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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线下《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式教学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本文以翻转课堂理论为基础,针对传统线下《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本人
近年来《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实践,对《微观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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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ethods of Micr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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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classroom teaching of Microeconomics mainly adopts the indoctrination
teaching method. It is difficult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Based 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heory, aiming a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Microeconomic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ombined with my practice of Microeconomics teaching reform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ethods of Microeconomics.
[Key words] microeconomics; blended teaching
引言

1.1理论讲解过于抽象与晦涩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和多媒体应用的普及,线上教学正打

《微观经济学》教材主要是对基本理论进行讲解。课程内

破时空的限制,对传统的线下教学形成强有力的挑战。线上教学

容一般从基本概念出发,运用图形和公式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可在线讲授,可以提供视频、图片、文字

在传统线下《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老师容易误入图形和公

等多种信息,可以引导学生查询、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分析处理,

式的陷阱,难以将经济理论结合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

也可以更好地与学生探索、讨论学习中面临的问题。

讲解。因此,教学中由于理论讲解过于抽象与晦涩,学生往往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Eric Mazur(1991)是翻转课堂理论的创
立者,开启了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

知半解或缺乏学习兴趣。
1.2教学方式单一、落后

创新教学模式。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MaureenLage,Glenn Platt

传统地线下《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式教学

和Michael Treglia(2000)首先介绍了他们在经济学入门教学

方式。由于基本概念、图形和公式等内容较多,教师在讲解中最

时采用“翻转教学”的模式。

多可以以零星分散的事例帮助学生进行理解,教学方法单一、落

近年来,国内大学教学模式正不断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的

后。像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问题导向法、资料搜集与分

翻转课堂教学。线上教学以学生在线上看视频、听讲解、查资

析处理等教学方法,由于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很难真正的运

料、完成作业为基础。线下课堂教学老师主要“以问题为中心”

用。传统课堂教学中最多采用的是教师和学生一问一答或教师

对重难点进行讲解,同时解答学生的疑惑并与学生进行探讨。

自问自答,由于缺少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本研究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一流金课项目“基于翻转课堂
理论的《微观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研究”为基础,
结合教学改革的实践,探讨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如何

教学趣味性和创新性的大打折扣。
1.3学生成绩与能力培养目标不相匹配
传统地线下《微观经济学》作为经管类专业核心必修理论

实现线上线下教学有机结合。

课,通常采取闭卷考试作为学生成绩的主要评判标准。考试试卷

1 传统线下《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主要是对《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等知识性内容进
行考核,试卷无论是文字、图形还是公式,严格以课本为中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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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考得好,最关键的是期末前能够对课本内容死记硬背,背功

2.2.3课堂教学阶段

成为影响考试成绩的主要因素。平时成绩主要包括考勤和作业

学生课前在线学习了基础知识,这为课堂教学节约了大量

完成状况。无论是考试成绩,还是考试成绩,难以培养学生独立

时间,教师应充分运用课堂时间来设计教学活动。首先针对学生

思考能力和研究能力,学生成绩与能力培养目标不相匹配。

课前在线学习中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然后开始对课

2 《微观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模式

程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讲解过程中,以问

2.1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施“课前学习、课中教学、

题为导向引发学生思考。注意观察学生的接受能力,在教学语

课后反思”的教学模式

速、讲解的逻辑层次和例子的搭配等进行适度调整,便于学生理

《微观经济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其核心是翻转课

解。引导学生之间进行问题讨论,然后老师归纳总结,并与学生

堂的理念。线上教学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同时也可以提供

进行探讨。同时,注意对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帮助,使他

一些微视频,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掌握程度和理解能力来决定

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并尽量鼓励他们提出相应问题。在

视频的播放时间和速度,反复观看难以理解的知识。线上文档对

此过程中,教师是引导者,评价学生的各种表现,帮助学生内化

《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进行了进行系统性

知识,在互问互答中与学生探讨教学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

的介绍与归纳,并可以提供丰富的案例材料,方便学生提前熟悉

2.2.4课后回顾阶段

和掌握。线上网站链接不仅包括慕课资源,而且也可以提供其他

课堂回顾阶段是让学生巩固和反思课堂教学内容,及时发

资源,如经济学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在线课前预习中,除

现自己的不足。这一阶段需学生的参与,也需要教师收集和整理

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需要提前掌握外,其他可以自主进行选择

学生在课后未解决的问题,并及时对其引导。课后的线上教学除

学习。在线教学课后复习中,除完成相关作业外,知识的拓展也

学生知识巩固的作业,还需要更多地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或相

自主地安排。线下课堂教学,老师更多的时间促进学生探讨式学

关网站链接,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学生拓展知识,并运用相关理

习。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施“课前学习、课中教学、课

论比较深入地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后反思”的教学模式,既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又增

2.2.5制定考核方案

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和学生个性化学习时间,有助于基础薄弱

考核方式应注重过程性评价。结合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

学生的学习效果的提高,真正培养学生掌握微观经济学相关理

的状况和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解决现实经济地能力,进行

论并运用相关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综合性评价。教师除了考核学生的理论知识和阶段性作业外,

2.2《微观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模式的具体
设计

还必须对学生在课前课后在线学习体现出的学习态度、以问
题为导向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互动程度等进行评价和

2.2.1制定课堂教学目标

考核。此外,学生是否能够对相关的学习资源的经济思想引入平

在《微观经济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首先根据学

时拓展作业和问题解答,引入考试的问答题的回答,也是重要的

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在确定每一章节的

加分项。

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对应相应的课时,进一步细分线上和线下主

3 《微观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探索

要教学内容。合理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课前在线预习、课中

本人在《微观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线上教学主

线下课堂教学和课后在线学习巩固,科学合理分配教学任务。通

要利用QQ群进行。以“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讲解和学习

过分层次、分步骤制定教学目标,使学生明确课前、课中和课后

为例。

学习和知识拓展的相应目标与学习任务,进而循序渐进地学习

3.1课前学习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知识。

在QQ群上,老师发布相关案例和视频,让学生了解企业在规

2.2.2课前学习阶段

模扩张的过程中,一些企业为何成功,另一些企业为何失败。在

教师需要根据课堂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学习

学生有感性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预习并掌握规模经济、规模不

情况,录制相关教学视频,制作相关文档系统地介绍基本概念、

经济、长期平均成本LAC、“外在经济”、“外在不经济”、“学习

基本知识,收集相关理论地案例故事,然后利用学校网络教学平

曲线”等基本定义,思考“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原因,技

台或QQ群等网络工具,将视频和文档材料上传,便于学生课前学

术变化对“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影响。

习和观看。在课前学习过程中,学生除了学习教师交代的学习任

3.2课中学习

务,还应该进行创造性地学习,带着教师提出的问题观看视频,

在线下课堂中,在该知识点讲解前,首先对学生提问,了解

要求学生熟悉并掌握课程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比如基本公式、

学生对相关概念基本定义的掌握状况。然后讲解柯布道格拉斯

理论推导的基本结论,图形曲线的基本方向等等)。鼓励学生提

函数、规模变化引起的长期平均成本LAC曲线的变化,“规模经

出自己的疑问。此外,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对学生的课前学习情

济、规模不经济”与“外在经济、外在不经济、学习曲线”的

况进行评价,实时监控学生自主学习的完成程度,进而监督学生

关系,讲解技术变化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比如说,技术变化对规

的自主学习。

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的影响讲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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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的前提是技术水平不变。但在现实生
活中,技术水平不断变化。
在技术水平变化下的规模经济。企业规模扩大与与技术进
步相伴而行,共同降低LAC。国内外众多高科技公司如微软、英

产成本。在长期,干中学使得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下降,从而降
低长期平均成本LAC。
通过该题的练习,就将相关的知识点联系在一起了。
3.4制定考核方案

特尔、苹果、华为、京东方,既是规模的领先者,也是技术的领

目前学生线上学习,主要纳入平时成绩的考核,学生对问题

先者。技术进步也使商业流通模式发生变化,如阿里巴巴、京东

的回答准确度、分析思考能力和是否主动提问,作为平时成绩的

等电商企业的不断壮大。独角兽企业可以在风险资本下通过“烧

重要参考指标。考核方案仍不完善,还在探索至之中。

钱”方式,先规模,后盈利,如滴滴、美团等企业。

4 结束语

技术水平变化下的规模不经济。如果企业规模扩张与技术

传统线下《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主要以课堂讲授和学生

发展路线相背而行,即使规模扩张能够降低LAC,企业也会被技

课后完成纸质作业为主,教学模式单一、枯燥,难以激发学生学

术发展所淘汰,最终也会像恐龙般地消失,比如,曾经风靡一时

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通过《微观

的彩色胶卷生产企业柯达,最终因为在数码摄像技术发展潮流

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可以更好地“以问题为中

中而走向破产。

心”、“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但

学生通过在线预习,已经对相关的基本知识有了比较清楚

是,线上教学也有自身的缺陷,管理难度较大,有的学生缺乏学

的了解。在课堂教学中,主要围绕重点难点进行讲解,同时结合

习的自觉性,效果参差不齐。如何真正地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基

相关知识点,通过提问或探讨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老师可以

础上,实现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合理学时分配,并制定出科学的

跳出课本,同学生一起共同探讨现实经济问题,并将众多的知识

考核方案,实现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进行有机结合,还需要不断

点联系起来进行学习。

努力。

3.3课后巩固复习
课后让学生巩固在课堂学习的知识。本人在课后通过QQ群
布置相关作业并主要通过QQ群进行答疑,课后巩固复习作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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