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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参与“视像中国”网络校际协作项目的江西井冈山市龙市小学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了一 对 一 深

度访谈、小组焦点访谈和文献研究的方法，系统总结和分析了山区农村小学如何持续利用网络校际协作（包括同步课

堂）共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进而借助于城乡同步互动课堂，主动为城市学校提供传播井冈山革命精神的特色拓展课

程，促进学校整体发展的实践经验；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城乡同步课堂带动农村学校变革的三点建议：（1）

关注人的发展，注重填平城乡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数字使用鸿沟”；（2）农村学校的主动发展是借助城乡同步课堂缩

小“数字使用鸿沟”的关键因素；（3）城乡同步互动课堂的有效实施需要系统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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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基础教育领域的同步互动课堂（又称作“专递课

堂”），是指利用卫星或互联网技术，将一所学校的教

师教学同步直播到异地的教学班级，实现不同地域学

校（教学点）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一种教学形式。
城乡同步互动课堂是《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

提出的“深入推进三个课堂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同步互动课堂充分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优

势，将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班级的教师和学生跨

时空连接在一起，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扩大了优质教

育资源的覆盖面，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教师之间、校

与校之间、 城乡之间的差距， 为义务教育资源再分

配、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

途径。 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城乡同步互动课堂的实

施缓解了农村学校及教学点师资缺乏， 开不齐课、开

不好课的问题，降低了农村学校及教学点学生的流失

率， 激发了农村学校及教学点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升了中心校和农村教学点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1-3]。
“视像中国”远程教育项目是 2004 年由香港优质

教育基金会支持的，旨在借助于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

多种校际协作形式，促进香港地区中小学和内地学校

的资源共享和互动交流。 目前已逐步从香港向内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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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编码 性别 身 份

1 X 男 校长，“视像中国” 项目的引入者和积极参与者

2 T 男 井冈山市教育局电教站站长，“视像中国” 项目的积极支持者

3 F 女 副校长，主管德育、教学等工作，校本课程“小故事 大精神”开发的直接推动者和同步课堂任课教师

4 A 男 信息处主任，信息技术教师，2012 年开始参加“视像中国”项目，项目联络员及同步课堂的技术支持人员

5 Z 男 教导处主任，数学教师，2012 年开始参加项目，“小故事 大精神”校本课程开发和同步课堂实施的具体负责人

6 Y 男 语文教师，2012 年开始参加项目，项目组核心成员，讲授的远程同步课非常受接收学校学生的欢迎

7 K 女 英语教师，因为对语文教学比较感兴趣， 2013 年申请加入该项目，目前已经讲授过四次同步课堂的网络课

8 W 女 数学教师，2014 年 9 月份参加工作的新教师，讲授过两次网络远程课

达地区，由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农村地区学校推进和拓

展[4]。 本案例研究中的江西井冈山龙市小学，是“视像

中国”项目学校之一。 该校作为一所山区农村小学，从

2012 年开始借助于城乡同步互动课堂， 为多所城市

学校开设“小故事 大精神”网络拓展课程，在 2015 年

5 月代表江西省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全国教育信息

化应用展，并作为江西省唯一、全国仅有的六所中小

学 之 一， 入 选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二 司 和 中 央 电 教 馆

2015 年编制的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优秀案例

集》。 本研究团队是“视像中国”项目的合作高校之一。
案例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井冈山市教育局相关

人员及学校管理人员的一对一深度访谈和对该校参

与城乡同步互动课堂实施的一线教师的小组焦点访

谈，主要访谈人员的基本信息见表 1。 除了访谈资料

之外，本研究还收集到了龙市小学项目组成员近年来

撰写的相关工作总结、经验交流等文献资料，作为访

谈数据的补充。 ①

二、山区农村小学在共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

同时积极借助同步互动课堂传播井冈山精神

1. 阶段一：山区农村小学借助网络校际协作共享

城市优质教育资源

龙市小学是一所山区农村学校，位于井冈山市毛

泽东、朱德会师之地———龙市镇，是井冈山市规模最

大和学生人数最多的小学。 龙市小学和上海市七宝中

学一直是城乡结对、帮扶学校。 2008 年，学校 X 校长

通过七宝中学相关人员首次了解到“视像中国”项目，
并开始带领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参与项目活动，例如旁

听多地学校的同步互动课堂、 参与教师网上教学研

讨、外出参加远程教育年会等。
2011 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井冈山市中小

学启动了“校校通”和“班班通”建设。 作为第一批推进

学校，“整个学校的校园网和‘班班通’都连通了，每个

教室内都能够上网”（X 校长）。 在井冈山市教育局（尤

其是电教站）和上海七宝中学的大力支持下，龙市小

学利用七宝中学淘汰下来的投影仪，装备了四十多个

多媒体教室。 X 校长又通过自筹资金，为学校的每一

位教师都配备了笔记本电脑。 同时，学校也非常重视

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培训工作。 学校还派骨干教师到

上海市的相关学校实地考察和深入跟班、 跟岗学习，
并在学校全面推广、实施多媒体教学。

2012 年，龙市小学正式加入“视像中国”项目。 学

校充分共享“视像中国”平台的优质资源，借助于同步

互动课堂等多种方式，共享了城市学校的优质课程资

源。 例如接收了上海市闵行区学校的英语课、宁波市

江东区学校的心理课和国学经典诵读课等课程，提高

了农村学校的英语教学质量，丰富了学校的拓展课程

资源。
2. 阶段二：山区农村小学借助城乡同步互动课堂

传播井冈山精神

在参与和接收“视像中国”项目学校提供的远程

课程与优质资源的同时，X 校长一直在思考：“自己有

什么东西可以拿给别人？ ”学校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

的、最有特色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龙市小学具有得天

独厚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 近年来学校充分利用井冈

山丰富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经过多次的研讨，大家

一致同意把井冈山精神这个独一无二的特色教育资

源和学校多年来的德育教育优势相结合， 开发成以

“讲故事，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为主题的网络拓展课

程，利用同步互动课堂的形式共享给其他项目学校（F
副校长）。

在 X 校长的大力支持下， 学校主管教学的 F 副

校长担任项目组组长，教师自愿报名，组成了一个由

13 位教师 （主要是语文教师） 参加的校本课程开发

①由龙市小学主编的《成长的足迹》校办刊物、江西教育电视台及井冈山教育网的相关新闻报道等资料。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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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项目组教师紧紧围绕井冈山精神，最后精选出了

十个井冈山革命斗争小故事。 项目组的教师采用既分

工又合作的方式，由 1~2 名教师承担一个主题故事的

设计与开发。 经过项目组的努力，最后开发出了以《小

故事 大精神》校本教材为基础、以多媒体教学资源为

载体的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校本拓展课程。 课程开发

基本完成后，项目组的教师开始以自己学校的五年级

学生为对象，开展集体“磨课”。 “课程开发和实施过程

中最大的力量来自团队。 我们不断地研讨、 讲课、听

课、再研讨，每一节课都多次‘磨’过，在‘磨课’的过程

中不断完善”（Z 主任）。校内的“磨课” 和试讲成熟后，
再通过“视像中国”的同步互动课堂系统为其他项目

学校的学生远程上课。 课程的实施安排为每学期十周

左右，每周一次，每次 40 分钟，具体的选课和上课时

间由“视像中国”远程教育发展中心统一协调。
从 2012 年起， 井冈山龙市小学已经通过城乡同

步互动课堂，为上海市闵行区、宁波市江东区、佛山市

和深圳市共计 1600 多名学生开设了 “小故事 大精

神”革命传统教育网络拓展课程，创建了跨越学校围

墙的特色德育教育资源，激发了中小学生学习革命历

史的浓厚兴趣。

三、城乡同步互动课堂对山区

农村小学发展的影响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龙市小学在以下四个方面发

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促进了学校的整体、特色和持续发展

“通过（视像中国）这个平台和发达地区的校长交

流，一下子开阔了办学的视野……‘视像中国’让我们

跳出了农村学校办学思维的圈子”（X 校长）；“通过参

加项目的各项活动， 让学校的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
（A 主任）；“‘视像中国’ 引领我们学校向特色化方向

发展，以红色文化为底蕴的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已经

成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F 副校长）。
2. 教师的信息素养和专业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这些活动）让我们的教师实实在在地看清了

什么是现代化的教育，……开始对教学充满热情和期

待”（X 校长）；“教师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信息技术水

平提高了，找到了自信，这些收获又会反过来影响和

带动他们的日常教学”（F 副校长）。 经过近几年的发

展，“龙市小学教师对于信息技术的认可和接受程度

要远远高于我们这里其他学校的教师。 经过龙市小学

培养的教师， 教学能力强、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高”（T
站长）。

该项目的实施，还在促进教师综合素质和师德素

养的提升、增强农村教师的自信心及对新任教师专业

发展的培养方面效果明显。 （1）提升了教师的综合素

质和师德素养。 “（通过参与校本课程开发和同步互

动课堂的教学）使那些‘80 后’、‘90 后’的年轻教师对

井冈山精神领悟得更深、更透彻了，同时也带动了教

师的综合素质和师德素养的提升”（F 副校长）。 （2）增

强了农村教师的自信心。 “刚开始准备同步课堂教学

时，教师们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做好这个事情……当我

们的同步课堂教学得到了城市学校的肯定时，教师们

在倍感欣慰的同时也信心倍增”[5]。 （3）大大促进了新

任教师的专业发展。 “农村学校留不住经验丰富的好

教师……我们学校优秀的教师年年被选调走，年年都

有新教师进来，这是近年来我们学校发展面临的最大

问题……这个项目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效果非常明

显，年轻教师进步非常快”（Z 主任）。
3. 推动了学校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和信息技术的

普遍、深度应用

在校领导的推动和上海结对学校的帮助下，龙市

小学“通过骨干教师带动其他教师，通过年轻教师带

动年龄大的教师， 通过教师带动学生” 等策略，在

2011 年吉安市“班班通”示范学校评审中，市电教馆

领导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成绩，总结了两个没想到：“一

是没想到在山沟沟的一所学校能真正实施‘班班通’，
比吉安市的一些城区学校还要做得好；二是没想到校

长有如此的雄心和魄力，引进上海的先进办学理念推

进学校的大发展”（T 站长）。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培训，
龙市小学由一所典型的一支粉笔上课的农村学校，转

向多媒体、数字化教学的新型学校[5]。
4. 拓宽了农村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农村学生的综

合素质

“通过接收那些城市学校的优质资源，学生们参与

的积极性非常高，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带动了学生的

发展”（F 副校长）；“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 知道网络

除了玩还可以用于学习，参加了活动的学生更是增长

了见识，增加了自信”（A 主任）。

四、以城乡同步互动课堂带动

农村学校变革的实施建议

1. 如何填平城乡教育发展的“数字使用鸿沟”，是

当前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关键战略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拥有和使用

现代信息技术时存在的差距[6]。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

城乡“数字鸿沟”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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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 第一种是“拥有鸿沟”，即有和无的差距。 与城

市学校相比， 大多数农村学校在信息技术的资金投

入、基础设施、优质教育资源、信息化专业人才等方面

都比较缺乏。 第二类则属于更深层次的鸿沟，即“使用

鸿沟”，或称为“数字应用鸿沟”。 国内已有学者开始

“关注并努力解决‘数字使用鸿沟’”的问题[7]。
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经过了“农村中小学现代

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农村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等项目的实施，随

着“三通两平台”项目的不断推进，大部分农村学校的

办学条件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第一类

的“拥有鸿沟”正在不断缩小。 “2012 年全国教育信息

化工作会议之后，政府加大了对井冈山地区的教育投

入。 在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从政策上统筹了生

均公共经费的 15%用作教育信息化装备的投入和硬

件的添置， 这样我们的经费和条件都得到了改善”（T
站长）。

事实上，并不是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好了，把数字化资源传递到学校之后，应用就会自然

而然发生[8]。 在对龙市小学进行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发

现， 当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基础条件得到改善之后，教

师的问题正在成为困扰和制约农村学校教育改革（包

括信息化发展）的关键瓶颈。 因此，当前农村学校“数

字使用鸿沟”的填平，关键是人的问题，涉及人的教育

教学观念，涉及校长的信息化领导力、教师的信息素

养和专业能力，涉及学生的数字化学习能力等。
2. 农村学校的主动发展，是借助城乡同步互动课

堂缩小“数字使用鸿沟”的关键因素

在已有的城乡学校校际协作、“网络结对”及同步

互动课堂实践中，农村学校大都处于被动参与和单向

度接收的弱势状态，缺乏主动成长和发展的意愿与能

力，因此既难以激发农村学校自身的改革动力，也难

以达到城乡学校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目的[9-10]。
井冈山龙市小学的案例研究表明， 在国家政策、

政府（社会机构）投入、城市帮扶学校等大力支持下，
当政府或相关组织为城乡学校（教学点）资源共享、协

作互动构建了基础平台之后， 作为发展主体的农村学

校（尤其是校长），首先必须要具有主动发展的意愿和

能力。 扬州市的城乡学校“网络结对”实践也表明，开

展城乡学校协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
这种共享是互动的、双向互惠的[11]。 因此，城乡学校之

间保持长久的协作、共享关系，是需要建立在双方都获

得发展和受益的基础之上的[9]。而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地

区的学校、 教师、 学生更多处于资源被动接收者的地

位，城乡学校共建共享的良性发展机制尚未形成[12]。
因此， 在农村学校借助城乡同步互动课堂缩小

“数字使用鸿沟”的过程中，既要善于争取外部支持、
共享外部优质资源，同时更要主动发展，充分挖掘自

身的优势，形成特色性的差异资源。 只有完成从单向

接收到差异共享的转变，城乡学校的协作互动才具有

长期的可持续性。
3. 城乡同步互动课堂的实施机制分析

图 1 城乡同步互动课堂实施模式

城乡同步互动课堂的成功实施，除了必要的教育

信息化基础环境设施和软件、资源（网络条件、录播直

播教室、同步课堂系统等）之外，区域层面的政策和制

度设计、区域及学校为参与教师提供的教研支持和技

术支持、参与学校校长及管理团队的管理支持、专家

团队的专业支持、农村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等都不可

或缺（如图 1 所示）。
（1）区域层面的制度设计和信息技术及专家团队

的支持

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教育局和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合作实施同步互动课堂

的过程中，探索出了“目标一致，分享利益，共担责任，
协同推进”的 U（高校）-G（政府）-B（企业）-S（中 小

学）协同合作的运行机制[1，3]；西北师范大学在 2008 年

启动的“城乡互动”项目实践表明，教育行政部门、基

金会和大学研究团队三方要相互协调，发挥各自的优

势[9]。而“视像中国”项目中校际协作的实施，则依赖于

以上海市七宝中学为基地的“视像中国”远程教育发

展中心、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教育研究与装备中心和

高校（北京师范大学及河南大学）的长期合作。
（2）实施学校一把手校长的推动和学校管理团队

的认可与支持

作为参与城乡同步互动课堂的农村学校， 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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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Longshi primary school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is a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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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共享的教育教学资源或平台之后，学校领导（尤

其是一把手校长）的亲自推动至关重要。 “农村学校参

与这样的城乡互动协作项目， 面临着很多意想不到的

困难。如果校长不重视、不投入，很难开展，也很难坚持

下去”（T 站长）。 而且，“校长的理念再好，如果找不到

一帮人来一起做这件事，也同样做不起来。 在农村学

校推动信息化应用，更是如此”（T 站长）。
（3）教师网络教研与同步互动课堂的相互促动，

是提高同步课堂实施效果的重要举措

在城乡同步课堂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课堂教学

之前的准备不充分、城乡教师缺乏充分沟通、教师信

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能力参差不齐 [13]、中心学校主讲教

师缺乏长期的激励机制、教学点教师责任不到位 [1]等

问题， 尤其是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亟待与时俱进 [14]。
网络教研作为一种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模式，近年来正

在被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学校所接受。建议在实施城乡

同步互动课堂的同时， 能够采用网络教研等多种方

式，建立起城乡学校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这样可以

调动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城乡同步

互动课堂的实施效果。

五、结 语

近年来国内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已有实践表明，城

乡同步互动课堂的持续、有效实施，可以以较低的成

本为农村学校带来外部的优质教育资源， 为城乡学

校校长、 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交流与共同成长提供开

放的平台，带动农村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农村学校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在一定程度上缩

小城乡学校的“数字使用鸿沟”。 城乡同步互动课堂，
为城乡学校的优质资源共享、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

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创设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实施

路径。

39



电 化 教 育 研 究

Research on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to Lower Cognitive Load in Class

LI Jing, YU Shulan, LIU Wei
(College of Fumiture and Industrial Desig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Abstract] Large quantity and decentralized structures of classroom knowledge easily result in high
cognitive load of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nfluences their learning effec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bra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formation encoding process and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es of inform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cognitive load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analyzes knowledge types and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s of design elements, and the steps and ways of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for lowering cognitive load as well. The study finds that: (1)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load structure is composed of intrinsic load mainly on the basis of cognitive ability, germane
cognitive load centering on the experiential behavior and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which integrates task,
information and design load. (2)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process involves decomposing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es, dividing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alyzing visibility and creating interaction. (3)Visual elements
in the multimedia, such as color, texture, transparency, shape, layout, location, and position, can lower the
cognitive load by mainly adjusting the ability of detection, identification,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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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in Jinggangshan city in Jiangxi province participating in "VChina", a web -based inter -school
collaboration proje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one-to-one in-depth interview,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how the
mountainous rural primary school utilizes the web-based inter-school collaboration (including synchronous
classroom) sustainably to share urban high 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school -based courses for urban schools to spread the spirit of jinggangshan via urban and rural
synchronous interactive classroom. On the basis of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rural school via urban and rural synchronous classroom: (1)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fill the digital divi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2) The ac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school is the key element to shrink the
digital gap with the aid of urban and rural synchronous classroom; (3)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ynchronous interactive classroom needs system design.

[Keywords] Web -based Inter -school Collaboration; Urban and Rural Synchronous Interactive
Classroom; "VChina"; Mountainous Rural Primary School; Resour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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