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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对策略
彭中云
文山学院图书馆，云南 文山 663000
摘要：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简称慕课）背景下，传统高等教育正面临着重大变革。本文探讨了
高校图书馆参与慕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了慕课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定位，并从慕课平台和教学团
队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教学参考资源的形态和服务方式的改变以及教育信息化产业链对高校图书馆的
冲击等方面，阐述了在慕课背景下图书馆面临的挑战，提出在慕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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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of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Context of MOOC
PENG Zhong-yun
(Library of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Yunan 66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s facing
great change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volvement of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MOOC and analyzed the role definition of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d in MOOC. It also
expounded the challenges the libraries faced and proposed innovative measures of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context of MOOC from the aspects of demands of MOOC platforms and
teaching groups for library services, the form of teaching reference resources, changes in service modes and
impac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industry chain on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Key word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novative
service; role definition
随着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教育

容及服务用户方面，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能对高

教学课程资源实现了开放化和共享化，21 世纪初期，

校图书馆产生较大影响。只有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

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发起了开放性学校课程教学

其价值才能更好地体现 。在慕课背景下，图书馆员

运动，出现了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如何支持慕课进程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图书馆员

online courses, MOOC），简称慕课。现代化网络平

还未能发挥出主要作用。实际参与慕课课程，有利于

台是慕课发展的基础支撑；严谨高效的教学课程管理

图书馆员进行直接体验，从学习者角度对需求和实际

制度是基本保证；在网络和技术的支撑下，形成了具

挑战进行了解，可以为慕课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提供

有独特知识传播生态链的教学模式。

思路 。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专业化非营利性

尽管慕课的开展较晚，但其发展迅猛，对我国高

[2]

[3]

组织，EDUCAUSE 认为慕课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支持。

校教育的影响较大。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要做好

无论是商业平台提供还是自建慕课，都需要一个课程

应对准备，积极适应现代化的慕课大环境，充分体现

支持的整合过程，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必

图书馆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和模式，特别显示图书馆在

不可少。

高校教育中的地位和引导优势。

1.2 高校图书馆参与慕课的可行性

1 高校图书馆应积极适应慕课大环境
1.1 高校图书馆参与慕课的必要性
在获取和管理新资源与文化遗产、发展馆藏内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布朗大学等合作机构
认为，从高校角度而言，把图书馆员融入慕课项目团
队中是最佳选择，在向慕课教学环境过渡过程中，图
书馆员在协助学术人员方面起到主导作用。有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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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有意义前，首先要对课程的教学需求做出描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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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伯克利大学为例，早期图书馆没有数学与计算机

首先，图书馆应成为慕课运动的倡导者。在校园

科学课程相关的学习对象，但为了进行课程创新，图

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图书馆是学习资源的保存者和提

书馆采用了在线学习方式，但由于此时的在线学习方

供者。在慕课大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作用和优势地

式并未进行统一协调，结果在后期慕课课程设计时，

位尚未充分体现，图书馆的现代数字化大数据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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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就很难参与进去 。所以设计慕课前，须浏览

网络开发性不突出，可再利用性也处于劣势状态。结

课程目录，了解目前图书馆对课程提供的支持是什

合现代慕课发展运动的目标和预期作用，其最显著的

么，并进一步明确支持的重点对象。如果支持重点是

两大特质就是获取知识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在资源

学习者，图书馆就应将角色定位为信息向导；如果支

提供方面图书馆追求最大限度的开放获取，并一直致

持重点是策划课程的教授者，图书馆的角色就应该定

力于服务的可扩展性。
其次，图书馆应成为慕课资源的共享者。慕课教

位为信息提供者。
从慕课三大供应商（勇敢之城、课程时代与教育

育模式的理念是开放与共享，改变了高校教育密闭保

平台）的角度来看，图书馆员参与有限。慕课通常制

守的方式，使以前面对面的教学模式变成了现代的点

作为 8～12 min 的视频片段，在完成练习之前，参与

到面的方式，信息利用由独享转向共享，由封闭走向

者要观看这些片段，教授者很少进行干预和反馈。学

开放。但目前慕课教育仍处在发展阶段，与其目标还

习者在练习时课程自动评分或由其他学习者进行打

存在一定距离。慕课教育在设计上侧重教育录像，缺

分，打分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考核，仅为了参与者对学

乏对教学效果评估等的实践，虽然有发展不足的缺

习内容进行充分掌握。但越来越多的慕课课程已不只

点，但却给图书馆职能的发挥提供了机会，还能最大

是简单的知识传递，对于复杂问题还要求参与者提出

限度地展示资源。在图书馆服务形式上辅以真人指

见解，这时候图书馆员的介入有其特别积极作用。

导，在慕课教育环节中有教师随时参与，学习者就能

2 慕课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发展方向及服务导向

很方便地及时了解教学效果。

2.1 高校图书馆新的发展方向

慕课提倡多样化的学习方法，主要是在线异步学

慕课的巨大发展可谓现代高等教育界的“数字海

习，辅以在线学习和线下学习。该教学模式从表面上

啸”，其发展规模的迅速膨胀和扩展在发达国家显得

看不需要太多的教学空间，但是实际情况中并非如

特别广泛和大众化。据有关北美教育组织的资料显

此，因为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足够的磁盘空间和网络空

示，近两年在其高等院校中，慕课模式的教育教学资

间，而图书馆可以提供充足的服务空间。同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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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将占据学校 43%的课程安排 。随着高等院校慕课

还有很多管理模式、管理观念能更好地服务慕课教育。

大规模运动，图书馆人也越发关注慕课，并付诸实际

3 慕课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挑战

行动。在思考讨论方面，2012 年，北美研究图书馆

3.1 慕课的冲击

协会（ARL）发布白皮书，对慕课可能遇到的版权等

高校图书馆在教育教学环节中起着巨大的引导

问题进行分析讨论；2013 年，由《大学图书馆学报》、

和支持作用，在体现大规模在线网络服务上稍显弱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联合承办的

势。在美国有很多图书馆管理者对慕课下图书馆的未

图书馆 2.0 研讨会讨论和评论了图书馆管理在慕课

来没有信心。有学者认为，未来图书馆没有发展前途，

下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模式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图

因为慕课教学平台的设计初衷难以发挥图书馆的作

书馆的管理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和意见。高校图书馆

用，不需要图书馆员参与其中 。慕课主要包括 3 种

的发展需要和校内的其他组织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发

教学平台，课程都为视频片段，教授者围绕主题进行

展建设慕课技术；同时还需要和其他社会相关组织机

视频设计，学习者观看视频，在练习和讨论中将教授

构组合，充分发挥图书馆现代网络技术的优势，达到

者的干预和反馈最小化，甚至有一些慕课的课程平台

教学教育计划和效果的完全统一，实现资源共享。

是不需要外界参与的，导致图书馆很难参与到此活动

2.2 慕课环境下的图书馆服务

中来。另外，不同专业需求的教学资源对图书馆的要

在慕课背景下，通过材料整合可以创建和总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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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同。对于一些学科而言，图书馆的作用体现并不

的学习经验。对教授者而言，图书馆是关键的合作伙

明显；而对于一些新兴的网络信息技术学科的课程，

伴；对学习者而言，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图书馆和

其对资源获取的需求性就较强。所以，在慕课团队中

图书馆员可以提供重要参考和指导。

图书馆员介入，需要自我营销和选择服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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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育资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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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下，教学参考消息要对多种类型的文献资源

有教育家及学者提出，慕课环境下不需要纸质

进行收集、加工及整合，最终形成智能化教学参考体

教材等教学文档资源。其实他们所说的不需要课本

系，前端显示为知识点，后台有不同格式的资源进行

教学材料，严格意义上说，需要的是较多的隐形资

支持。该体系教学过程较为完整，面对所有学习者都

源，这是由慕课的动态整合教学方式决定的。现在

能实现资源共享。

高校图书馆及教育教学组织机构的资源大都以电子

4.3 倡导知识共享，鼓励开放获取

数据形式存在，如常见的课本电子版及图书馆的电

信息资源的版权限制使得高校图书馆无法满足

子书。慕课要求教育教学形态是学习者进行课前预

教授者对资源的需求，在获取第三方许可的内容时

习、课堂提出疑问、下课主动自学。慕课的教育教

又有诸多障碍。高校图书馆已经推动开放获取多年，

学资源是大数据的、信息化的，需要学习者在网络

但是并未得到用户的足够重视。在慕课背景下，由

课程中根据教授者的课程重点，跟踪课程全过程，

于课程有版权限制，教授者和学习者使用资源的权

找到主线资源知识，充分发挥网络开发资源学习。

利受到限制。大家都开始对开放获取的价值有了真

在进行教学参考资源的收集时，为了实现嵌入式无

正意义上的认识，无论是高校图书馆还是教授者都

缝链接到慕课，高校图书馆在提升技术的同时，还

可能因此而倡导开放获取运动，对教授者和学习者

要注重课程展示形态的改进。

而言，这也是最有效的获取资源的办法。因此，为

3.3 教育信息化产业链的影响

了保障资源获取的开放性，图书馆应对免费资源进

对教育信息化企业和出版商而言，慕课无疑是一

行收集并整合，建立资源导航；建设机构知识库，

个尚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出版商为了抢占市场先机，

收录慕课课程，形成知识联盟；倡导慕课的默认状

可能直接越过图书馆直接与慕课平台供应商合作，提

态为开放获取。

供在线教育服务，这对高校特别是图书馆的发展提出

5 小结

了巨大的挑战。慕课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有两种可

作为新兴教育模式，慕课迅速发展并有力冲击了

能，其一是削弱图书馆的功能，其二是改变了以前图

教育界和相关业界。作为教育机构中重要组成部分的

书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因此高等院校图书馆管理者

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在慕课背景下更应重新

需认清目前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慕课教育信息产业

定位角色，主动参与，更好地发挥职能，创新观念，

化发展思路来更好地发展图书馆，使图书馆的服务功

延伸图书馆的服务范畴，提升存在价值。

能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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