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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
——以钢琴集体课为例

李 晶

(广西艺术学院  音乐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该文围绕“互联网+”背景下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在哪儿学三个要素，以钢琴集体课为

例，提出面对学习中的个体、多体、集体的学生，创新“互联网+”背景下的“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普

及学习和精英教育相融合”“自由灵活多样的学习空间”的课堂教学模式。“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师应是信息

化技术整合高手，课堂教学应有生机、有活力、有效率。音乐教育应更好地履行提升民族的素质和创新精神的重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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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
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
康发展”战略。同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积极推
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
文件)。从此，我国信息化建设步入“互联网+”时
代。“开放、协作、分享、平等”是互联网精神
的本质，“互联网+”是互联网理念、技术、管理
以及应用的全方位提升和加速。“互联网+”教育
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可穿戴
设备、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的全新教育
生态体系，具有教育业务互联化、教育组织灵活
化、教育资源泛在化、教育环境智能化等核心特
征[1]。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教育，在“互
联网+”的背景下，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学课
程、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将发生深刻的变革。从
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各
级各类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不同专业的教育都在
思考“互联网+”背景下，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使之发展。“互联网+”教育是新时期我国进行教

育改革和创新的技术支撑，是教育现代化的新引擎
“互联网+”给教育改革和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
目前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其目
标是推进信息化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核心
价值是创新和变革教学模式[2]。

2015年以来相关学者对“互联网+教育”进行
了研究。有学者提出信息技术应该应用于高等学校
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积极展开在线教育的试点，
开发优质网络课程资源等[3]；“互联网+”时代的
高等教育，应在变革的浪潮中构建“互联网+高等
教育”思维[4]；“互联网+”给教育带来机遇与挑
战，要研究教育教学新的模式等。本文结合广西区
教育厅教改项目“本科钢琴集体课教学中钢琴艺术
行为应用研究”，以钢琴集体课为例，认真审视思
考在“互联网+”背景下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在
哪儿学三个要素，提出“互联网+”背景下教学模
式创新研究。

二、“互联网+”背景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下文探讨三种教学模式，以解决“互联网+”
背景下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在哪儿学”的
问题。

* 本文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教改项目“本科钢琴集体课教学中钢琴艺术行为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6JGB308)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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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
“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如图

1所示，该教学模式适合中小学乃至大学和成人教
育所用。

课程专家多尔针对现代课程中的封闭、简单、
累积性病理，提出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框架，对
“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创新有启
示。多尔强调系统，认为：“后现代主义课程的设
计则是一种开放的设计，从外在环境中不断汲取变
动的物质和能量作为反馈，以促进内部的转型和更
新”“后现代课程认可学生的自组织能力，并将这
种能力的培养作为课程的焦点”[5]。“互联网+”
背景下的教学首先面对的是丰富的知识建构、目标
一体化的网络信息空间，它超越了单纯的虚拟空间
概念，无限扩大了学生的学习空间，可以满足每
位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教师、学生、甚至家
长、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都将实质性进入网络学习
空间，在学习中可以深度互动、高效沟通、有效协
同。教师在这样背景下教学，应该关注学生的学习
动机和学习需要，注意对学生课程学习的丰富性提
供选择，帮助他们重组知识等。总之，“数据化、
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是促进教师学生共同
成长的教学模式，是学生知识和智慧成长一体化的
教学模式，是依靠多元化而又高质量的网络学习支
撑的学习模式。其特点是：

1.直面数据化：网络空间建设必然是“数字
化”向“数据化”发展。“数据化、智能化、个性

化”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学习空间，
通过大数据分析各层级、各类别教学问题，以及演
示细节处理、细节示范等，实现教学方式与学习方
式改变。教师还可以应用点阵数码笔、拍照搜题、

可穿戴设备、物联感知、视频监控等，建构网络
学习空间。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持续不断、实
时采集细致、全面、优质的课堂学习数据，通过
传递与交换数据，实现网络学习空间的透明流转
与融通共享。

2.关注智能化：教师通过上述课堂数据采集，
精准把握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设计好个性化的学
习途径，进行知识缺陷的评估诊断，为学生提供最
好的学习资源。教师利用空间开展智能化的备课和
教学准备，包括图解、音乐课教学中的大师演奏示
范音频等有效教学资料。

3.强调个性化：教师利用网络学习空间使学生
的学习能很好地达到个性化。教师在网络学习空间
备课，就是要为每位学习者提供“一对一”甚至
“多对一”的个性化学习服务：推送精准的学习
资源、进行学习结果的个性化诊断以及学习路径引
导；支持学生按需按时按地学习，使每位学生不断
地在“获得感”和“成长感”中达到高效学习，从
而全面有个性地发展[6]。

4.“回归”与“关联”：正如课程专家多尔所
言，“互联网+”背景下的“数据化、智能化、个
性化”的教学模式中的教学，强调每一项知识教学
的系统构建。教师面对多位学生，注重流动、变化

发现各类层级教学问题 发挥各级层级学习优势 设计个性学习路径 把握学习需求

数据采集分析 智能备课

集体智慧

促进个性发展

知识构建 知识重组

参与、开发、创造 获得感、存在感

师生

图1  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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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教学中更注重综合知识元
素，教师关注适时诱发学生内部的各项知识素养，
积极组织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创设有利时机，引发
学生重组内部各项知识。正像多尔后现代主义课程
具有的“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以及严密性”。

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数据化、智能化、
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中，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发展
过程，共同参与开发创造新课程。在全方位、多角
度、及时更新并呈现海量资源的互联网高度发达的
今天，学生现有的学习资源和思维行为方式已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实现了由传统媒体单向传播，
转变为网络化的多向传播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师
生学习的空间，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选择机
会。互联网海量的信息资源，就课堂“学什么”而
言，已成为无所不能。师生可以根据课堂学习的需
要，下载各种学习资料，作为教材的补充。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推出“世界数字图
书馆”，用7种语言收录了千年来人类智慧和精神
的优秀遗产，其中包括各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珍贵手稿、文献、美术、音乐文化遗产等，有关
音乐的大量图片、文本、影像资料可供用户浏览，
这是又一个学生获取众多教育资源的绝佳来源[7]。
注重“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回归与关联的
“互联网+”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模式，看似难以实
施，但是在“鼠标轻点之间”，一切皆有可能。

(二)“普及学习和精英教育”融合的教学模式
普及学习和精英教育融合的教学如图2所示。

“普及学习和精英教育”融合的教学模式可以
用于基础教育中的课堂教学，更适合高等音乐教育
中的钢琴集体课教学，具有以下特征：

1.借助多种混合技术达到知识普及教学。根据
美国发展与培训协会2002年的界定，混合学习是指
“把不同情境下的学习活动，如面授学习、在线学
习、自定步调学习等相结合的学习解决方案”[8]。
何克抗教授认为，“混合式学习就是要把传统学
习方式的优势和e-Learning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优
势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

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
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9]。在“互联网+”
时代，学生学习有了比以往更好的条件，特别是智能
手机、移动客户端更加发达的今天，随时随地可以下
载和了解各类知识发展最前沿的信息，借助海量的信
息，不断充实知识。现在，很多学习者参与到自己能
够控制时间、地点、路径、进度的在线学习，与此同
时还能在传统学校学习。这就是混合式学习方式，它
不替代学校教育，而是有效补充学校教育在时间维度
和空间跨度上的局限，它依靠在线教育完成，极大地
丰富了现实学习资源[10]。所以，根据混合学生学习形
态，利用互联网的混合学习技术，达到课堂教学中的
普及知识教学，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教师建立示范加引领的“可深度参与的专业
成长圈”。“互联网+”时代的教师必须是创新型
教师，在教学中体现“互联网+”的创新特色。教
师在“互联网+”背景下，借助媒体音像资料，配
之形容、描述、展现，给学生以很好的启示。而每
一位教师精彩的教学，会因时因境有不同的效果，
应该有不同“教样”的课堂教学数据采集。在“互
联网+”背景下，教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一反过
去“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教学模式，将经典教
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予以收集，上传至根据实际教
学建立的“可深度参与的专业成长圈”。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教学，留住每一堂课精英教学的精华。
随着教育技术日益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日益现代
化，同时导致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过去许多抽象的
讲解现在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模拟动画、视听音像技
术，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教
师建立的，可以线上线下不断学习模仿的，“可深
度参与的专业成长圈”中展现，这是“普及学习和
精英教育”融合的教学模式。

(三)“自由灵活多样的学习空间”教学模式
“自由灵活多样的学习空间”教学模式，是现代

教育教学中应该积极采用的教学模式，如图3所示。

师

引导

启发

监控

借助混合技术

通过混合学习

建立深度专业成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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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普及学习和精英教育融合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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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由、灵活、多样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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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呈现的丰富多样的教学形态，克服
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局限性，师生足不出户，就能通
过网络获取大量的相关知识“随时随地，随教随
学”。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利用新设备、新技
术开展“听、说、读、写”和“学、弹、演、评、
创”。在“互联网+”时代，教师“授业解惑”，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新知识，成为知识与学生之间
的主要媒介。教师可以是音乐演奏家、科学点评专
家、信息化技术整合高手，帮助学生在大量的学习
资源中快速找到需要的学习资料，有针对性地向学
生推送适合的信息的能手，这样，“互联网+”背
景下的课堂教学就会有生机、有活力、有效率。
“自由灵活多样的学习空间”教学模式，可以解
决在哪儿学的问题，也解决了课堂教学满足个性
化教学服务的问题。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的
专业素养不断提高，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
“学习者”，追随“互联网+”背景下教育日新月
异的发展，亲力亲为、线上线下，与学生、同行
共览理论与实践成果，享受教育、教学、科研的
每一个过程。 

三、教学实践——以钢琴集体课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
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
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
人文素养”[11]。隶属于艺术教育的音乐教育是传承
人类文明发展的、人的培养的重要教育。在高等音
乐教育中，钢琴课教学一直是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
专业基础课，不论主修专业是什么，钢琴课都是必
修课。钢琴集体课又是音乐教育中创生的重要课
程。其较好地解决了音乐教育师生比的问题，使基
础教育和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中众多学生学习和掌握
了钢琴这门艺术，并且使钢琴这门高雅的艺术，能
够走进普通的中小学校、成人学校、老年大学，走
进了社区，走进了千家万户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与
此同时钢琴集体课教学研究也创生了许多模式如：
同主题、多层面的教学模式；多台琴多学生综合研
动学习模式；乐团的效果学习模式；理论、技巧、
视奏、伴奏、合奏综合学习模式；“讲授—回课—
点评”教学模式；分层次教学模式；合作型教学
模式；整合型教学模式；课题型教学模式等[12]。在
“互联网+”背景下的钢琴集体课教学，虽仍依赖
传统的需要手把手的教弹奏技巧、手型以及几十种
触键方式、有差别的发力方式等，但是现代科技对
钢琴集体课教学的挑战，在不断变化发展。面对学

习中的个体、多体、集体的学生，钢琴教师紧随
“互联网+”发展，必须认真研究创新“互联网+”
背景下的钢琴集体课教学模式。在现代钢琴集体课
教学实践中，可以采用前文所述教学模式解决好学
什么、怎么学、在哪儿学的问题。

(一)采用“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教学
模式在“学什么”方面创新

钢琴集体课教学中，教师首先要解决的是一
对多教学“学什么”的矛盾。教师通过课堂采集数
据，对学生学习需求准确把握、认真设计具有个
性的钢琴学习路径、评估诊断音乐知识缺陷、推
送最适合的钢琴学习资源。教师利用网络空间开展
智能化的备课和教学准备，包括图解、肢体示范、
大师演奏示范、个性化演奏。钢琴集体课网络学习
空间绝不是“多人一面”，而是“一生一空间、生
生有特色”。教师利用网络学习空间使学生的钢琴
弹奏学习很好地达到个性化。教师在网络学习空间
备课，为每位钢琴学习者提供多元多向的个性化
音乐学习服务；强调每一项音乐知识教学构建系
统，注重综合音乐元素，关注学生内部的音乐素养
的适时诱发，积极组织，给学生自己弹奏学习的机
会。例如钢琴教学中需要学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强的乐
感，教师要求学生领悟“指尖触键感”“手臂手腕的
力量转换”一些细节问题等，学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的训练，才能对这些问题略有体会。而在网络学习空
间，这些音乐技能方面的教学，可以通过网络化数字
化的虚拟技术手段来提高学习内容的科学性，将抽象
问题形象化，甚至可以用数字技术的视听音像转换功
能，以动画来模拟音乐技能的学习。人体生理上各相
应部位的动作细节，通过数字技术使演奏机理、动作
要求，变为明确和具体形象的可操作的视觉形象来诠
释。从而将抽象的“感觉教学”转换成“视觉形象”
的“学什么”的教学动态过程[13]。

(二)采用“普及学习和精英教育”融合的教学
模式解决“怎么学”的问题

钢琴集体课中学生学习的形态绝对不同于传
统的在琴房的钢琴学习。传统的钢琴课程侧重于培
养学生的演奏能力，以及对音乐的理解能力与表
现能力。钢琴集体课学习的基本目的是学习钢琴
弹奏，加上即兴伴奏、和声编配、视唱、练耳、乐
理、简易作曲等教学内容的音乐基础课程。至今在
高等音乐教育中，钢琴课与钢琴集体课仍并行设
置，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间教授对象、教
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均会彰显区别。在钢
琴集体课，学生不仅学会钢琴演奏，更重要的是通
过钢琴学习，了解懂得更多的音乐知识。在学习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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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弹奏过程中，不仅学会独奏，还有合奏、伴奏、
齐奏，还要学会与人合作。所以学生呈现出混合学
习形态。在“互联网+”背景下，也存在混合式学
习的方式和混合学生学习形态。在教学中体现“互
联网+”的创新特色，就是既要照顾好一般钢琴学
习者的学习，更要兼顾高水平的钢琴学习者。相对
学生怎么学，就有教师怎么教的问题。例如学习肖
邦的《前奏曲》，不可避免地会有怎么使用“自由
节奏”的教学。学习者使用自由节奏没有统一的标
准。如果学习者只是参考钢琴家演奏的视频，原样
模仿他们的处理，并不能演奏出真正的具有典型浪
漫主义风格的音乐效果。教师引导学生听鲁宾斯坦
的录音，细致引领学生体会：发现每个乐汇的处
理，都是在自由节奏的思维中进行的演奏。每一次
音色的变化都非直接脱口而出，琴声经过酝酿从心
里发出，好像不断变化的色彩，这是典型的自由节
奏。一个简单的连线呼吸，一个手臂力量动作后的
停顿，都是自由节奏表现的方式。这些细致的处理
让音乐旋律会呼吸有思想内涵有音乐生命。有着
诗一样旋律的肖邦钢琴曲，时而如泣如歌，时而
飞溅轻巧，时而雄厚悲壮，时而气昂昂雄赳赳，
此乃肖邦旋律的气势。上述是教师在“互联网+”
背景下，借助媒体音像资料，配合教师钢琴艺术
行为对演奏肖邦作品时的节奏、张弛度变化的描述
与展现，以教会学生能很好地掌握弹奏自由节拍的
方法。教师可以将自己最满意的精彩的教学，进行
课堂教学数据采集，上传至“可深度参与的专业成
长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让不同层次的
学生随时可见可仿钢琴集体课教学的精英教学的精
华。 

(三)“自由灵活多样的学习空间”教学模式解
决“在哪儿学”的问题

钢琴集体课一般都在装有多媒体设施的钢琴集
体课教室上。以“注重以音阶的键盘和声教学”为
例。教学可以以激发学生的和声及多声部创作为重
要目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先完成一个基
本的功能性和声连接的指法练习，后在不同的调上
进行连接练习，练习一般采用按升降号叠加的转调
方式。比如：C大调-G大调-D大调-A大调……，
这样学生可以很快地熟悉在基本调式上的柱式和弦
音型连接指法。随后，根据教材上给出某一段可以
运用该和声连接基本旋律进行练习。练习过程中首
先以教师弹奏该段主题，学生弹和声连接。经过熟
悉后教师可进行两种方式展开练习：一是教师继续
演奏主题，让学生改编伴奏的织体；二是由某一位
学生来演奏主题，其他学生演奏伴奏和声连接。

进行这两种展开练习时，教师利用数码钢琴的特殊
性，让学生自行选择非钢琴的音色来演奏伴奏和声
连接。此时学生可能运用数码钢琴模拟出弦乐、管
乐等等各种不同的音色，与钢琴音色的主题进行配
合。课堂气氛会非常活跃，学生的想象力会不断迸
发，课堂教学将达到“以激发学生的和声及多声部
创作”教学目的。在“互联网+”背景下，除了发
扬钢琴集体课在教室上的优势以外，还可以辅助以
其他教学形态，朝向多维度教学方向展开。教师教
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会更充分地利用多
媒体计算机技术作为辅助教学手段。现代网络信息
技术载体向学生提供了一个极为自由灵活多样的学
习空间，通过视频、图像、动画、音乐等技术使学
生加深理解和认识，这种教学形式更加新颖多样，
大幅度提高教学效率。多媒体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让钢琴教育者无暇应接。从数码钢琴的
诞生到智能钢琴，甚至到“克洛斯威钢琴侠(内置
远程教学功能，自带的纠错功能)”“作曲大师”
等。钢琴集体课教师的教学既受到挑战，也存在永
远的不可替代。网络技术呈现的丰富多样的教学形
态，克服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局限性，师生足不出
户，就能通过网络获取大量的相关知识“随时随
地，随教随学”。在“互联网+”时代，钢琴集体
课教师引导学生在网络环境下自主学习新知识，教
师成为知识与学生之间的主要媒介。只有这样，
“互联网+”背景下的钢琴集体课教学才会是有生
机、有活力、有效率的教学模式。

采用上述三种教学模式，其实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非截然分开，教学中可以灵活贯通综
合运用。

四、结语

“互联网+”背景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建立
在学习、借鉴、引进、消化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
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技术基础上。美
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ETP)”是美国运用技术发
展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它为美国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确定了总方向。2015年12月，美国教育部发布
“NETP2016”，提出要从学习、教学、领导力、
评价和基础设施五个方面通过技术重塑教育，确保
所有学生都能拥有个性化成长和成才的机会[14]。笔
者在美国西俄勒冈大学访学期间，身临该校钢琴集
体课教学课堂，目睹教授们教学风采；有时在课堂
还受教授即时邀请，和师生同奏。开放、自由、灵
活、专业的美国钢琴集体课教学模式给笔者“互联
网+”背景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提供多种思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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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钢琴集体课教学目的明确，但教授们仅用教材作
为参考，自己选择教学内容。尽管教授钢琴技能，
但教授强调很多问题学生不用占用课堂宝贵时间，
可以和教授网上沟通。音乐教材上的所有练习问
题，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配光盘，而是有专门的根
据教师学生不同要求，提供的不同的网址，师生必
须输入个人准确的信息，方能进入学习空间。凡此
种种值得借鉴。本文以钢琴集体课为例，研究“互
联网+”背景下的教学模式创新，旨在对提升中
华民族素质和创新精神的高等音乐教育的责任和
担当。钢琴集体课教学可以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
的今天，既尊重钢琴不可替代的雅致，又充分学
习和发挥现代科技优势，以推动教育信息化为常
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培养原创性、引领性人
才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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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Take Piano Group Class as an Example

Li Jing

(Music Education College,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2)

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elements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plus: how to learn, how to learn, and where 
to learn. Taking piano collective clas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students who face individual, population and collective learning 
should innovate “data, intelligence, personalization”, “integration of universal learning and elite education” and “free and flexible learning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teachers should be maste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should have vitality, vitality and efficiency. Music education should better fulfill the 
important task of improving national qua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Keywords: “Internet+”;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 Piano Collective Teaching

收稿日期：2018年9月13日

责任编辑：宋灵青  李雅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