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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高等教育机构试图利用庞大、复杂、集成的大数据，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但大数据在教育领域应用
存在误区，比如对边缘群体更有效，数据不能和课堂教学衔接，教师对数据缺乏兴趣，也缺乏利用数据的相应支

持。不过，在数据时代，教育界可以利用一些学习分析数据和相关工具，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优质反馈。本文介绍

了美国一所私立大学使用教师评估和课程管理软件的案例，证明一维的“小数据”和“微数据”也可以有效地帮

助教师改进教学和学习过程。本文还介绍了学生可以使用哪些数据、工具、方法，提高学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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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指那种庞大、复杂，需要一系列工具收

集、分析、展示的数据。《福布斯》杂志撰稿人普莱

斯曾追踪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从历史沿革看，大数

据的发展是典型的“灰姑娘”故事。它一开始是个

贬义词，指数据过于复杂和庞大，对处理它的计算机

内存空间、处理时间都提出了挑战。《牛津英语字

典》对它的定义也是负面的，宣称大数据“构成了重

大的处理上的挑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后来，政府和
商业机构发现，这种多渠道来源的数据，可以帮助他

们更好地认识人、问题、地域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得

出一些平时使用一维数据无从提供的结论。大数据

这时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才得以改观。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４年，涂子沛、舒恩伯格相继出版著作（涂子沛，
２０１２；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１４），并得到各界人士
的大力推荐，大数据顿时成了炙手可热的富矿。大

众传媒报道的传奇故事，也给大数据蒙上了神秘色

彩。２０１２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大数据深度报
道（Ｄｕｈｉｇｇ，２０１２），介绍塔吉特（Ｔａｒｇｅｔ）公司通过大
数据分析，比一名高中女生的父亲更早知晓该女孩

怀孕。在统计分析师安德鲁·波尔（ＡｎｄｒｅｗＰｏｌｅ）

的带领下，该公司分析人员利用大数据，对孕期妇女

常购买的产品进行归类，分别给予预测值权重，然后

利用相关模型，预测妇女是否怀孕，甚至什么时候生

产。塔吉特公司由此可以提前发放折扣券，争取

客户。

大数据的商业应用让人惊叹。每次在网上搜索

物品，脸书网（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框边就“贴心”地出现相关
广告，列出我们要找的物品。其他商家如亚马逊更

是登峰造极。国内的淘宝网和各种社交媒体也积极

采集并使用多维度数据，使得这个概念广为人知。

个人化学习概念的走红，也和大数据有关。脸

书网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ＭａｒｋＺｕｃｋｅｒｂｅｒｇ）在女
儿出生后，宣布将捐出９９％的财产用于社会公益。
他想到的公益事业之一，是个人化学习。以脸书网

的统计和分析实力，他自然有底气认为可以采集、分

析、预测人的学习行为，让教育得到卓有成效的改

进。教育领域会不会出现塔吉特公司波尔那样的神

奇人物？可不可以像商界那样，能根据一系列变量、

数据，帮助老师和学校准确认识学生学习过程，预测

学习结果？我想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在美国高校，大数据做得好的领域包括校友管

理、新生宣传等。例如，很多学校需要校友捐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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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校友管理部门需要了解校友的行为习惯、捐赠行

为、捐赠时机等，然后和校友建立长效联系。大数据

能够有效地做出预测，使得劝捐有的放矢。自主招

生的体制，使得各个高校都在寻找一流的生源。而

未来学生的数据因一时无法获得，高校只能从高中

和其他机构（如参展收集的资料），多角度地了解哪

些学生可能进入本校，并展开相应宣传。由于本文

重点是学习型数据，这方面暂不详述。

在课堂教学领域，大数据之光似乎还没有照进。

老师对此兴趣索然。笔者所在的艾比林基督教大学

亚当斯教学中心曾组织两次大数据培训，几乎没有

老师报名听讲。“大数据”成了人人都曾听说，但很

少有人真去探究的“熟悉的陌生人”。下面我们将

分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

二、教育大数据的挑战

关于大数据，教育界存在不少挑战：

一是大数据出现神秘化倾向。各种关于大数据

的传说，让人们见证了大数据的神奇。但有讽刺性

意味的是，大数据一定程度上被神秘化了，人们有可

能把大数据变成新时代的看手相和查星座。没有数

据的决策是不科学的，但是有数据的决策也未必靠

得住。“数据”本身带有“科学决策”的光环。“大数

据”给人的印象是有大量数据佐证的结论。但事实

上，数据可以被操纵，同样的数据甚至可以得出完全

不同的结论。人们可以借“大数据”的大旗，为自己

的不合理结论或决策辩护。

教育界有时误以为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乃是因

为数据不足，数据工具落后。由此就期待：一旦数据

充分了，一连串问题就能解决。数据的完整、复杂、

庞大，可以让人们接近真相。这会为教育机构服务

学生和其他群体上的不作为提供借口。教育机构可

能只关注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但是舍本逐末，

缺乏对人的关心。比如，以上文说的校友大数据为

例，建设校友网络，挖掘校友数据，这些操作都可以

实现，但离开了关系的长远经营，离开了对现有学生

人生的投资和关怀，就是照搬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具

体做法，恐怕也是事倍功半。

二是大数据管理能力欠缺。塔吉特公司能够设

计出孕期预测模型，开展精准营销。教育上这么做

恐怕不现实。尤其是规模不大的高校，研发部门往

往难有跨国公司的实力，建立仅针对本校的分析和

预测模型。同时，悖论的现象是，有能力采集、分析、

应用大数据的高校，如美国常青藤大学，中国９８５、
２１１大学，有足够的实力吸引员工、学生、捐款人，反
而不需要大数据帮忙。需要大数据的小学校，濒临

生存危机的学校，大数据可以帮其精准营销，但学校

声誉、工资待遇等现实因素，使得它们无法挽留开发

和数据管理高端人才。

三是大规模上大数据对高校未必需要。顾客和

商家是双向选择的买卖关系。他们依靠收集的大数

据建立关系，是更为合理的选择。学校与学生、老师

和学生关系直接、相互了解，是被鼓励的结果。而把

学生当成甲乙丙丁，缺乏个体关注，反而是不被赞赏

的做法。这种关系和环境，使得认识和了解可以且

必须更为直接。能直接得到的知识，却绕弯通过大

数据去采集，是舍本逐末，是为了大数据而大数据，

无端浪费社会资源。

四是大数据悖论地让大多数学生成了被忽略的

群落。大数据分析有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ｙ）、归总（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ｉｎ＆Ｍｕｔｈｕ，２０１５），然后呢？下文在哪里？被贴
了标签的个体学生，怎样得到帮助？学生怎样才能

吸引学校关注，让相关资源来到自己身边？这些都

是问题。大数据对学生数据的收集，是多渠道的，是

集成而不是分散的。它提供了一个出色的预警系

统，使得困难甚至危险的苗头及时被识别，并有机会

设计干预方案。但大数据分析的雷达往往只能探测

处在常模分布比较边缘的人。学生状况变得特别，

学校才会发现，而对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不清

楚的，除了成绩外，知之甚少。学生不同的课有不同

的老师，这些老师未必像大数据那样会将各自的认

知汇总。老师可能对某些学生学习知之甚少，这些

学生慢慢被边缘化。最终，当他们出现在大数据雷

达上时，或许已回天乏术。消防部门常说，事前防火

胜于临时救火。教育领域如何“防火”颇为有趣。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数据如何影响教育。

五是文字陷阱导致方法陷阱。中文语境中，我

们常把数据（ｄａｔａ）和数字混为一谈，误以为必须进
行复杂的统计和分析，利用高端而复杂的工具，才能

分析人。数据不应是一堆统计数字，也应包括定性

分析的工具。有时，即便商家收集的数据也应包括

开放、定性的内容。定性内容多了，从中能看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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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字一样可以打败数字，成为帮助我们形成洞

察的工具。我们对于人的洞察、同理心和理解，未必

都要通过各种渠道采集。有时候，和学生吃一次饭

得到的洞察，会多过很多部门搜集的数据。

三、教育者如何利用学习数据

教育界说的大数据，多属名词滥用。学习的数

据，往往不能和政府人口统计数据那样，涉及成千上

万人和多个采集维度。更准确地说，学习数据属分

析数据（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或者说是“小数据”，甚
至是数量不大、范围狭窄的“微数据”。数据是“大”

还是“小”，其实关系不大，关键是要给学生带来学

习过程和结果改进的“实惠”。下文举例说明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大数据如何实实在在地改变教与学的过

程和结果。

（一）预警失学风险

高风险学生（ａｔｒｉｓｋｓｔｕｄｅｎｔｓ）指濒临辍学、转
学、退学风险的学生。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高，

学校自主招生，学制灵活。学生选择多，从常青藤

名校、巨型州立大学、普通州立大学、半公立大学、人

文学院，到社区学院、两年制副学士学位学校等，种

类繁多。大部分人只要想上大学，基本都可以上。

由于宽进严出，很多人报读后发现跟不上，或觉得学

校或专业选择错误，或源于其他原因，会选择中途放

弃或转入其他学校。学生频繁“跳槽”会影响学校

财源、排名和声誉。部分学校尤其是小学校，挽留学

生成了大问题。应对的办法是及时识别学生辍学转

学的动向，利用适当的干预手段，影响学生决定。

有些数据采集和分析公司专门帮高校收集各部

门的数据，了解学生状况，方便学校及时开展工作，

防止学生辍学或转学。笔者所在的艾比林基督教大

学设有学生应急干预部门（Ｓｔｕｄｅｎ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简称ＳＯＡＲ），老师和员工可
以根据学生情况，及时发出预警。预警系统收集的

信息包括：

 学生学习情况，如成绩滑坡、出勤、作业、考
试焦虑、学习压力过大等；

 身体状况，如疾病、缺少睡眠、遭遇虐待或无
法完成相关任务；

 精神问题，如有自杀倾向、情绪低落、失恋、
抑郁、压力、焦虑等；

 生活问题，如家里出现了危机、家人去世、朋
友去世、经济困难等；

 专业和职业选择问题，如无法确定专业、不
适合目前专业等；

 行为问题，如行为不当、行为对他人造成干
扰、语言骚扰、肢体骚扰；

 退学风险，如考虑转学，因为经济困难无法
继续；

 其他问题。
这些数据如果束之高阁，则浪费所有人的心血

和时间。不过，这些信息也不是校方想公布就公布

的。信息的披露和分享，严格受制于《家庭教育权

利和隐私法》（Ｆａｍｉｌ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ｃｔ，简称ＦＥＲＰＡ）规定。学校一般要求发布预警的
老师、员工告知自己是谁，甚至告诉学生自己通过

ＳＯＡＲ系统求助，尽量不匿名发布预警。这样学校
可以把预警问题和提出预警的人员联系起来，把发

布预警的人当成解决问题的合作伙伴。大部分情况

下，工作人员发布预警时也告知学生本人。这也体

现了对学生的关心和爱。

发布预警的人，包括老师，未必有兴趣、精力、时

间和专才，解决濒危学生面临的各种问题。学校相

关部门可以和学生对接，比如学生面临压力、焦虑、

家庭危机、自杀倾向等问题，心理咨询部门可以提供

帮助；如果面临财务困难，学校可和学生重新商定学

习计划，比如推迟毕业，或是帮助其寻找奖学金和助

学金等；如果遇到写作、公开演讲、调查研究等“横

向能力”方面的困难，学校可推荐学生向写作中心、

演讲中心、图书馆研究服务台求助。

（二）深化教师评估

教育机构收集数据的手段之一，是开展问卷调

查，尤其是对期末的课程评估。大数据多采集用户

外围数据，形成特定认识，而直接向学生发放问卷，

则可以让认识更直接。这种评价，几乎所有高校都

在做，可惜数据质量差，不能帮助老师改进教学，反

而还制造不满和怨言。究其原因，这种评估是给老

师下判断，而不是帮助他们改进工作。

教学中，我们常提到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

对两者的区别，美国协和大学威斯康辛分校教育学

教授伯纳德·布尔（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Ｂｕｌｌ）形象地比喻
为：“形成性评估如同每年去医院体检，终结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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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验尸。”大部分学生调查是终结性评估，目的是

区分得到学生好评的老师和被学生劣评的老师，与

评教授网（Ｒａｔｅｍ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和中国“评师网”无异。
它涉及教师绩效，事关升迁甚至工作安全，有些老师

对这种评估比较警惕，若缺乏自信，或是不认为公平

合理，则会在数据收集整理上不予配合。

我们使用一家叫 ＩｄｅａＣｅｎｔｅｒ机构的调查问卷，
目的是帮助老师改进教学。问卷问题包括：

 获得事实性知识（术语、分类、方法、趋势）；
 学习基本原理、概括或者理论；
 学习应用课程材料（提高思维能力、解决问

题和决策能力等）；

 培养课程相关行业所需的具体技能、能力和
观点；

 培养团队协作技能；
 培养创造能力（写作、发明、设计、表演、音

乐、戏剧等）；

 拓展基本知识面和对高智力活动（如音乐、
科学、文学等）的欣赏能力；

 培养口头或文字表达技能；
 学习如何利用资源回答问题，解决问题；
 培养个人价值观，深化认识，坚定信念；
 学习如何分析和审辩地评估观点和思路；
 提出问题，寻求答案，以拓展进一步了解的

兴趣。

老师在发放问卷前，会评估这些教学目标哪些

必不可少，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不是所有的教学

目标都同等重要，把这种评估权交给老师，是现实的

举措，也是对老师专业才能的尊重。

根据这些教育目标，问卷设计了一些问题，让学

生逐条评分。下面以针对老师的问题为例说明：

 关心学生和学习；
 设法帮学生自行寻求问题答案；
 课程所需功课（课堂活动、考试、项目）的时

间部署合理，学生能跟得上；

 展现出学科内容的重要性；
 创建“团队”和“讨论组”促进学习；
 明确说明讨论话题和课程的相关性；
 评价学生的学业表现，能给出明确原因；
 激发学生在课程基本要求之外深入思考；
 鼓励学生使用多种资源（如数据库、图书馆

资料、外部专家）以强化了解；

 将课程内容和现实生活结合；
 明确、简要地介绍课程材料；
 考试和作业项目等覆盖课程要点；
 介绍和内容相关的有趣观点；
 让学生参与研究、案例研究和“现实任务”等

比较应用型的教学活动；

 激发学生设置挑战性的目标并努力实现；
 让学生和背景或观点不同的同学分享自己

的观点和体验；

 在考试、报告、项目等方面提供及时、经常性
的反馈，帮助学生改进；

 让学生互相帮助，以增进对观点和概念的
了解；

 布置的项目、考试和作业，能激发学生开展
新颖而有创造性的思考；

 鼓励学生和老师课外互动（如办公室辅导、
电话、邮件等）

问卷还包括学习进度、课程内容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基本吸纳了教学和学习研究中已被证明的

结论，比如学生相互帮忙，可以促进学习；课程内容

要有挑战性、有激励效果等。

老师收集这些问卷后，分析工具会根据学生的

打分、老师先前设置的权重，计算老师总分，同时以

整个数据库的结果为基准，让老师知道自己在全行

业做得怎样。有些课程可能其他学校评分也低，就

需要依据整个数据库的基准，将老师的评分重新调

整；依据老师先前设定的目标重要性，将原始评分

（ｒａｗｓｃｏｒｅ），换算成调整分（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ｓｃｏｒｅ），这有助
于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不会因为极

端情况，导致评分失真。

分析结果出来后，老师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学习

内容设置比其他学校容易，他们由此可以主动改变

课程内容设置。如果老师们都存在类似问题，这种

结果可以反馈到教师发展部门，以提供相应的教师

培训和发展方案。这种数据的收集，过程并不复杂，

也不需要大规模采集，只需依据某一班级的反馈，但

是它的形成性评估效果非常好，这就是典型的利用

小数据办好事的范例。

（三）学习数据收集和应用

另一种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的软件为课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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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它能很好地帮助老师及时认识学生学习过

程和结果。美国绝大部分学校都在使用课程管理软

件，包括 Ｃａｎｖａｓ、Ｍｏｏｄｌ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等。这些课程
管理软件可以放置大量教学内容，如课程纲要、讲

义、视频、播客，也可以安排教学活动，如收集、批改

作业，发布成绩，开展网络测试，开展在线讨论，甚至

举办网络会议。我曾使用过 Ｍｏｏｄｌ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等，现在使用Ｃａｎｖａｓ。三种软件都有较好的数据采
集功能。下面以Ｃａｎｖａｓ为例，说明老师可以从课程
软件中采集什么数据，这些数据分别有什么用途。

１班级活动汇总数据
Ｃａｎｖａｓ软件的班级活动汇总能显示学生浏览

量、活动量分布，从中了解哪些天学生的浏览或者活

动比较丰富。对于网络课程来说，该数据可以让老

师了解、预测学生行为习惯。这有利于老师合理发

布教学内容，使学生不会一时负担过重，一时又无所

事事。另外，学生提交作业的汇总数据，能表明哪些

学生按时提交，哪些学生延迟，哪些学生没交，从而

帮助老师了解学生在完成作业可能遇到哪些困难，

比如可能有的作业学生找不到。老师还能看到学生

成绩的大致分布，比如是否分布均匀，还是过于容

易，过于困难等。

２学生活动汇总
该数据还可以显示学生的网页浏览量、参与频

率、提交数量（包括按时、迟到、未交）以及分数统

计。老师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排序，然后将学生活

动分类，必要时将属于学习过程的活动和代表学习

结果的成绩进行关联。数据也能让老师迅速将学习

高风险的学生汇集起来，通过邮件提醒他们完成功

课或是告知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老师点击学生名字，还能查看学生个人活

动统计图，从中判断学生是否积极完成课程任务，如

有拖延或者耽误，一般出现在什么时间（比如是不

是期中考试期间），方便教师采取相应干预行动。

３测试内容分析
测试分析可以让老师查看任何一门网络测试课

程的成绩分布，包括最高分、最低分、标准差和平均

完成时间，让老师掌握测试内容的难度和学生对学

习内容的总体掌握程度。

４测试问题分析
对测试中的问题，Ｃａｎｖａｓ可以提供答案分布，

帮助老师了解哪道题哪个答案学生容易出错。更宝

贵的是，它能够提供单道考题的区分度（ｄｉｓｃｒ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即某道考题和学生的总成绩关联度如何。
关联度越高，说明该考题越能区分学生的水准。比

如，某题的区分度为０８７，说明该考题区分度高，即
这道题答对，在很大程度上能判断出学生总成绩好

坏。如果区分度为０，说明这道题没有太大差别，答
对机会均等。如果区分度为负值，如－０１９，则说明
这道题好学生可能失误，也说明题目的设计可能出

了问题，老师可以采取相应行动，包括调整分数（系

统有自动重新计算成绩功能）、修改考题等。

５作弊风险分析
Ｃａｎｖａｓ还有一种功能，亦即记录学生参与测试

过程的数据，比如哪道题花了多少时间，来回修改次

数，或是遇到某道题时离开了页面（可能上网搜索

了）。这能给老师提供关于学生考试的很多有用信

息，尤其是存在作弊风险时。比如，老师可以从测评

日志中看出，学生可能在做第一题时遇到了困难，当

时离开了页面。第二题学生改了一次答案。这些细

微的数据足迹，能帮助老师了解学生对某项内容的

熟悉程度，以及学生有无作弊的可能性。顺便说一

句，网络课程中测试作弊风险的工具还有其他软件。

比如，在写作上，老师可以利用 Ｔｕｒｎｉｔｉｎ软件，将学
生作文和网络中的海量文章比对，查看作文抄袭的

可能性。

课程管理软件的这些数据，对老师非常有用，很

多数据可以马上促进行动，比如可以对教学活动

（例如讨论）进行排序，让未发帖的同学在页面上显

示，老师可以统一公布提醒。试题的分析，让老师可

以对题库进行修订，测验中发现某道题不合理，可以

及时删除或者修改。这些数据公布给学生，可以帮

助学生了解、督促或激励自己的学习。

四、大数据时代学生的选择

学生有无办法利用数据改进学习呢？学生如何

防范大数据风险，以及如何采集、利用“小数据”“微

数据”，提高学习效果？

（一）警惕大数据气泡

首先，要警惕大数据风险。隐私的暴露，自然是

风险之一。另外一大风险，是大数据可能形成气泡

和蚕茧，让使用者感觉贴心而舒适，但这么做恰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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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于未来发展。在线电影网站 Ｎｅｔｆｌｉｘ在了解客户
兴趣方面做得很好。观众每看过一部电影，它就会

推荐类似电影。有段时间我纳闷为什么老看野外生

存电影，原来是 Ｎｅｔｆｌｉｘ根据我的观影记录推荐名
单，并显要地放置在首页上。不知不觉地，大数据就

给我们制造了相关蚕茧。或许我应该看别的电影，

让自己的兴趣有所拓展。除娱乐活动外，商家会根

据大数据识别出形形色色根据人们行为习惯定制的

内容引导我们消费。如果学校在大数据方面做得

好，号称学习可以定制，建议大家要小心。有时学习

者需要打破那些“贴心”的诱惑，不要待在自己的舒

适区不可自拔。学生需要所在领域的老师和专家加

以指引，适当走出舒适区，让技能得到丰富或延伸，

不能仅根据大数据推送的信息，而应该让自己接触

尚且未知、但了解之后有益的内容。

（二）蓄意训练学习习惯

多份研究显示，人的行为和决策近５０％来自习
惯，而不是蓄意的思索（Ｎｅ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Ｗｏｏ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人做事有时是顺其自然、随波逐流的，根
据方便而不是理性进行决策行事。这么做自然有好

处，比如好的习惯，使得我们的行为更有效，心理更

放松，也将思维空间释放出来从事其他活动。但是

这种自动化过程也代价沉重，比如人们可能在情况

发生微妙变化时，仍按照原有方式做事，这就失去了

学习的机会。另外，不良的习惯，比如顺手刷微信，

也造成了注意力的分散和时间的浪费。

如何打破不良习惯，使得思想更为专注？一个

好办法是把提醒我们从事某种习惯的提示消灭掉，

或者藏起来。习惯行为一般追随“提示 －行为 －奖
赏”（ｃｕ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ｒｅｗａｒｄ）。如果蓄意改变提示，比如
去阅览室时把手机装进书包，放到一边，专注地看两

小时书，然后给自己奖赏，比如出去用一下手机，这

会改变行为规律。

（三）过“量化自我”的生活

《连线》（Ｗｉｒｅｄ）杂志记者盖瑞·沃尔夫（Ｇａｒｙ
Ｗｏｌｆ）在题为《量化的自我》演讲中，提出了人类如
何从智能腕带到智能耳塞，追踪身体的各种信息，包

括摄入热量、睡眠时间、走路步数等。换言之，凡能

通过机器搜集的身体信息，几乎都可搜集到，并可以

借此规划生活。

但关于学习的信息，却零碎、分散、抽象，没法准

确收集到，因为我们尚缺乏好的手段整理学习过程

方面的活动。大家可以自己做些登记，比如用时间

日志的土方法登记时间。我用一种叫抢救时间

（Ｒｅｓｃｕｅｔｉｍｅ）的工具，帮助了解时间到底都去了哪
里？该工具会对用户一天时间归类，让用户知道有

多少时间浪费，有多少时间有效使用。这种数据能

给用户警醒和鼓励，让他们更好地利用时间。

（四）主动使用技术工具帮助学习

比如，学生可以利用 Ｑｕｉｚｌｅｔ测试工具帮助学
习。很多时候，学生把大量时间花在重复练习上，不

知道自己到底掌握了没有。Ｑｕｉｚｌｅｔ能够帮助学生
以自测或游戏的方式，在反馈中重复练习，并生成有

关数据。这种数据极简单，比如哪些题常出错，完成

了多少，纯属微数据，但学习效果很好。由于制作这

些练习耗费时间，学生可以组建成学习小组，各承担

自建复习题库的部分任务。

还有一种叫 Ｂｒａｉｎｓｃａｐｅ的工具，能够让人学习
基本概念，同时也生成并掌握学习者对内容的精熟

程度。学生可以一边练习，一边标记自己是否熟悉，

如果标记为“非常熟悉”，同样的内容就不会出现，

系统如此继续循环，直到学习者熟悉所有内容。

（五）熟悉如何在信息过剩时代找到最优质的

学习资源

网络学习资源十分丰富。比如，国内教育资源

包括网易公开课、果壳网的 ＭＯＯＣ学堂等。各种微
信公众号也向人们推送非正式学习资源，比如罗辑

思维、知乎、澎湃问吧等。这些资源在非正式学习上

战功赫赫，但是在正式学习上，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现

有的比较流行的资源。这些市场上颇受追捧的资

源，包括畅销书，不足之处在于往往为了贴近大众口

味，而变得过于通俗，或是通过名人咀嚼后让学习者

消化。貌似对学习者来说省时省力，但是知道一大

堆东西拿出去炫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未来需

要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我们目前就要把根扎深。

我们还得去看业内的论文，养成深度阅读的习惯，知

道自己所在领域的来龙去脉，这会给我们带来更为

长久的乐趣和更大的改进。

五、结语

在人人都谈大数据的时代，教育界未必能像塔

吉特公司那样，有雄厚实力利用多维数据，批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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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细分客户，继而开展精准营销。在学生方面，

大数据识别边缘学生的状况能起很大作用，但是往

往不能为教师和学生所用，为其教和学服务。教育

界多非营利机构，采集、分析、利用大数据的力量有

限。但我寄希望于大家通过各种工具和技术，打通

教与学之间的毛细血管，形成新的对接关系，让老师

与学生、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习内容能有更有效地

互动。如能这样，我们可以借助小数据和各种数字

技术平台，给学习帮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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