中都能够搭建微信平台

够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内容的时效性遥

帮助学习遥

2.3 教学素材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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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于微信平台上可以针对特定群体进行文字尧图片尧语

通过耕作学课程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袁华南农业大学农

音尧超链接等不同方式教学素材的推送袁所以可以极大地增

学专业课程教学形式由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的单向性教学

强教学内容的多样性遥因为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袁由于课时限

模式转变为以课上与课下尧集中与分散尧教师与学生间深度

制袁许多有价值的视频尧拓展资料无法直接提供给学生袁通

互动的交互式课程教学模式袁提高了教学质量遥在移动互联

过微信生态袁就可以便捷地进行多样化教学材料的推送遥

网快速发展尧大学生微信使用普遍的背景下袁将微信平台引

2.4 教学互动自助化

入农学专业课程教学当中袁体现了学生在学习当中时间尧内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袁教师可以直接上传教学资料袁建立

容尧深度上的差异性需求袁将学生由被动的知识接收者变为

导航交互菜单袁学生则可以自助选择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进

主动的知识探究者袁真正落实了教育部所提出的野四个回归冶

行学习遥同时袁学生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自定义

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遥

回复功能袁自主查询教学资料尧常见问题曰提出个性化的问
题袁由平台自动或教师人工进行回复[9]遥教师可在课程开始
前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学生推送课前学习任务袁学生既可以进
行课前预习袁也可以进行小组在线讨论袁教师在微信公众号
平台得到反馈袁在课堂教学中就能选择性地讲解相关内容袁
并进行课后交流与测验[10]遥这些特点使教学方式可以实现自
助化和主动化遥
3 基于微信平台的耕作学课程教学策略
一是基于微信公众号在传统集中式学习的基础上研究
碎片化学习的辅助效果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传课程常用资
料尧课件尧多媒体素材袁并提供课后小测验模块袁使学生能够
利用课前课后的碎片时间进行差异化学习袁改善学习效果遥
二是基于微信公众号构建师生间全天候线上线下交流通
道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设置常见问题解答尧重点难点解析尧
课程作业要求等模块袁当学生有问题时可以主动通过微信公
众平台在第一时间获得所需答案袁解决以前教师常需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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