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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renew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concept, The flipped classroom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t, as a new teaching mode, becomes a hot topic of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s widely use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is article will deeply analyze the flipped classroom’s applicaton in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and 

applicable advices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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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探索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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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翻转课堂应运而生，其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成为国内外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并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本文将对翻转课堂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深入地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提出可操作性和应用性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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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大学语文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

的核心课程之一，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

的阅读、理解、鉴赏、表达能力，对于提高母语修养及综

合文化素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语文的授课对象是

大学生，授课内容与方式也更加多元化，既不是对中学语

文的“补课”，也不是“高四语文”，而是较高层次的语文课。

大学语文的培养目标、学科性质，决定了其教学方法与教

育理念不同于中小学。在新的教学环境下，翻转课堂的出

现，为大学语文教学活动拓展了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2．什么是翻转课堂   

2011 年，萨尔曼·可汗 （SalmanKhan） 在 TED 大会

上将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翻转课堂 ”（ the Flipped 

Classroom）介绍给全世界，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翻转课堂（the Flipped Classroom），是相对于传统的课堂

上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讲，课后学生完成作业为主的教学

模式而言的；它是指课前学生在家观看教学微视频，完成

知识的理解与把握，课堂上完成作业，深化讨论，动手操

作，探究创新的课堂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打破了传统的教

学模式，实现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凸显了学生的学习主

体地位，也促进了教师教学水平和教育技术能力的提高，

为信息时代的教学改革注入了活力。 

3．翻转课堂的特点与优势 

3.1  传统教育理念的翻转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教

学理念。在传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上的学生往往是被

动接受的对象，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听课”、“记笔记”的

状态，从而导致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创新能力以及发现问题、

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钻研精神。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翻转课堂应运而生，其翻转的是时间、空间、地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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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教与学的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而这种巨大的转

变更具人性化，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空间和学习方

式。 

3.2  教学组织流程的互换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颠倒了传统的教

学过程，即“教”与“学”的互换。传统课堂是先“教”后“学”，

而翻转课堂是先“学”后“教”。传统课堂注重地是学习的结

果，而翻转课堂注重地是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过程非常关

键，例如课堂外的知识传授如何更有效、更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课堂内活动如何组织才能促进知识内化等等，

必须重视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而不仅仅是课堂形式的

翻转。这样才能使传统课堂上学生的“齐步走”转变为翻转

课堂的课前“自主学”，让学生自由掌控自己的学习时间、

内容、方式，对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大有益处。 

3.3  师生角色的转变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转变了师生角色。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学生在很

大程度上是被动地接受者。在翻转课堂中，教师让位于学

生，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不再是课堂的中心，转

变为课堂的组织者、设计者、协调者、指导者。学生摆脱

了被动接受知识的角色，成为整个教与学过程中的主体。

教师只有努力自我突破，积极迎接翻转课堂所带来的挑战，

才有可能实现从“主演”到“导演”的转型，学生只有积极参

与，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完成“配角”到“主角”的转变。 

4．翻转课堂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语文是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集工具性、人文性为一

体，相对于中小学语文侧重知识性与工具性，大学语文更

注重人文性、审美性，更注重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的

培养。大学语文的课堂更需要教师与学生面对面思想的碰

撞、观点的交流、 情感的沟通，让学生带着思考走进课堂，

带着更多人文精神层面的体验感受离开课堂，而不是单纯

地“听听课”、“记记笔记”。 

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大学语文》第九章中《蒹葭》

为教学案例，运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大学语文课堂教

学改革实践。 

4.1  提前介入—独立学习阶段 

如何设计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思考的教学微

视频成为翻转课堂举足轻重的一环。要针对大学语文的学

科特点，根据《蒹葭》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精

心取舍，整理筛选与《蒹葭》有关的资料，如《蒹葭》出

处《诗经》的介绍，《蒹葭》中个别生僻字词的提示，名家

对《蒹葭》主旨的解读，邓丽君《在水一方》歌曲的展示

等等。创建教学微视频，营造意境，让学生融入到诗歌的

情景中，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地接受人文的熏陶。同时

提出思考问题：《蒹葭》一诗的创作主旨历来众说纷纭，有

“刺襄公”、劝其“遵循周礼”说，“招贤”说，“爱情”说等，你

更倾向于哪一种解读？提前介入的不单有学生，还有教师。

教师可及时掌握学生网上交流平台的互动交流、练习完成

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理解程度，并制定个性化指导方案，

为下一阶段的深入学习做好准备，为知识内化—合作互动

阶段奠定基础。 

4.2 知识内化—合作互动阶段 

(1) 个性化指导 

由于教师在课前已经了解掌握学生探讨、交流情况以

及学习效果，并及时发现了普遍存在的疑难问题和典

型问题，所以课上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中讲解，针

对个别典型问题一对一、面对面独立讲解，效率高、

目的性强。 

(2) 任务布置 

在个性化指导的基础上，汇总梳理出一些有探讨价值

的问题，供学生合作互动。以《蒹葭》为例，可围绕

如何体会《蒹葭》这首诗中的“音乐美”和“朦胧美”展

开研讨，并拓展阅读李商隐的《锦瑟》、顾城《一代人》。 

(3) 合作探究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以进行师生、生

生讨论，畅谈各自对《蒹葭》这首诗的形象、意境的

理解，从“音乐美”当中感受汉语的魅力，从“朦胧美”

中感受古诗词含蓄慰藉、迷离朦胧的意境，体会弦外

之音、意外之旨，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与情感体验，

从而树立好学习这首诗的信心。在这个阶段，需要教

师在学习资源组织、教学策略设计等方面充分考量，

把问题设置、思考启迪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激发起

学生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不使翻转课堂流于外在形式。 

(4) 成果评价 

如何检测学生对《蒹葭》的学习效果，提升对《蒹葭》

的理解与收获，课堂即兴演讲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即对《蒹葭》这首的解读及对自己的启示展示分享。

既梳理知识、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实现思想的碰

撞升华，非常切合大学语文的培养目标。翻转后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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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语文味会更加浓厚，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互

动性、主体性更强。 

4.3  资源反馈—巩固提高阶段 

课后教师将课前的视频资料、课上的互动问题、实时

生成的资源以及拓展资料制作成电子压缩包，在互联网上

与学生共享。电子资料既方便学生随时搜索查阅，也方便

长期保存。 

5．翻转课堂对于大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随着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大学教

育更需要培养出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翻转课堂的

应用对于大学语文教学意义深远。 

5.1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翻转课堂相对于传统课堂，以课前微视频、课上合作

探究取代了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模式。观看课

前微视频使学生自主、高效地完成知识的掌握，这一阶段

有助于学生自控能力、自学能力和探究能力的培养。课上

的合作探究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与他人交流分享，对学生的

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的提高都大有裨益，有助

于学生建立科学研究的态度，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对于

大学生而言，这种能力的培养比单纯地知识学习更为关键。 

5.2 学生人文素养的丰富 

与其他学科相比，翻转课堂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具有独特的优势。爱尔兰教育家叶芝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要点燃一把火”，对于大学语

文教学来说更是如此。不要小看“这把火”，“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这把火”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敲门砖，“这把

火”是思想碰撞的火花，集中体现在翻转课堂的互动性上。 

首先，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交流、沟通、互

动中，人文、精神层面的提升，往往才能更深入、更具成

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加强了师生、生生互动，在形式上

打破传统，淡化了课堂的氛围，消融了师生身份的隔膜，

拉近了彼此之间心灵的距离。在课上的交流、沟通、互动

中，不仅让学生受到理性智慧的启迪，而且可以使学生获

得思想感情、审美体验、精神境界、人生价值多方面的感

悟和感染，从而使其能更好地传递美感，陶冶情操，培养

人文素质和审美能力。而人文素质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有助

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语言表达、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不可小觑，其也是

大学语文培养目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这种能力在学

生的互动性、参与性更强，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凸显的翻转

课堂上更易培养。 

5.3  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 

翻转课堂为师生共同成长提供了更合适的场所，教师

要从各个方面提升能力素质来承受翻转课堂带来的考验。

在独立学习阶段，教师需要认真设计制作微视频。信息技

术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微视频的精彩与否，人文素养的深浅

决定了微视频的丰富与否，因此教师要加强学习，提高自

身信息技术素养，扩充人文知识储备，以便学生有效开展

课前的自主学习。在合作互动阶段，相对传统课堂较单纯

地知识传授对教师有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的问题和活动

设计是翻转课堂有效进行的前提，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扎实

学术功底，丰富知识储备，提高思维能力，来应对思维爆

炸的课堂。在巩固提高阶段，教师做好知识的梳理、总结

和管理，为后期学生的随机学习提供方便，为新知识的传

授打牢基础。 

6．结语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于大学语文教学来讲，既是机遇

又是挑战。翻转课堂的兴起与运用并不是完全替代传统课

堂教学，无论什么教学模式，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广大教

育工作者应抓好机遇，迎好挑战，应以翻转课堂为契机，

努力探索、不断发展与大学语文教学实际相融合的教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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