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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 4月袁教育部正式发布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袁对今后五年教育信息化工作的主要发展目标尧

任务和路径进行了详细规划遥 该计划的实施对于构建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遥 文章从两个方面对其进

行解读院第一袁从新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等角度阐释了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出台的背景曰第二袁从实施主体等

角度阐述了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中野八大行动冶的相互关系及其主要特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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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日益深入袁 以教育信息化

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

战略选择遥党的十九大指出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遥新时代赋予教育信息化新的历史使命袁要推进

野互联网+冶环境下的教育信息化 2.0袁推动教育信息化

由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1]遥 2018年 4月袁教育部发

布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2]袁对今后五年教育信息

化工作的主要目标尧任务和推进路径进行了详细规划遥

一尧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提出的背景

2012年 3月袁教育部发布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

规划渊2011要2020年冤曳袁我国教育信息化随即进入加

速发展的快车道遥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袁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袁不但形成了以野三通两平台冶为核心全面

突破的发展态势袁 而且还积累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

色尧 国际视野的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实践模

式袁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

展道路遥当前袁我们正处于新的重要节点袁教育信息化

必须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

应有作用袁因此袁叶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曳的出台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袁不仅是对前期教育信息化发展

成果的总结袁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要求的回

应袁是对后续发展思路的整体规划遥

第一袁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面临新要求遥 以十九

大为标志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野新时代冶遥 十九

大明确提出野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

础工程袁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袁加快教育现

代化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冶袁 并要求 野办好网络教

育冶遥当前袁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

对美好教育的需求同相对滞后的教育供给之间的矛

盾遥 要实现野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冶袁就必须充分共享

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袁 在确保大规模教学的前提下袁

针对每位学习者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尧智能化的教育供

给袁显而易见袁只有深度融合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袁才能满足这一要求遥因此袁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

代化袁面对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发展新要求袁我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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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亟须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遥

第二袁新技术浪潮给教育发展带来巨大冲击遥 继

互联网尧云计算之后袁以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虚拟现实

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浪潮席卷而来袁尤其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改变了我们对教育的传统

认知遥 技术对教育的作用已经不再限于辅助学习尧提

高效率袁而是成为直接改变教学基本模式尧学校基本

形态乃至教育行业基本业态的根本性力量遥技术的发

展改变了社会各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袁个性化尧创新型

人才培养成为迫切需求曰 技术变革了教育教学模式袁

智能教学环境尧智能导学系统日益普及曰技术显著提

升了教育治理水平袁过程化评价尧精细化管理尧精准化

服务成为趋势曰技术正在挑战教师角色袁教师在知识

传授方面的作用将逐步弱化袁 而在学生素养培育尧人

格塑造等方面的作用则更加突出遥

由此可见袁 当前我们正处于推进教育信息化袁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与新技术浪潮在当下形成了历史性交汇遥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袁野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

遇冶袁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袁教育信息化面临难得的

发展契机袁必须从顶层设计高度进行重新定位遥

第一袁不仅要融合发展袁而且要创新发展遥教育信

息化 1.0阶段袁教育信息化的推进重点是以应用为导

向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袁强调的是信息

技术在教师教学活动中的经常性尧普遍性应用遥 迈入

2.0阶段袁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不断深入袁信息

化开始引发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袁因此野创新冶成为这

一阶段发展的关键词遥

第二袁不仅是外生变量袁而且是内生变量遥 在 1.0

阶段袁学校和教育机构对信息化主动拥抱得少袁被动

应对得多遥 迈入 2.0阶段袁信息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

得到广泛认同袁很多学校和教育机构将信息化作为自

我挑战尧自我突破的重要契机袁信息化逐步成为促进

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袁其对教育的野革命性影

响冶真正得以彰显遥

第三袁不仅要全面推动袁而且要支撑引领遥 在 1.0

阶段袁信息化的作用是野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冶袁在这一

时期袁信息化的定位是辅助性的袁主要立足于野促进冶

野推动冶教育现代化遥 迈入 2.0阶段袁信息化的作用不仅

是作为引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推动力袁 而且要勇立潮

头袁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袁其地位进一步突出遥

二尧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八大行动的关系

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规划了八个行动计

划袁分别是院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尧网络学习空间覆

盖行动尧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尧教育治理能力优化

行动尧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尧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

动尧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尧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袁

这八大行动在内容上相对独立袁但在整体上有较紧密

的逻辑关联袁见表 1遥

表 1 八大行动的相互关系

从实施主体的角度袁 八大行动可以分为区域尧学

校尧师生三个层次遥 例如院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袁主

要以学校作为实施主体袁强调的是在各级各类学校全

面普及数字校园袁是对野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冶

这一目标的贯彻曰而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尧网络学

习空间覆盖行动和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则直接面

向师生袁强调的是信息化教学和学习成为教师尧学生

的常态行为遥 以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为例袁 在 1.0

阶段袁虽然中小学教师网络学习空间覆盖率已经超过

50%袁但网络学习空间在教学活动中的实质性支撑作

用还很不够袁因此袁新阶段的网络学习空间应用重点

在于袁让每位师生真正体会到网络学习空间对教与学

的支持作用袁不仅善于开展线下学习袁而且善于开展

以网络学习空间为依托的线上学习遥

从发展重点的角度袁八大行动可以分为保障底线尧

全面发展尧引领创新三个类别遥 例如院网络扶智攻坚行

动袁重在支持野三区三州冶教育信息化发展袁以及推进网

络条件下的精准扶智袁 强调的是利用信息技术可以突

破空间限制的优势袁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袁

解决教育精准扶贫的野最后一公里冶问题袁其主要目标

在于野保障底线冶曰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袁则强调教师

和学生信息素养的普遍提升袁 让每位师生都能恰当地

利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袁增强获得感袁其主要目标在于

野全面发展冶曰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则包含了建立 10

个以上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等内容袁强调的是在少数条

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袁鼓励自主探索袁以期形成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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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of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ction Pl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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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pril, 2018,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unched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ction

Plan " officially, in which the main development goals, tasks and paths of ICT in educat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re planned in detai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power and human resource power.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plan from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background of the plan is illust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Secondly, the relationship of "eight actions" in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ction Plan and its main

features are expounded.

[Keywords] ICT in Education;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ction Plan; Interpretation

效应袁其主要目标在于野引领创新冶遥

三尧总 结

教育信息化 2.0袁就是要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

育现代化袁开启智能时代教育的新征程[3]遥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 作为教育信息化 2.0阶段的先导性工

程袁对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遥 当前袁教育

信息化已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袁是

教育深层次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袁 要实现教育现代

化袁必须深刻认识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袁更新

教育观念袁 顺应信息社会人才培养需求袁 调整发展定

位袁把握发展重点袁实现信息化应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

变袁推进信息时代的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袁构建适

应信息时代尧智能时代人才培养要求的教育新生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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