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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柯蒂斯·邦克、幂幂·李、托马斯·李维斯和托马斯·雷诺兹在此访谈中反思了慕课和开放教

育在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以及如何在课堂中创造性地和有效地利用慕课。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慕课课程设计和

教学的指导原则，并对慕课文化敏感性、个性化和从可能性的资源角度应对慕课质量问题提供了建议。然后，

柯蒂斯·邦克、幂幂·李、托马斯·李维斯和托马斯·雷诺兹指出了与慕课有效性问题相关的研究方法、慕课

研究者和教学者面临的挑战、慕课和开放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转变，并探讨了他们团队未

来的研究方向以及此领域的整体发展方向。作为访谈的一部分，他们谈到编写《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一书及

相关特刊的历程，还对复杂的团队如何编写著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同时也对2017年10月将要在温哥华举行的

E-learning“发展中国家的慕课和开放教育”会议的主题和目标进行了详细地介绍。

关键词：慕课；开放教育资源；开放课件；文化敏感性；个性化学习；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慕课和开放教育的角色

访谈者：你们认为慕课和开放教育资源(OER)
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时
也请谈一下慕课在企业和政府中的角色？

受访者：此种教育形式可以让各种不同的学
习者拥有学习的机会，它拓宽了学习者的种族、
文化、教育和社会背景。有些人生活在沙漠、丛
林、高山和冰岛等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很难有
受教育的机会。随着技术普及到边远地区，慕课
和开放教育资源也随之而来，慕课提供给他们一
个很好的教育机会。但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些区
域的学习者并不是慕课主要的学习者。大多数
的慕课学习者来自于具有充足传统教育资源的地
区。然而，即使仅有几百或者几十个来自于教育
资源匮乏的地区的慕课学习者使用慕课和开放教
育资源学习，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在这些教
育环境和阶段中，慕课和开放教育资源都可以给
已经获得教育证书或学位的学习者提供重新复习
和提升技能的机会。慕课和开放教育的一个关键
作用是给需要提升技能和能力的学习者提供专业
发展的机会。我们研究发现，学习者利用慕课和
开放教育资源满足他们不同的目的。有些为了更
换工作会自发搜索开放教育内容和课件来学习需
要的技能，比如，网站设计和会计等[1][2]；有些人
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也有人为了发展个人
兴趣爱好，比如，学一门新的语言或者退休后探
索新的兴趣爱好；也有很多人利用开放的在线资
源来学习维修东西，比如，维修自行车。

企业和政府机构将会依靠各种开放教育资源
来降低人员流失和提升员工能力。一个逐渐明显的
现象是，每个机构可以采取自己独特的模式和设计
框架使用慕课，以满足不同技能和背景的员工的需
求。如果我们能够在报告、手册或研讨会中将这些
独特的慕课使用模式和观点记录下来，将具有重要
的意义。

慕课体现了一种在教育领域一度缺乏的乐观主
义，它们是一种可以给大众提供学习的平台，这些
学习者可能是对某些话题感兴趣，或许是希望找个
新的工作，或者是为了在大学期间获得一些关键性
的技能。

访谈者：慕课和开放教育资源将怎样影响基础
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育实践？

受访者：影响方式有很多种。在教学创新或
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用慕课来促
进、延伸和改革教育实践和项目[3]。首先，任何课
程的教师可以让学生注册一个和所学课程主题相关
的慕课。这样以来，学生可以从其他的教学专家或
者教学方法中学习知识。我们已经在自己的课堂中
实施了此种方法，发现效果还不错。学生可以浏览
慕课课程内容，并依据浏览或者完成的慕课写学习
反思；再者，慕课还可以帮助需要补课的学生学习
数学、批判性思维、语法和各种学习技能；第三，
教师可以用慕课视频或开放课件去翻转传统的课堂
教学。教师可以安排学生每周或者偶尔在课堂前观
看相关的慕课视频，以节省授课时间，进行基于案
例的教学、基于问题的教学、游戏教学或其他形式
的教学活动；第四，教师在布置学生作业时，可以
让学生结合慕课免费和开放的资源完成作业，以增
加课程的趣味性；第五，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将提供
免费的慕课做为一种专业或学科招生的工具。我们
就曾经见过美国一些高校的例子，他们提供一门免
费的慕课。如果学习者喜欢该课程内容，他们可以
付费学习与此相关的其余课程；最后，随着以结果
为导向教育日益受重视，慕课和开放教育资源可以
通过提供学分或者证书的方式来发展学生的能力。
在这种自主学习的方式中，学习者可以付费获得徽
章或证书。

访谈者：教师怎样设计创新性的慕课，你们能
分享一些慕课教学模式或者指导方法吗？

受访者：我们在最近刚编写的一本与慕课有关
的书中[4]提到了给慕课学习者提供反馈等原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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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可以是来自教师、其他教学员工或者已经学过这
门课并志愿回来提供帮助的学生。反馈也可以是自
我评价或者同伴评价，也可以是技术平台根据学习
者的内容、参与度和学习表现提供的反馈和数据分
析结果。

除了反馈，另外一个慕课教学原则是给学习
者提供交互学习的体验，比如课堂调查、学习者学
习偏好调查，尤其是可以通过实时在线视频的方式
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进行互动，例如拖
拽、做决定、动画、模拟现实和讨论。如果没有交
互，而仅仅要求学生点击在线资源获取教学内容，
学生将会失去学习兴趣。

第三个指导原则是尽量缩短每个视频或者教
学单元的长度。除此之外，在每个教学单元的结
尾，慕课教师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回顾，以降低学
习者的信息负担。同样，教师需要提供给学习者
充足的反思机会。在我们撰写的章节中，还有其
他的建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参看下
面这本书。您也可以通过下面这个链接(http://www.
publicationshare.com/3)来阅读该章节的最初版本。 

访谈者：你们对与慕课质量的评价和保证有什
么建议？

受访者：在慕课大规模涌现的时期，评价起
着非常的关键。如果没有质量保证，很多教育工作
者、政府人员和潜在的学习者就不会使用慕课，而
选择其他的方式来学习。我们需要认真的对待慕课
质量问题。在《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一书中有些
章节提到了慕课质量指标。其中一章提到了慕课的
理论基础，比如建构主义、行为主义等。另外有一
章，我们聚焦在慕课的内容。例如，慕课的内容是
否清晰、基于真实的情节、实时、容易获得、有趣
和与学习需求或目标一致。在慕课和开放教育特刊
的最后一章，我们总结了一些和慕课质量问题和评
价体系相关的研究和实践[5]。

从此本书和特刊中，我们发现早期的慕课很多
是直接从现存的课程中直接迁移到慕课平台的。因
而，他们没有应用当前的教学设计原则、尤其是慕
课学习和教学方法来设计课程。

访谈者：你们在《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书中
对开放教育探讨的特色内容是什么？

受访者：在我们书的开篇第一章就对慕课运
动和开放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讨论。著名的开
放教育专家David Wiley提到，许多提供慕课的高校
对慕课有着错误的理解，显而易见，当前的慕课与
开放教育运动的核心原则不符。David Wiley认为，
慕课对开放教育的危害比以前其他的事件都更为严

重。虽然，此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商榷，但是，
他对慕课的批判确实很有洞察力，他指出，当前慕
课的开放性仅仅停留在免费获取慕课资源层面，而
并没有允许免费重新使用、重新整合和分享。最
近，慕课供应商和服务商已在宣布慕课将要收取费
用或者仅提供有限的获取和评估服务，David Wiley
的观点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目前，我们的教师群体和同事们尽管对很多问
题都具有激进的态度，但大多数的教育者对于反对
创造、使用、修改和改进开放教育资源并没有给予
足够的回应，更别提基于合作、发现和知识创造的
教育实践的应用。因此，任何对慕课运动的批判都
必须承认，教育工作者包括有充足资金资助和权威
的机构，对开放教育并没有抱很大的期待。

尽管教育开放性的想法已经出现一个世纪
之久，但是其具体概念仍然很模糊，长久以来
一直很难被定义和利用[6]。对于我们四个人和许
多其他教育工作者来讲，开放教育被正式认可
是在2007的“开普敦开放教育声明”(http://www.
capetowndeclaration.org/)中。此声明明确地提出，个
人和机构可以免费获取教育。开放性可以对教育中
的三个要素产生影响：教育者、教育资源和教育政
策。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会经常听到期刊
中的文章呼吁慕课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警惕慕课教
学设计创新的缺乏。事实上，许多人认为，慕课并
不是开放教育的典范或者它具有变革性，慕课反而
是传统教育实践的一部分。那么，开放教育的创新
又体现在哪里？自由学习又体现在哪里？真正的开
放教育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前的问题似乎是人们更加关注怎样通过这种
新的教学形式盈利，而不是关注学习的自由性。密
西根大学的Charles Severance教授说，他的“Python
编程”和“每日编程”慕课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并
且大多数学生都愿意付50美元或者更多的费用来获
得徽章或证书。Coursera的“互联网历史、技术和
安全”也是有同样大量的学生。

考虑到大量的课程注册人数，我们经常被问
及新兴的慕课商业模式也不足为奇。但是Severance
在《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2015)一书第15章中提
到，他的目标是通过和学生网络对话，或者去世界
各地旅行和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促进学生的学
习。他希望在他的慕课中，学生可以自由的学习，
在一个学习共同体内进行交流和合作，以达到促进
学习和成长的目的。当然，外部的奖励比如证书、
徽章和其他课程完成的记录也非常重要[7]。人们更
想知道在某一慕课课程中有多少人获得了证书，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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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多少费用，而不关心学习者从慕课中获得了多
少新的想法。相对于个人的学习和成长，人们更加
关注慕课经济上的回报。

除了Wiley对于慕课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
和开放教育的核心原则相符的批判之外，大量教
育机构更加关注慕课对教育系统带来的显性的干
扰。慕课给教育带来很多改变。例如，edX开设一
个单独的、基于慕课的教学设计和技术硕士证书
项目(https://www.edx.org/micromasters/instructional-
design-technology#why-this-program)，此项目挂
靠在马里兰大学的教学设计和技术硕士项目下面
(https://www.umuc.edu/academic-programs/masters-
degrees/learning-design-technology-ms.cfm)。在我们
书的第13章中，佐治亚理工学院的Richard DeMillo
提到，慕课中有一些低费用的计算机项目，可以提
升人们的技能，帮助他们获取更高的薪资和更加满
意的职业。这种计算的项目和专业化的课程数量
在迅速增多。目前Coursera有一些专业化的课程，
比如，数据科学、3D打印、如何成为记者、幸福
心理学、大数据、R数据统计、市场策略、虚拟教
学、网站设计和开发等。

尽管突然涌现出了很多成功案例，但是，很
明显，慕课也有很多的失败案例以及与开放教育原
则不符的慕课衍生品。但是，比较有趣的是，最好
的对慕课和开放教育的分析并不关注慕课教学设计
的局限性，或者它是否与开放教育原则相一致等问
题，而是关注慕课和慕课运动对传统教育带来的好
处。慕课和其他开放教育带来的威胁在促使教育机
构进行创新。换种说法，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
代个人计算机以及当今创客运动的出现，教育变革
正是通过慕课和其他形式的开放教育才得以实现。

二、发展中国家的慕课和开放教育

访谈者：你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如何
使用和开发慕课、开放教育资源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受访者：在使用和开发慕课时，教育工作者
需要考虑怎样使慕课满足其具体的目的，而不仅仅
是看目前现在存有哪些类型的课程资源。如果你发
现在你们国家或地区有特别需要探讨的主题，那么
就可以设计和教授此方面的课程，创建新的课程。
有可能有百余种潜在的慕课主题，考虑到资金的限
制，你需要做好优先级排序。如果你使用现存的课
程内容，你需要将课程本土化以适应你的学习者。
有很多已经开发好的慕课，你可能仅仅翻译或者编
辑之后就可以使用。但是，可能有些课程，你还必
须花时间和精力进行本土化设计。简而言之，从经

济角度考虑，我们建议充分利用所有合适的开放教
育资源。

访谈者：请否介绍一下你们觉得的比较有趣的
慕课和开放教育发展趋势和创新点？

受访者：近期慕课和开放教育迅速的涌现，
必将给教育者带来一系列可以应用的创新点和发展
趋势。例如，在前面提及的关于慕课和开放教育课
程资源的认证、证书和徽章就是一种趋势；第二，
一些教育机构目前开始收取一定的能力评估和其他
教育服务费。显而易见，无论是在正式学习环境还
是非正式学习环境，学习者都想展示他们努力学习
的成果；另外一个趋势是，慕课中开始融入更多的
个人因素。比如，同伴评价、教师批改作业和提供
反馈和建议；第四，提供课程学分。慕课参与者或
学习者想要通过努力获得一些可以证明他们学的东
西；第五，慕课逐渐开始影响基础教育，比如中学
生为了为大学学习做准备而注册慕课课程学习；第
六，慕课的可获得性逐渐增加。比如，学习者可以
使用手机随时随地与学习环境和其他学习者建立联
系；最后，为某些特定学习者定制化慕课。比如，
初高中学生进入高校前的预备课程、帮助老年发展
兴趣的课程和独特学习经验的课程。

三、慕课中的文化敏感性和个性化学习

访谈者：我知道你们团队对慕课和开放教育中
的文化敏感性和个性化学习很感谢兴趣。因为慕课
有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大量受众，这些不同
的文化怎样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的？

受访者：文化多样性在很多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包括：学习者的学习重心，学习者彼此的互
动，学习者对于课程要求的严肃程度，和他们接触
学习资料的频率等。很明显，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
很难用一两段话来阐述清楚。

关于慕课文化差异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学习者
来自不同的时区，很难安排一个实时授课或会议时
间。另外，来自于拉丁美洲、东亚、中东、北美和
其他等不同地区的学习者可能对课程开始和结束日
期的期待不同。一些文化强调及时性，这种文化下
的学习者可能喜欢较早的开始课程学习任务，并且
能够按照课程日程学习。一些来自生活节奏比较悠
闲的文化背景的学习者，他们可能会在课程后期或
者将近结束的时候才开始阅读文献或者看视频。甚
至在安排课程作业提交时间时，都应该要考虑不同
的学习者群体，比如，有些人生活节奏快，而有些
地区的人则相对松散，认为作业提交时间应该具有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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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开展慕课实时活动的时候，教师需
要考虑到不同地方的宗教教规可能影响每周休息日
的不同，并不是每一种文化或个体都将周六或周日
看作休息日。但是，地理位置、生活节奏和宗教仅
是教师在设计和教授慕课中需要考虑的众多文化因
素中三个方面。其他的因素包括：有些文化强调竞
争和个人的工作，而另外的国家和文化可能更喜欢
合作学习和在一个社会性、交互性的教育环境中学
习。这些文化差异在小规模的在线学习课程中已经
显现出来，在受众更多的慕课中，这些问题将更加
凸显。

访谈者：教师怎样设计和开发慕课以解决文化
差异带来的学习障碍？

受访者：我们也对慕课和开放教育这本书的作
者们提出了此问题。作者们给出的其中一个建议，
是让慕课学习者将课程翻译为本地语言，以使其他
人可以获得这些资源。斯坦福大学的Paul Kim教授
就采用了此种方法。比如，他们创建占带宽较低的
课程视频。他们可能还鼓励学生给视频添加字幕，
并将资源分享在本地云服务端。Kim教授在我们慕
课书中还提到，教师应该给学习者提供选择学习软
件(例如，WhatsApp，微信，KakaoTalk)的机会。来
自温哥华和德里学习联盟的Sanjaya Mishra参与了我
们慕课一个章节的撰写。他建议，在为全球学习者
设计课程时，慕课设计者应该考虑到他们对音乐和
图片的敏感性。

乔治亚科技大学的教授 Karen Head 提醒慕课
提供者，谨慎使用那些容易被误解的笑话和幽默，
而且教师也应避免用手指指人。Charles Severance
甚至建议，避免使用任何手势。Head博士指出，在
使用图片和比喻的时候必须多加注意，某些图片和
比喻对某种文化中的人具有一定的意义，对另外一
种文化中的人则毫无意义，或者会导致被冒犯的认
知。实际上，教师的衣着、发型和身体的移动等都
要考虑文化问题。

考虑到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人们建议慕课设
计者必须应该给学习者最大化的控制权。慕课活动
和资源可以通过建立不同的学习途径或删除特定的
内容来实现学习者自主安排学习。另外，在设计和
开发慕课时，设计者必须考虑到世界其他文化和地
区的人可能在获取或下载动画、虚拟现实、视频、
图片和其他内容方面存在困难。其他更多的指导原
则和建议请参见慕课书(http://www.trainingshare.com/
pdfs/Cultural-Sensitivity-Issues-Related-to-MOOCs.
pdf)。 

访谈者：在中国一些高校已经开设了慕课，有

些高校将要开设慕课，在设计和开发慕课方面，你
们对开设慕课的教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受访者：我们在前面的问题里面已经提到了
一些指导原则，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没有提及的是，
我们必须仔细地对设计和教授慕课做好计划。慕课
比较复杂，它能够影响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以千计的
学习者。因此，我们必须反复检查所有的资源和活
动，设计非常具体的课程内容来满足潜在学习者的
学习需求。同时，我们需要让教授和辅助慕课教育
的人员也参与到慕课的设计过程中。

老师肯定不想成为一个失败的慕课教师或者
设计者，所以需要反复测试慕课课程的各个方面。
或许老师们可以通过潜在的学习者测试在线阅读资
料、课程视频、必选或任选的课程活动。如果这些
资源存在获取和使用方面的问题，老师需要仔细做
好记录。事实上，老师应该在第一堂课前设计和测
试尽可能多的内容、工具和资源。像其他的在线教
学，慕课参与者需要清楚课程的要求。如果课程遇
到问题，慕课教师和设计团队必须对课程教学、作
业和评价做相应的修改。

与任何新的课程开发相似，慕课教师和设计团
队需要和已经具备设计和提供慕课经验的人进行交
流，获得他们的建议以节省时间。

访谈者：慕课可以实现个性化学习吗？如果可
以的话，你们能否简要解释一下，慕课个性化学习
的具体含义？

受访者：这是个好问题。近几年，我们自己也
在考虑这个问题。实话说，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同
时，我们的答案是个性化可以呈现为许多不同的形
式。它可以通过叫出学习者的名字和对学生的答案
和活动提供及时反馈。就像之前提到的，也可以通
过允许学习者从众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中选择
学习材料和路径，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的自我定制化
的学习路径。个性化还可以通过学习者参加兴趣小
组的形式实现。通过学习分析和内嵌的反馈系统给
学习者提供反馈和选择的机会。

以上四个例子展示的一些个性化教学的方法
包括：教师的行为和关注意识 、学习者的主动性
和控制性，学习社区和人工智能系统设计。教育
工作者在设计和开发慕课时，可以重点考虑前两
种或三种方法，最后一种方法可以留给计算机专
家来解决吧。

访谈者：你们能够对开发更加个性化慕课的阶
段或步骤做一个预测吗？简单的说，哪些事情你们
觉得可以提前完成，哪些事情可以稍后再做？这个
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文化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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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像前面所说那样，至少有四种个性化
学习的形式，很难说个性化慕课开发存在特定的阶
段或步骤。或许大多数人将个性化视为人工智能系
统能够自动识别何时需要以及需要何种东西。值得
注意的是，此种想法会低估那些在慕课学习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教学设计者的价值，这些教育设计者毫
无疑问的会将自己作为慕课学习者的经验融入的设
计过程中。

同时，每个人设计和教授慕课的人，最好能
够去注册和完成由不同供应商提供的不同类型的慕
课。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是贪婪的读者。同样，
慕课设计者应该了解和使用当前的慕课设计和教
学。通过这种方式，慕课设计者可以获得很多新的
慕课设计理念，同时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

四、慕课和开放教育方面的研究和发展趋势

访谈者：在慕课和开放教育研究方面有很多的
空缺，比如，学习者的积极参与和交互性、课程完
成率和保持率、技能迁移、在外界的认可度、课程
质量等。研究者应该怎样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

受访者：慕课研究需要探索的领域同样也是教
育技术研究需要探索的领域。教育技术研究者至少
有六个不同的研究目标。首先，理论开发和分析。
研究者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和综合教学和学习的理论
和原则以及其他的研究结果来解释教育；其次，探
索和假设检验。研究者通过对教学和学习理论、模
型进行假设检验来探索教育；第三，解释描述。研
究者通过描述和解释教学和学习现象来描绘教育；
第四，批判性分析和后现代分析。研究者为了给被
剥夺权利的少数人，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穷困人员以
权利，而检验教育的基本假设和它对教学和学习的
影响；第五，设计和开发。研究者通过与教育实
践者合作，探索创建和改进有效的教育问题解决方
案，辨别教学和学习的设计原则；最后，行动和评
价。研究者集中在对应用领域的描述、改进和评估
具体的项目、产品、方法的有效性和价值。

每一种目标都有优点，但是我们强烈建议慕课
和开放教育研究者通过基于设计的研究探究设计和
开发目标。基于设计的研究不是一个具体的研究方
法，但却是一个逐渐发展的研究范式。此种研究范
式中，迭代的开发复杂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优化
理论性的重用性的设计原则，可以为实践提供严格
和科学的调查。随着时间的发展，基于设计的研究
有两个主要的结果：针对真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改
进理论以更好地从理论角度理解问题，后者主要以
重用性的设计原则来实现。基于设计的研究的结果

可能是教育产品、过程、项目或政策。
在慕课和开放教育的环境下，解决方法可能是

一个创新性的开放学习环境，这种环境能够帮助高
中辍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基于设
计的研究揭示的新知识也可以同时解决其他人面临
相似问题，比如可以应用在设计和实施有效慕课的
那些设计原则。开展基于设计的研究通常也需要一
般研究中需要的量化和质性研究工具，基于设计的
研究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通常利用混合型研究
方法。

访谈者：慕课和开放教育研究面临什么样的挑
战？

受访者：虽然人们认为慕课拥有大规模的学习
者，量化研究方法或者新出现的学习分析技术比较
适合慕课研究。然而，现实是慕课每门课程中数以
万计的学习者也给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例
如，教师怎样解决或回答所有学生的问题和顾虑；
第二，如果教学内容和作业有问题，教师应该如何
解决；应该需要多及时的解决问题以至于不影响所
有学习者的满意度；第三，很难获得学习者的授权
来进行慕课研究；此外，大家对众多学习者的隐私
持保留态度。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建议为了进行
设计和开发研究，最好使用混合量化、质性，甚至
批判性分析的方法。

访谈者：你们上面谈到的主要是慕课面临的挑
战，你们能也谈一下开放教育面临的挑战吗？

受访者：开放教育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是教师和
管理者甚至都不知道这种资源的存在[8]。即便是他
们知道，他们通常也不会使用或者花时间去浏览这
些资源[9]。这种问题也存在于开放课本的利用上。
通过世界地图去展示世界各地的开放项目是解决上
述认知问题的一个途径(https://oerworldmap.org/)，很
是明显，这种办法也无法对数量众多的基础教育和
高等教育教师开展培训。

另一个挑战是教师没有时间去搜寻或探索怎
样使用曾经非常昂贵，但目前是免费开放的教育工
具、内容和资源。仅仅因为曾经稀缺，而当前却大
量存在并不足以促使教师进行使用。时间有限性是
教师在任何新技术出现时都面临的问题。

第三，即便是教师了解开放教育资源，并且有
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对开放教育资源和开放教育课
件的使用仍然需要激励措施和建立内部使用政策。
对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必须成为教师日常活动的一
部分。Carina Bossu、David Bull和 Mark Brown在第
五章题为“可行性开放教育资源——澳大利亚高等
教育中一个可行的方案”中提到，教育机构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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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政策应该将开放教育资源部分囊括在内，指
导开放教育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第四，一旦创建了
这些资源，应该使其更好地被索引，并对其进行持
续的更新或修改，以保证质量。显而易见，那些急
需资源的人迫切需要免费和开放的教育资源。

访谈者：慕课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慕课和
开放教育研究未来的研究趋势是什么？

受访者：未来的慕课和开放教育研究不可避
免会受到其他领域发展的影响。例如，机器学习的
迅速发展使目前大学毕业生可以做的工作在不久的
将来会被算法和机器人代替。这不仅仅会影响那些
容易进行自动化操作的体力劳动，比如填写网络订
单或者在生产线插入螺丝钉，甚至还会影响像药剂
师、医生、会计、计算机程序员、律师和记者这种
需要较高级认知能力的人。在未来的几十年，高级
人工智能将会渗透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
从使用无人机和自动化卡车配送货物，到写文章或
对知识进行归类。

这种机器化和人工智能的趋势将会导致世界
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分权。怎样开发慕课和其他形
式的开放教育来使人们为未来的工作改变做准备。
试想许多人可能依靠某些最低收入保障来生活，而
不用必须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开放教育能够让
人们找到工作之外可以实现他们自我满足感的活动
么？人们可以通过在线自主学习而更加具有创造
性、艺术感和利他精神吗？在此种情况下，专家应
如何进行指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随着新的
社会变得更加密集型和自动化，许多这种问题都会
涌现出来。

五、《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一书的创作过程

访谈者：是什么激发你们编著《全球慕课与开
放教育》这本书的？你们能否也介绍一下与此书相
同主题的特刊？

受访者：2008年，我们在国际在线学习大会上
(美国拉斯维加斯)组织了亚洲在线学习的研讨会。
会议结束后，我们合著了亚洲在线学习特刊，此特
刊广受欢迎[10]。2013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又组织
了一个以慕课和开放教育为主题的国际在线学习研
讨会，参加此次座谈会的有百余人，其中，很多人
后来参与了此书章节和特刊的撰写。

实际上，《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这本书和
《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特刊的形成受到了研讨会
与会者的想法、行动和热情的影响[11][12]。从2013年
开始，慕课和其他教学形式也是持续发展和扩展。
因此，2015年夏天出版我们的书和特刊也算是非常

及时，并广受好评。
访谈者：你们能否介绍一下您这本书的核心

价值，以及将会在哪些方面影响此领域的研究和实
践？

受访者：目前大家都知道，无论在正式学习
领域还是非正式学习领域，数字化学习形式日益增
多。因此，人们更加需要了解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
是如何获得、采用、实施和评价慕课以及包括开放
教育资源和开放课件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开放教育资
源的。此领域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影响世界各地的学
习者，而且影响设计和教授慕课的教师和教学设计
者、评价开放教育的研究者、为利用慕课和开放教
育资源的新的教育项目提供资金的政府人员和其他
的有关人员。这些潜在的受众希望更加深入的了解
各种慕课和开放教育的成果和改进的方法。

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线学习、混合学习中技术
和教育理念方面的持续发展也带来了许多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包括慕课和开放教育在内。这本书涉
及了认证、证书、质量标准、创新性的评估、学习
者动机以及其他的问题。《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
这本书里的32篇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并为
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各地慕课和开放教育发展
状况的窗口。

之前也提到过，《全球慕课与开放教育》探
索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慕课和开放教育资源独特的
应用方式，涉及到地区包括：日本、南非、澳大利
亚、英国、德国、荷兰、加拿大、美国、新西兰、
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这本书提到
了技术推进学习进步的同时所带来的各种机会和问
题。这本书也揭示了慕课和开放教育中有效的信息
传递方式、学习者和教师的互动、创新性的评估框
架和可能的商业模式。在这本书的开头和结尾，我
们四个编者也指出了未来几十年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希望独特的、涵盖世界不同地区的慕课和开放
教育研究的书，可以帮助解释慕课和开放教育的趋
势和不同情境下的问题，分享重要的研究和发现，
为未来的开放教育领域提供切实的建议。

访谈者：你们在编著此书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
现？有没有想分享给大家的想法、建议或者有趣的
事情？

受访者：在写作和编著此书和特刊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很多关于慕课和开放教育的有趣的事
情。虽然此书涵盖了大范围的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和
作者，但是我们很难联系到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慕
课和开放教育研究的学者。因此，此书并不包括此
两个重要地区的慕课和开放教育的内容。由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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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限定的时间和字数限制、联系人的时间和内容一
致性的限制，我们很难涵盖全球范围内的慕课和开
放教育研究内容。最后，我们只能选择能够在我们
时间期限内完成，符合字数要求，并且内容符合此
书组织结构和概念的文章。虽然此书的题目是解决
世界范围内的慕课和开放教育研究问题，我们仅有
特刊中的一篇文章是来自中国，而在我们这本书中
并没有关于中国慕课和开放教育的章节。另外，我
们也很希望有章节能够涵盖韩国、巴西、沙特阿拉
伯、俄国、墨西哥、肯尼亚、波兰、土耳其和伊朗
的慕课和开放教育。

此项目持续时间较长，在此过程中，我们明
显的意识到慕课和开放教育商业模式和慕课质量评
估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的顾虑也真的发生
了。起初的看起来完善的、可行商业计划和方法
在一个月后或许就已经过时。此外，主要的慕课实
体机构也在迅速变化。例如，MOOC重要的提供商
Coursera的创始人离就离开了Coursera去从事另外的
工作。

目前，仍然需要创新性的慕课教学设计和质
量评估方法，如果这些领域没有改进，慕课的发展
潜力和其他在线学习机制就会停滞。编写此书过程
中，我们了解到很多教师对在线教学，尤其是慕课
的潜在可能性持保守态度。另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关注慕教学设计质量，而发
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关注内容的可用性和可获得性。

访谈者：你们能够描述一下你们四人在编写此
书和特刊的过程中如何工作的？对于想开展类似
项目的读者，你们有什么建议吗？例如，你们怎
样找到世界各地的作者来编写此书的各个章节或特
刊的？

受访者：当一个团队工作的时候，首先，必须
要建立一个项目日程表，确定每位成员的工作量和
工作任务流程，并达成一致意见。在我们四个人合
作的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人需要承担起从头至尾的
检查所有章节的任务，其余的两个人可以做第二遍
检查。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志愿
选择自己负责的主题和章节。我们通过定期在线交
流的形式探讨我们的工作进展，以及解决一些具体
的挑战和顾虑。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文档的跟踪
修改功能和邮件进行沟通交流，以尽量保持工作的
透明度，并给每个成员参与的机会。

我们还创建了潜在的编写者和内容主题的列
表。因为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持续的注
意、反思和修改，并实时更新此列表。我们定期阅
读在出版物中和各种会议报告中的具体的文章和各

种类型的研究，也分享比较受欢迎的慕课文章和各
种社交媒体新闻的引用。当我们发现新的和我们主
题相关的研究者，我们会联系此研究者，看他们是
否有时间或兴趣参与编写此书。我们持续的关注慕
课和开放教育文献中有趣的或者有争议的文章，并
有目的地对顺序、可行性和连贯性做合理的安排。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编写者，但是我们尽量避免太多
的文章出自于同一区域、特定类型的机构或主题。
另外，此书和特刊的编写者既包括已经有成就和名
望的学者，也包括一些年轻的的或者具有独特观点
的学者。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的团队合作都需要强大
的领导力、项目管理能力和合作能力。毫无疑问，
我们团队也是如此。尽管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贡献
很多，但是也更加需要领导者的领导力，即允许团
队成员以民主的形式对其他成员的建议或想法进行
批判和修改。因为这种民主的方式，我们团队成员
之间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着亲近的同事关系。当然，
编写书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在完成章节初稿或收集
作者的简历、照片和联系方式的过程中一步步接近
我们的目标。具体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并不是很重
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编写
的热情、经验和对完成最终目标的期望。

了解每个团队成员的研究兴趣和专长使我们团
队的合作很有融洽，并顺利开展。因而，书每个章
节和特刊的过程都比较顺利，大家对最终的结果也
非常满意。我们团队合作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尊
重、坦诚、幽默、分享、组织，考虑时间期限和他
人的日程安排，并仔细分配任务和职责。当然，很
好的日程和会议时间安排对团队的成功合作起着重
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时，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一起工作，
在这近十年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很多合作的技
术和方法。例如，我们开始使用Adobe Connect 、Skype
以及电话进行小组会议。后来，我们也使用过Google 
Hangouts，最近我们使用ZOOM。我们通常通过邮件协
调日程，有时候会使用Wikispaces 和 PBworks进行头脑
风暴，列出关键点。另外，还有Microsoft Office中各种
各样的工具。除了技术，团队成员的探究精神、对彼
此的尊重以及对项目的承诺是项目得以顺利完成的关
键因素。

六、未来计划

访谈者：你们目前正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是单独工作还是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工作？下一步有
何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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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我们目前在开展不同的研究项目。这
些项目涉及主题包括慕课个性化学习、慕课文化敏
感性、慕课教学设计方法和学者们通常使用的研究
范式。简而言之，我们的研究日程试图满足各种不
同的需求，从促进全球公共健康到增加教育机会和
个人发展机会。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2017年E-learn会议上
设计了一个研讨分会。这次的分会将要聚焦于发展
中国家的慕课和开放教育。本次会议将在2017年10
月17至20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欢迎中国的学者
前往参加，我们研讨分会很可能在10月17日周二，
会议的链接是http://www.aace.org/conf/elearn/，在10
月16日周一晚上，也就是中国和亚洲的早上，有一
个免费在线研讨会，更多细节将最近推出。

访谈者：你们可以再详细介绍一下2017年
E-Learn会议中研讨会的核心主题吗？

受访者：具体来讲，研讨会将涉及目前很多发
展中国家的机构在慕课和开放教育项目中面临的一
些问题。包括：

(1)慕课在何种程度上给缺乏教育机会的人以帮
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的慕课学习者来
自于发达国家的大学生。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学习
者将怎样利用开放学习的机会，并从这种易获得性
的资源中获益？

(2)慕课在何种程度上使弱势群体获得更大的权
力？慕课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

(3)慕课和开放教育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
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作用
有何不同？

(4)慕课和其他开放教育资源以英语为主要语
言，这些发展中国家怎么应对此种问题？目前出现
了其他类型的慕课。例如，韩国的K-MOOCs(http://
www.kmooc.kr/)、日本的JMOOCs(https://www.jmooc.
jp/en/)和泰国的Thai MOOCs( https://thaimooc.org/)。

(5)学习者个体和机构是如何解决目前慕课并不
完全开放或免费的问题的？如果他们承担不起费用
或者并不想付费怎么办？

当然，还会陆续出现许多其他的挑战。例如，
教育机构将继续面临认证、证书、质量标准、创新
性评估、学习者动机等问题。人们希望能够利用技
术给女性和教育机会有限的人的发展提供帮助。在
这种背景下，研究者正在关注开放性、伦理性、隐
私性和安全性、财政责任和不同的商业模式的问
题。许多教育者在从学习分析、自适应性学习和其
他评估方式中寻找答案。

为了回应以上问题，此次研讨会将探究不同地

区和国家的慕课和开放教育的独特的应用。研讨会
的与会者将要阐述慕课和开放教育在当地的发展趋
势，分享他们研究的方向和结果，并提供相应的建
议。研讨会的协调者将帮助与会者建立联系，以形
成学习和研究的共同体。

研讨会的目标包括：
(1)进一步明确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慕课和开放教

育等各种不同教学形式的发展机会；
(2)识别在线学习的新趋势、项目和创新点以及

专业发展的新机会；
(3)促进人们理解开放教育环境中有关人员所面

临的教育、文化、政治和经济挑战以及问题；
(4)与来自世界不同机构和团体的同行分享经

验、困难和机遇；
(5)辨别和选择慕课和开放教育内容以及同行，

以便在将来开展研究合作；
(6)鼓励与会者参与报告、特刊和书等的创作；
(7)形成包括在线学习教师、研究者、管理

者、政府人员、教学设计者和咨询师等在内的实
践共同体。

访谈者：你们下一个项目将会是什么？
受访者：根据此次研讨会的情况，很有可能会

出版另外的期刊或者书。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考虑的
问题。这种项目非常耗费时间。到时候会根据我们
四个人和会议参与者的情况而定。我们四个人都对
提升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机会和质量非常感兴趣。所
以，如果我们有什么新的令人振奋的合作项目，也
不要奇怪啊。

访谈者：对于新兴的领域和你们最近的书，你
们还有其他想要分享的么？

受访者：在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探索。事实上，通过我们的交流，你会发现数
以百计的潜在研究问题需要我们研究。这些研究可
能是关于慕课学习者动机、学习者的知识转换到真
实情景、技能认证、慕课学习质量保证、慕课教学
和设计评价、慕课项目可开发和学位。研究者还可
以捕捉慕课成功学习者(失败学习者)案例，来激励
其他人通过慕课进行学习和理解慕课学习者和相关
人员面临的限制、障碍和挑战。

访谈者：如果你们必须对慕课和开放教育领
域在未来十年你们期待发生的关键性的事情做个选
择，你们希望未来发生什么？为什么？

受访者：持续的开发和教授慕课，为那些具有
有限的或甚至没有机会接触教育的人，尤其是当前
或之前生活在极端贫困地区的人提供教育机会。作
为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评估难民和其他边缘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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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慕课学习带来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因素非常重要。
毕竟，慕课被认为是21世纪教育公平的新希望。让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将理想变成现实。

致谢：感谢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孙艳霞博士协
助校对中文访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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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ommentary: In this article, Professors Curtis J. Bonk, Mimi Miyoung Lee,Thomas C. Reeves, and Thomas H. Reynolds 
reflect on the role of MOOCs and open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well as how content from MOOCs might be creatively 
and effectively be used in any course. In addition, they offer timely guidelines on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MOOCs. Suggestions are 
also made concerning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personalization of MOOCs as well as possible resources and perspectives addressing 
MOOC quality. Near the end of this interview, Bonk, Lee, Reeves, and Reynolds point to research methods that might help close the 
many gaps or unknowns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MOOCs, important challenges facing MOOC researchers and instructor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d societal changes that those involved with MOOCs and open education ne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y end 
with a discussion of where their research is headed and possible new directions and advancements in the field as a whole. As part of 
that discussion, they discuss the events that led to their recently edited book on “MOOCs and Open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a special journal issue on this same topic and offer advice for working as a team on such complicated projects as an edited 
book. They also detail the topics and goals of an upcoming symposium on “MOOCs and Open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ich they will coordinate in October 2017 at the E-Learn Conference in Vancouver.
Keywords: MOOCs;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OER); Open CourseWare (OCW); Cultural Sensitivity; Personalized Learn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