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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学习在成人继续教育中的应用探索
傅

友 员袁黄华兴 圆

渊员援南京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袁圆援 第一临床医学院袁 江苏
摘

要院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随着网络飞速发展、移动设备普及，碎片化学习日渐重要，文章探讨碎片化学习在

成人继续教育中的实施及效果。

通过对碎片化学习概念特征及成人继续教育现状进行分析，

阐述传统集中教学与碎片化学习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碎片化学习的积极意义及应用于成人
南京医科大学构建了集教师、学生、
管理人员为一体的、适用于学生自主

继续教育的可行性。

学习和师生互动的数字化自主学习平台，并开展了碎片化学习应用于成人继续教育的研究。
碎片化学习尤其适合于成人继续教育，符合在职医护人员的工作特点，满足其学习需求，能够显著
提高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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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袁促进

定的校舍及师资袁学生一般住校全天参加学习袁通过

了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及学习时空的全面化遥 对于成

考试获得学分袁毕业时通过毕业考试或论文答辩方可

人继续教育而言袁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尧专业不断细化袁

获得学历学位遥 传统集中学习虽然有教学目标明确尧

受教群体以忙碌的野上班族冶为主袁他们很难抽出大段

教学内容系统尧教学时间固定等优点袁但也存在灌输

时间进入课堂进行系统尧集中学习袁然而医学信息更

过多尧互动较少尧学生积极性调动不够等劣势咱猿暂遥 对于

新快尧医疗工作竞争大袁医疗卫生人员需要不断野自我

继续教育学员袁工作与学习时间冲突袁传统集中学习

充电冶袁 基于网络或智能手机平台的碎片化学习模式

一般很难实现遥 阶段性集中学习可以对碎片化学习

就成为基层医疗卫生从业者的首选学习方式遥

的知识进行整合袁 指导并帮助学员将碎片化的知识

一尧碎片化学习的基本概念尧
特征及与传统集中学习的比较

整合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袁 避免了碎片化内容的杂乱
堆积曰 碎片化的学习能对知识体系某一方面的讲述
深入浅出袁重点难点讲明讲透袁学员需要辨证认识阶

野碎片化冶即完整的东西分裂成碎块袁碎片化学

段性集中学习与碎片化学习的关系袁 实现碎片化学

习碎片化的知识袁这种具有一定灵活性和针对性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无线网络技术的广泛应

习即人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获取碎片化的信息尧学

习与系统化学习的有机结合咱源暂遥

遥 碎片化学习是上班途

用袁 碎片化学习将成为人们学习的一种主要方式咱缘暂遥

传统集中学习一般适用于全日制在校学生袁需要一

量大且更新速度快尧生活节奏快袁因此难有完整的时

咱员原圆暂

学习方式称为碎片化学习

中尧工作之余随时随地尧无处不在的新型学习方式遥

碎片化学习袁首先是学习时空碎片化袁当今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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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进入校园进行系统学习袁但工作之余零散时间广

平台的碎片化学习应运而生遥 信息时代互联网快

泛存在袁这给碎片化学习创造了前提条件遥 北宋欧

速发展袁百度搜索尧数据库查新尧在线咨询尧在线视

阳修说过院野余平生所作文章袁多在三上袁乃马上尧枕

频尧 远程教育等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碎片化知识的

上尧厕上也冶袁说明古人早就提倡随时随地碎片化学

重要渠道咱怨暂遥手机尧电脑等各种移动设备成为人们碎

习遥 其次是知识内容碎片化袁完整系统的知识点学

片化时间中娱乐尧学习的主要工具袁这些外部条件的

习起来耗时太长袁需要化整为零分割成若干小知识

成熟促进了碎片化学习的实现遥 建立符合成人继续

点袁短时间之内即可完成对小知识点的掌握袁许多小

教育特点的灵活教育模式袁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构建

知识点连贯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点咱远暂遥

有针对性的专业化网络教学平台袁通过视频教学尧远

院一是灵活

程辅导尧在线咨询尧专题讨论等模式提高教学质量袁

性高袁知识点内容化整为零袁理解掌握时间变短曰二

将这种随时随地的碎片化学习方式与传统的集中教

是针对性强袁知识点分割后更小袁学员可重点学习对

育相结合是成人继续教育在新时代下能够持续稳定

自己更有帮助或启发的那部分内容袁平台也可根据

发展的重要保障咱员园暂遥 同时借助网络平台教师可以及

碎片化学习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咱员袁缘原远暂

学员需求点对点推送给相关人员袁提高碎片化学习

时更新尧补充更优质的内容袁和学生在线互动交流袁

的个性化曰三是吸收率高袁知识点内容化整为零后袁

成为野教冶与野学冶二者之间良性沟通的桥梁袁有助于

学习单个知识时间更短袁反复强化学习袁知识吸收率

形成融洽的教学生态袁对改善教学环境尧提高教学质

更高曰四是互动性强袁利用网络平台推送学习内容袁

量尧推进成人继续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咱员员暂遥

学员与教师也可在平台上互动交流袁课堂时间短袁且
学员对于新内容有一个消化期袁课后理解掌握了知
识点袁如有疑问可直接在平台上与教师交流袁答疑解

三尧碎片化网络学习平台的构建及应用
教育部 圆园园苑 年颁发的叶关于进一步加强部属高

惑遥 总之袁碎片化学习有利于成人教育学员的零散

等学校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管理的通知曳 明确

时间利用率袁提高了知识吸收率与学习兴趣袁改变了

提出野成人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要以学习者为中心袁

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模式袁提高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

针对在职人员业余学习的特点和需求袁 加强教学支

信息化水平遥

持服务袁进一步深化课程体系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

二尧碎片化学习对于成人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和手段等方面的改革袁 建立适合于成人业余学习的
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管理制度冶遥成人继续教育改革

继续教育是指已经脱离正规教育袁参加工作和

的方向必须适应时代要求袁 充分利用发达的网络技

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袁其目

术袁构建适应知识碎片化的网络教学平台袁提高知识

的是对受教对象进行知识更新尧提高能力的追加式

传播效率遥所谓野碎片化冶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野分

教育袁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产物袁是终身学习体系

裂冶袁即将系统性的知识进行分解袁根据不同主题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 遥 我国叶教育法曳规定从业人员有

计相应的内容版块袁碎片化学习的内容要短而精袁适

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遥 成人

合短时间内掌握遥 以外科基本操作野切开尧缝合尧打

继续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袁受教育者在满足

结冶为例袁拍摄教学视频后进行剪辑袁分成单结尧方

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咱愿暂袁新时

结尧外科结尧三重结尧滑结及假结等不同类型曰单手打

代下不断推进成人继续教育的发展得到社会的广泛

结法尧双手打结法尧深部打结法尧外科结打结法及器

认同遥 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日新月异袁教育事业

械打结法等不同打法曰执笔式尧执弓式尧反挑式及握

不甘落后袁教育信息化程度已经成为评估高等学校

持式等执刀方法曰单纯间断缝合尧单纯连续缝合尧连

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袁而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至关

续锁边缝合尧褥式缝合及野愿冶字缝合等缝合方法遥 微

重要 遥

视频共 圆愿 段袁每段大则十几 酝月袁小则几百 噪月袁时间

会人员袁以南京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例袁学生大

方式的多元化袁比如传统的 孕孕栽尧时兴的微视频尧微

咱苑暂

咱怨暂

成人继续教育受教群体主要是已参加工作的社

多数为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的基层医护人员袁分布在
江苏省内各市县袁学生数过万袁专业繁多袁包含临床

长则 圆耀猿 分钟袁短则十几秒遥 其次也可理解为教学

课尧慕课等咱员圆暂遥教育技术的发展也带动了碎片化学习
方式的进步袁猿耀愿 分钟的微课视频重点突出袁提纲挈

医学尧口腔医学尧影像医学尧护理学尧康复医学等曰他

领袁最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袁学习效率最高遥 虚拟现

们平时工作强度大尧时间长袁上班地点与学校距离

实技术渊增蚤则贼怎葬造 则藻葬造蚤贼赠袁灾砸冤热潮不退袁增强现实技术

远袁因此无法到校系统地集中学习袁基于此袁网络

渊葬怎早皂藻灶贼藻凿 则藻葬造蚤贼赠袁粤砸冤强势火爆袁南京医科大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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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虚拟手术教学系统尧虚拟生理实验室等袁灾砸 教

于杂乱无序袁学习路径太过随意袁学习方式趋于单一

学软件具备互动性强尧操作简便尧突出重点难点尧增

浅薄等咱员远暂袁从而将野传统集中教学冶与野碎片化学习冶

强感性认识尧提高学习成绩等优点咱员猿暂遥

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需要构建完善的网络设

有机结合尧相辅相成袁做到趋利避害袁实现成人继续
教育的健康发展遥

施遥设计依据学院要专业要年级要班级的版块模式袁
学员登陆后可以快速获取相关信息遥 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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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碎片化学习应以学员为主体袁以自

主学习为主要模式袁以优质教学资源为基础袁以优秀
继续教育师资为保障遥 碎片化学习促进了野上班族冶
的继续教育袁极大提高了知识传播效率遥 但也要避
开碎片化学习的一些误区袁比如碎片化学习信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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