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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探寻永不停歇
———浙江大学教授李兰娟院士的多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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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5月23日电 值此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开幕之际， 我
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并以我个
人的名义， 向出席会议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 各国
教育官员、 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
士， 表示诚挚的欢迎！ 向首届国际
教育信息化大会的召开， 致以热烈
的祝贺！

当今世界， 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 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现
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
维、 生产、 生活、 学习方式， 深刻
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 因应信息
技术的发展， 推动教育变革和创
新， 构建网络化、 数字化、 个性
化、 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建设“人
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的
学习型社会， 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坚持不懈推进教育信息
化， 努力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覆盖面。 我们将通过教育
信息化， 逐步缩小区域、 城乡数字
差距，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让亿万
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 通
过知识改变命运。

人才决定未来， 教育成就梦
想。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开拓
更加广阔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积
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
展， 共同探索教育可持续发展之
路， 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
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5年5月22日

习近平致信祝贺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开幕

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
新华社青岛5月23日电 国

际教育信息化大会23日在山东
青岛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
贺信， 强调因应信息技术的发
展， 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 构建
网络化、 数字化、 个性化、 终身
化的教育体系， 建设“人人皆
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的学
习型社会， 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在贺信中向出席会
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博科娃、 各国教育官员、 专家
学者及企业界人士表示诚挚的
欢迎， 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
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 科
技进步日新月异， 互联网、 云计
算、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
改变着人类的思维、 生产、 生
活、 学习方式， 深刻展示了世界
发展的前景。

习近平表示， 中国坚持不懈
推进教育信息化， 努力以信息化
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 我们将通过教育信息化， 逐
步缩小区域、 城乡数字差距， 大
力促进教育公平， 让亿万孩子同

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 通过知
识改变命运。

习近平强调， 人才决定未
来， 教育成就梦想。 中国愿同世
界各国一道， 开拓更加广阔的国
际交流合作平台， 积极推动信息
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 共同

探索教育可持续发展之路， 共同开
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式
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 倡
议要更加重视教育信息化在突破时
空限制、 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作用
和地位， 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 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开发和共建共享， 推动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

博科娃在致辞中表示， 现代技
术对于发展有质量的、 公平与包容
的教育以及全民终身学习， 实现新
的世界教育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并

高度赞赏中国在推动教育信息化方
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本次大会由教育部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合作举办， 主题是“信息
技术与未来教育变革”。 来自90多
个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 企业的代
表出席会议。

教育信息化点亮人类教育梦想
———写在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开幕之际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主席在致国际教育信
息化大会的贺信中指出， “人才
决定未来， 教育成就梦想”， 强调
要“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
合创新发展， 共同探索教育可持
续发展之路， 共同开创人类更加
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深刻阐
述了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是人
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明确揭
示了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
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指明

了未来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的
方向。

科技引领发展， 创新改变
世界。 教育当前正处于新的重
要历史节点上， 以教育信息化
带动教育现代化， 是我国加快
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
重大战略抉择。 随着信息化浪
潮席卷全球， 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
变着人类的思维、 生产、 生活、

学习方式， 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
的前景， 为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
构建网络化、 数字化、 个性化、
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建设“人人
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的
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当前，我国教育的重要使命是
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增强教育综
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服务。实现这一任务仅靠
传统的教育发展方式很难奏效，而

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是一条有效途径。多年来，我
国坚持通过教育信息化， 加快知识
和技能的广泛扩散， 促进了教育公
平，逐步缩小了区域、城乡数字差距
和知识鸿沟， 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
下共享优质教育， 通过知识改变命
运，培养了亿万有用之才，让更多的
人实现自我价值， 共同享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
会。 （下转第四版）

她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天职， 无论是非典还是禽流感， 始终坚守在抢救危重病人的一线； 她潜心国际前沿课题， 从
人工肝到微生态平衡、 再到H7N9等重大传染病疫情研究， 开拓了一片又一片的未知领域； 她热心公益， 无偿推广自己
的科研成果， 自掏腰包设立人才基金……

她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 中国传染病领域的领军人物李兰娟。 在患者眼中， 她是动人的天使；
在同行眼中， 她是令人敬佩的女中豪杰； 在学生眼中， 她是人生道路的引领者。

人才是强国之本。 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正是一批批知
识英才勇攀科技高峰， 领航创新中
国， 我们才更有了翘首中国梦的底
气。 从今天起 ， 中国教育报推出
《创新中国·英才谱》 栏目， 陆续报
道我国高校中创新创业典型人物的
先进事迹， 还原他们作为当代优秀
知识分子， 团队协作、 淡泊名利的
优良品格和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的
科学精神。 敬请关注。

详见第四版

【编者按】

全国近3000名教育局长、校长青岛论道———

当教育遇上“互联网＋”
本报青岛5月23日讯 （记者

宋伟涛 李凌） 为了充分展示我
国中小学信息化建设成果， 全面
深化信息技术在教学、 管理等方
面的应用， 在教育部的指导下，
由中国教育报刊社举办的2015
年全国推进学校教学信息化校长
论坛今天在青岛举行。 论坛以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变革” 为
主题， 展开了探讨。

在论坛现场， 记者看到了火
爆的场面。 “校长论坛原本计划
1500名校长、 教育局长报名参
加， 结果今天竟然吸引了近
3000名教育人士， 会场爆满，
我们不得不限制人流量。” 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论坛围绕“互联网+时代的
教育变革” 展开深度讨论， 集中
推出10个近年来信息技术在中
小学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成功经验
和优秀案例， 既有城市学校打造
的智慧校园， 也有农村学校的信
息化“逆袭”； 既包含翻转课堂
等热门话题， 也涉及综合素质在
线评价等前沿探索， 充分展示和
共同研讨互联网技术给学校、 教
育教学带来的深刻变革。

“优质教育如何跨越千山万
水？” 吉林省榆树市弓棚镇武龙
中学校长郭立国通过教育信息化
手段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让一所
乡村校实现“逆袭”。

据郭立国介绍， 武龙中学原
本是一所农村薄弱校。 校舍陈

旧、 办学条件差， 教师多为民师
转正或接班的， 没有一个本科毕
业生， 且平均年龄47岁以上。
全校8个班， 仅有200多名学生，
还在不断外流， 学校面临生存困
境。

“教育等不起， 孩子们等不
起！” 为了让学校走出困境， 郭
立国土法上马， 创建乡村简易数
字校园， 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弥补
城乡差距， 探索农村学校教育信
息化的新思路。 经过3年努力，
武龙中学有了发达的网络环境，
多媒体和简易录播系统配备所有
教室， 教师备课人人有电脑， 信
息技术融入教学常态化， 学习环
境数字化， 校园管理智能化， 老
教师也能上电子书包课， 学生能
熟练地使用数字终端进行个性化
学习。 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生源
也出现了回流。

“教育信息化让学校绝处逢
生， 实现了跨越。” 郭立国深有
感触地说。

“传统教学模式如何改变？”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0名校长、
局长， 站在教育的云端， 共谋未
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看未来教育
模式如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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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边远地区学校也正
在逐渐得到改变。

据山东省昌乐一中校长黄发

国介绍，截至2014年9月，该校已在
初一至高三6个年级、146个教学班
的所有学科中， 常态化实施翻转课
堂。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
步中心小学首创了“学生综合素质
发展在线评价系统”， 通过网站平
台、 ITV平台和移动终端， 实现学
校、 家庭实时交流， 家长们登录自
己的账号， 就可以随时了解孩子在
学校的情况。 校长彭戈菲说： “只
有让教育也站在信息化的风口， 学

生才能乘风飞翔。”
一上午， 全国10所学校校长

讲述了他们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
深刻改变学校面貌的精彩故事， 引
发了参会校长、 局长的强烈共鸣。

“参加这次论坛， 身在其中触
动很大、 感受很多， 让教育信息化
和教学深度融合是我们进一步要做
的。” 青岛市宜阳路小学校长孙瑜
对此次论坛感触颇深。

全国教育信息化
应用展览举办

本报青岛5月23日讯 （记者 宋伟涛 刘博智 孙军） 今
天， 由教育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委会主办， 青岛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展览在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作为国际信息化大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 此次展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人士参加。

在展览现场， 联想集团的展台前围满了参观的人。 联想开
发的“数字化校园解决方案” 让大家赞叹不已， 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实现“教、 学、 管、 用” 一体化。 联想集团副总裁叶明告
诉记者： “联想是中国智慧教育的推动者， 通过多年对教育行
业的洞察和服务， 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 未来联想将
继续深度参与到教育行业信息化建设中， 为教育行业提供更加
个性化定制的解决方案。”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展台， 记者看到该社编写的 《中小学
校园足球用书》， 该教材从开发初期就注重足球教学的多样性，
同步启动纸质教材、 电子音像产品和数字产品的开发， 借助移
动互联网技术将教材延伸到数字学习终端， 给学生提供音频视
频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内容， 构建一个生动、 多样和立体化的足
球教学资源体系。

据悉， 此次展览共有92家单位参展， 展览主题为“信息
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公平、 质量、 创新、
发展”。 展览旨在总结近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及信息技术
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例， 对外展示和宣传国
家和各地教育信息化应用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促进国际交流
与合作， 展览将持续至5月25日。 全国推进学校教学信息化校
长论坛和新媒体、 新技术应用论坛也在展览期间举行。

创新中国 英才谱·

不缺信息设备，
缺掌握信息技术的老师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现场记

■本报记者 刘博智 孙军 5月23日发自青岛

“技术进步能否促进教育公平？” 在5月23日召开的国际教
育信息化大会“教育与信息技术领导者论坛” 上， 古巴教育部
部长埃娜·委拉斯凯兹·柯比埃拉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一旁的经合
组织教育与技能董事会主任安德鲁·施莱克尔。

“两者并非正相关。” 在施莱克尔看来，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
完善和移动互联设备的普及， 使很多国家做好了拥抱教育信息
化的准备。 但是， 乡村学校装上了电脑连上了Wi-Fi， 孩童背
包里装上了iPad， 就能够画出更美教育愿景吗？ 对此， 施莱克
尔表示， 自己保持审慎的乐观态度。 从技术进步到弥合教育鸿
沟， 仍有许多路要走。 在他走过的许多国家， “技术反而扩大
了鸿沟”。

施莱克尔语惊四座， 会场里响起了掌声。
循着掌声， 论坛主持人、 教育部教育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展

涛幽默地问鼓掌的不丹代表： “请问您为什么鼓掌？”
“如同施莱克尔所说， 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缺少信息设备，

而是老师信息技术能力的缺乏。” 这位不丹代表说， 自己曾去
过一所乡村学校， 学校电脑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公布过两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现
在全球80%甚至90%的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 人们都有移动
设备， 至少是手机。 第二个数字是105个国家的手机持有量，
至少一个人有两个手机。 （下转第四版）

2015年全国推进学校教学信息化校长论坛现场火爆，不少与会者只得站着听会。 李柯 邱红威 摄

更多学校教
育信息化案例，
扫描关注中国教
育新闻网专题

了解更多论
坛资讯， 扫描关
注中国教育报刊
社融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