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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资源跨越万水千山
———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黄蔚

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化已经不再
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是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
目标和路径。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教育信息化
的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不断加强，组织实施了
一批教育信息化重点工程项目。特别是教育规
划纲要颁布以来， 我国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
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创新教育
教学模式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显著。

孩子们等不起：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奠基础
地处我国西南的贵州省贫困面大， 财政

困难，城乡差距大，教育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
水平。“以省校园网和班级多媒体设备建设为
例，预算经费高达50多亿元！ 如每年投入1亿
元，需要用50年的时间才能建成。 ”贵州省教
育厅领导表示， 按照这样的发展进程，“教育
等不起、孩子们等不起！ ”

近年来通过政府规划、企业建设、学校使
用的机制，加大与电信运营企业的合作力度，
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已初具
规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还不发达的省份，找
到了快速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路子。

2011年，贵州省教育厅与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企业垫资建设，学校使用付费”的方式，
由贵州电信出资， 搭建贵州教育信息化新平
台，建设全省教育业务承载专网，提供远程视
频会议、教学资源、业务培训和办公自动化服
务，铺设光纤至全省中小学，完成互联网接入
（全省16416所中小学中8995所已接入互联
网，其中光纤宽带接入学校4316所），并按相
应的信息点标准完成校园网建设。

目前， 全国与公共网络互联互通、“天地
合一”的教育信息骨干网络基本形成，全国中
小学实现网络接入的比例已由2011年的不
足25%上升到58%， 其中10M以上宽带接入
学校的比例已达35%；高校校园网全面普及；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平均生机比已由2008年
的19∶1提高到2012年的11∶1；全国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已建设多媒体教室160多万间，
占教室总数的41%，50%以上的学校已实现
至少拥有一间多媒体教室， 学校网络条件下
教学环境逐步改善。

一支粉笔一本书：
从改善教育薄弱环节入手

“一间屋子一块板， 一张桌前站一年；
一支粉笔一本书， 一张开嘴说一天” 的“古

老” 教学方式， 在中国的边远山区也正在得
到改变。

我国幅员辽阔、 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平
衡， 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探索“专递课堂、 名
师课堂、 名校网络课堂” 等形式， 使农村、
边远、 贫困、 民族地区的薄弱学校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 逐步缩小城乡、 区域、 校际之间
的差距， 促进了教育公平和均衡。

“Nice� � to� meet� � you.”（很高兴见到
你）2013年8月17日上午，在湖北省十堰市郧
县桃花沟教学点，55岁的刘兆明老师正利用
数字教育资源进行英语教学，“开学第一课”
栏目组正拍摄刘老师的英语课堂……

刘老师一句英文不会讲， 却利用项目设
备与资源， 为3个年级、 7名学生开出了国
家规定的全部8门课程。 这是“教学点数字
教育资源全覆盖” 项目带来的明显效应。

为提升教学点的教育质量， 帮扶弱势群
体、 保障教育公平、 缩小数字鸿沟， 教育部
和财政部于2012年底启动实施“教学点数
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为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布局调整中确需保留和恢复的教学点配备
数字资源接收播放设备和数字教育资源，并
以县域为单位统一组织教学， 帮助教学点开
齐开好国家规定课程。 中央财政为此累计补
助资金3.5亿元， 各地落实项目配套资金2亿
元。 至2014年1月底，全国已完成项目设备招
标和安装调试的教学点分别为5.78万个，占
项目教学点总数的99%， 其中5.12万个教学
点全面应用设备和资源开展教学， 开出国家
规定课程，占88%。 项目配套的1-3年级数字
教育资源已通过网络和卫星两种方式同步播
发。 全国共培训教学点教师16.3万人次。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通过区域光纤
网、 卫星网， 为云南、 贵州、 西藏、 甘肃、
山西、 四川等省份的边远地区、 民族地区的
142所学校近2万名学生提供同步课堂服务，
使远端学校学生汉语、 英语表达能力大大加
强、 学习成绩显著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
中学牵头组建的“国家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
盟”， 现已辐射全国31个省份、 4257所加盟
学校、 69.8万实名注册的教师和学生， 共建
共享64137条优质资源。

信息面前人人平等：
创新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
众多学校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的普遍深入应用， 探索信息技术支撑
下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 在实现知识传
授的同时， 进一步凸显了能力、 素质的培
养， 取得较好的成效。 如哈尔滨市香滨小学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 提出了基于数字教
育资源的主题教学模式、 基于问题的教学模
式、 基于网络协作的教学模式等五种信息化
环境下新的教学应用模式； 武汉市武昌区三
道街小学组织开发电子教材、 电子教案和碎
片资源， 利用云技术开展课堂教学和网络教
研； 郑州市第二中学设立了10个教育信息化
创新试验班， 建立了“移动自主学堂” 的信息
化教学新模式。

这些学校通过信息技术扩展了教与学的
手段与范围， 使师生拥有了获取信息的平等
地位， 有助于构建师生积极互动的教育新模
式， 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从
知识传授为主向能力、 素质培养为主转变， 从
课堂学习为主向多种学习方式转变， 更加充
分满足学生的多样化与个性化需要， 学生的
学习成绩、 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大幅提
升。 近年来， 中央和地方加大“国培计划” 教
师远程培训力度， 充分利用企业支持项目， 通
过网络远程培训、 面授培训等方式， 已培训中
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共700多万人， 教师应用信
息技术的能力普遍增强。

信息化支撑能力增强：
创造条件提升教育管理水平
信息化在教学、 管理、 科研和社会服务

等多个环节得以应用， 改进了教育管理方式，
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平。 初步构建两级
建设、 五级应用体系， 正在建设教育部和各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数据中心， 建成数据
和系统集成的应用环境。 在全国推行学生和
教师“一人一号”、 学校“一校一码”， 学前
教育、 中小学学籍、 教师管理、 学生资助、
学生体质健康等十几个业务信息系统正在稳
步推进。 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系统实现
全国1.5亿多名中小学生的电子学籍管理， 并
已于1月10日启动通过学籍系统办理跨省及省
内异地转学工作。

国家教育考试招生与安全监管信息化平
台每年为涉及数千万人的高招、 中招录取提
供服务， 成为招生“阳光工程” 的关键支撑。
高校学生就业信息服务平台为每年约700万名
毕业生建立就业档案， 成为学生就业工作不
可或缺的支持平台。 利用信息技术探索家校
互动， 为教师与家长及时交流和中小学生安
全提供服务。 通过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与
决策分析系统建设， 基本实现了对学生学籍、
教师、 学校校舍等教育管理基本情况数据的
实时准确掌握， 并通过决策分析系统对数据
的充分挖掘、 分析， 全面提高了教育管理和
决策的精细化程度与科学化水平。

在进入信
息 时 代 的 今
天， 信息化不
再只是一种技
术手段， 已成
为各项事业发
展的目标和路
径。 大力推进
信息化是事关
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全局的
重要举措。 教
育信息化是国
家信息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
战略重点， 具
有基础性、 战
略性、 全局性
的地位， 是教
育理念和教学
模式的深刻革
命， 是教育改
革发展不可或
缺的支撑和推
动力。

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中国教育报教育信息化专刊发刊词

教育部副部长 杜占元

信息化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
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没有
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信息化就
没有现代化”，信息化已被提升至国家发展
战略的高度。 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构建信息时代现代化国
民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促进科技创
新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具有基础性、战
略性、 全局性的地位。 加快教育信息化进
程、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推进我
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教育规划
纲要将教育信息化单列一章专门部署、教育
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发布、全国教育信息化
工作会议召开，一系列重大部署已经吹响了

加快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冲锋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 集中反映了今
后教育领域以改革推动发展、提高质量、促
进公平、增强活力的总体思路。 当前，教育
领域改革正朝着纵深推进， 教育信息化就
是要围绕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 回应
社会关切，以有效机制的构建为引领，引导
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应用模式创新、鼓励社
会广泛参与， 注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注重发挥好师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协调
好传统理念与现代技术的关系， 成为促进
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成为
推动教学模式变革、 实现泛在学习的有效
手段， 成为提升治理能力和科学决策的有
效支撑，助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
乡、校际差距”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教
育信息化提出的新任务。今后一个时期，要
把提高对教育信息化重要性、 紧迫性和发
展规律的认识放在加快推进工作的重要位
置，转变观念，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
总体部署上来；要坚持以应用驱动为导向、
以构建有效机制为引领， 大力促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三通两
平台”任务的完成。 一是要加快构建“政府
政策支持、企业参与建设、学校持续使用”
机制大力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基本实
现校校通网络， 班班具备多媒体网络教学
环境； 二是要加快构建“基础性资源靠政
策、个性化资源靠市场”和“企业竞争提供、
政府评估准入、学校自主选择”机制大力推

进“优质资源班班通”，推动优质数字教育
资源的开发和应用， 完善国家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 基本建立起丰富多样的优质
数字资源， 输送到全国所有学校的所有班
级，特别是能让地处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
也能就近接受良好的数字资源教育， 逐步
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三是要加快构建“政府规划引导、企业建设
运营、学校购买服务”的机制大力推进“网
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深入研究和挖掘网络
学习空间的应用模式， 将空间与课堂教学
有机衔接，支持师生、生生、家校间学习互
动与交流， 使所有教师和初中以上学生实
现“人人通”，深入推动教师的因材施教和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四是要加快构建国家
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提高教育管理的
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 提高教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五是要大力实施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加快构建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与测评体系， 与教
师资格制度、评聘体系、考核奖励相结合，完
成教师全员培训。

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
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是我
们教育工作者的中国教育梦。教育信息化作为
教育现代化的带动者，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前
景广阔。 教育信息化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会
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全社会给予更
多的关注、更大的支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今天，中国教育报教育信息化专版正式与广大
读者见面，希望大家把这里作为一个交流的平
台、学习的平台、出谋划策的平台，共同为教育
信息化的推进， 为教育事业的全面改革发展，
为中国教育的美好明天谱写新的篇章！

不久前在哈尔
滨香滨小学举办的
全国信息化教学现
场观摩活动上， 来
自各省区市教育行
政部门的有关人士
到场观摩。 图为哈
尔滨香滨小学学生
在展示使用的教学
平板电脑。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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