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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 2020年年初的疫情袁教育部发布延期开学期间野停课不停学冶的重要部署袁各地纷纷开展在线教学袁

力图将不可抗力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遥 文章通过远程访谈调研一线教师和学生开展在线教学的基本形态尧典型模式尧教

学活动及效果等袁从师生信息素养的视角分析 野停课不停学冶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遥 结合研究团队此前对我国师生信息

素养的调研测评情况袁提出应对大规模长周期在线教学提升师生信息素养的策略院一是构建在线教学支持服务体系袁关

注薄弱校在线教学开展情况曰二是开展线上教师培训袁加强协同教研曰三是创新在线教学模式袁加强师生互动曰四是推进

家校合作袁共建外部支持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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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背 景

为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影响袁教育部办公厅尧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于 2020年 2月12日联合印发 叶关于

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野停课不停学冶有关工作安排的通

知曳[1]袁对维护广大师生健康生命安全袁在疫情防控期间

开展教学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遥 在这一政策的规划引

导下袁各地各校迅速行动起来袁根据自身情况开展直播

教学尧录播教学尧线上辅导答疑等多种形式的在线教学

活动袁一时间在线教学成为达成野停课不停学冶目标的

关键支撑遥 此次疫情下的大规模长周期在线教学袁一

方面体现了教育信息化的重要价值袁另一方面也对教

育信息化的前期发展成果进行了检验遥 总体上袁我国

教育信息化经过前期的持续快速发展袁已经取得显著

成绩袁为支撑此次野停课不停学冶作出了重要贡献袁但

同时袁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袁主要体现在院农村及偏远地

区信息基础设施比较匮乏袁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不

足袁师生信息素养水平有待提升[2]等遥本文试图从师生

信息素养视角对本次野停课不停学冶行动中暴露出的

部分问题予以分析梳理袁提出解决策略遥

渊一冤师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性

在师生全程不能面对面的大规模长周期在线教

学背景下袁 师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是确保教学过程有

序尧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遥疫情之下袁教学空间由面对

面的物理空间向虚拟的网络空间转变遥 在此形势下袁

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遥一

方面袁线上教学活动如教学组织管理尧教学设计尧教学

过程及师生交互等环节与传统课堂存在较大差异袁教

师不仅要提升课堂教学能力袁还需要提升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及多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袁此外还需要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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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学习提供更为精准的辅导遥 因此袁如何快速适应

时空分离的教学关系袁调整教学方法袁灵活处理在线

教学的突发情况以及开展个性化线上辅导等袁是对教

师信息素养水平的一大考验遥 另一方面袁在线教学最

核心的本质是学生学会自主学习[3]遥 拥有优质学习资

源并不一定能开展有效的学习袁在开放的教育资源空

间和网络学习平台上袁 学生需要通过选择学习资源袁

透过观察尧思考尧操作尧应用袁主动去建构新的知识袁获

得自主学习的成功体验遥 由此袁如何迅速适应在线教

学场景袁积极参与在线教学活动袁利用网络资源实现

自主学习尧探究学习袁培养信息化条件下的科学思维

方式和问题解决能力袁正是学生信息素养所涵盖的重

要内容遥

渊二冤信息素养的内涵和构成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袁是个体生

存于信息社会的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遥随着时代的发

展袁信息素养的内涵不断演变遥当前袁信息素养可被理

解为一种包含意识尧知识尧技能及态度尧价值观的综合

素养遥 具体来讲袁一个具有良好信息素养的人不仅需

要拥有获取尧整合尧管理尧评价信息的能力袁还应在此

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解袁具有利用信息技术发现尧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尧能力尧思维及修养[4]遥

作为信息时代的教师袁不仅要具有普通公民的基

本信息素养袁还应具备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专业发展的

能力[4]遥同样袁作为信息时代的学习者袁信息素养的养成

无论对其个体发展还是适应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遥学生信息素养不仅包含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尧信息

意识与认知尧信息伦理与道德袁还包括主动利用信息技

术开展自主学习袁并创新性地解决生活与学习中的问

题的能力袁以及在信息化环境下的科学思维方式[5]遥

渊三冤我国师生信息素养现状

为准确把握我国中小学师生信息素养水平现状袁

近年来袁笔者所率研究团队袁综合采用文献调研尧核心

指标遴选尧多轮专家论证尧规模化实证分析等方式袁研

制了叶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指标曳和叶中小学学生

信息素养评价指标曳袁 开发了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

评价工具袁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模化测评实践遥

整体上袁我国教师信息素养已达到一定水平遥 中

小学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渐成常态遥 截至

2018年底袁 中小学校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教师

比例为 82.46%遥 其中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城区

中小学教师比例超过 90%淤遥

2019年袁 通过对全国范围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

17015名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调研袁我们发现县镇

及农村地区的教师信息素养水平相对有限遥如在信息

意识方面袁部分农村地区的教师不能正确看待信息技

术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袁在开展信息化教学遇到困难

时容易放弃曰在信息知识与技能方面袁县镇教师对各

类信息化设备和工具应用的知识储备不足袁普遍缺乏

利用信息技术调整教学策略尧开展教学评价及家校合

作的能力曰在专业发展方面袁城市与县镇教师利用信

息技术提升教学及管理的效率显著高于农村教师[4]遥

在学生信息素养方面袁研究团队持续两年在全国

31个省市开展了 133274名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测

评实践袁发现其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袁区域差异较大袁

东部发达地区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在总分及各维度上

得分均较高遥 在信息技术技能方面袁大部分学生掌握

了应用软件如 Word尧Excel的基础操作袁 但偏远地区

学生信息技术操作能力普遍低下袁部分学生甚至还面

临不会输入名字尧不会上网查找及下载资料的窘境[6]曰

在信息思维与意识方面袁虽然大部分中小学生具有一

定的信息共享意识与交流能力袁能熟练应用 QQ尧微信

进行社交活动袁但主动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性地解决日

常生活尧学习中所遇到问题的能力还比较欠缺遥

总体来说袁在教师信息素养方面袁我国大部分教

师能使用数字资源和工具开展教学袁 但城乡差异较

大袁乡镇及农村地区的教师信息素养水平较低袁在信

息意识尧信息技能及专业发展方面均较为薄弱曰在学

生信息素养方面袁我国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整体上还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袁大部分学生已掌握一些应用软件的

基础操作技能袁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自主学习尧创新

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思维方面还有所不足遥

二尧大规模长周期在线教学对信息素养的挑战

渊一冤研究对象

为及时了解我国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开展的实

际情况袁 本研究一对一访谈了我国东部 Z省尧 中部 H

省尧西部 N省的二年级至九年级的 16名中小学教师尧

24名中小学学生袁每次访谈持续约 30~40分钟遥 参与

本次访谈教师所教授学科涉及语文尧数学尧英语尧科学

等袁师生基本信息见表 1遥

渊二冤访谈内容

教师访谈提纲主要包含四部分院 一是基本信息袁

如教师所在学校尧所教学科尧年龄尧性别等曰二是开展

淤数据来源院叶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渊2018冤曳袁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渊华中冤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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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的情况袁如在线教学时长尧使用教学工具尧在

线教学活动及取得的教学效果等曰三是开展在线教学

的经验袁如师生课堂互动尧教学内容设置及校本教研

等曰四是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袁主要了解当前教师开展

在线教学存在的困难尧解决方法及相关建议等遥

学生访谈提纲包含四个方面院 一是学生基本信

息袁如所在学校尧家庭住址尧在线学习使用的设备等曰

二是课堂教学情况袁 主要涉及在线学习的满意度尧在

线学习参与的情况及教师课堂教学效果尧师生互动情

况等曰三是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袁如作业完成度尧学习内

容的复习尧居家学习存在的困难等方面曰四是家长支

持袁主要了解家长对学生在线学习的监督尧作业辅导

及家校沟通情况遥

渊三冤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持续比较研究方法[7]袁通过四个步骤

整理分析访谈内容遥 第一袁对收集到的访谈内容进行

筛选梳理袁提取与在线教学/学习活动相关的内容曰第

二袁对抽取的访谈内容开展进一步的内容分析袁依次

融合成不同主题曰第三袁对每一个核心主题的内容进

行归纳袁总结主要观点曰第四袁将同一主题的所有访谈

对象的核心观点进行聚合分析尧梳理分类遥 在数据分

析过程中袁除了 4位研究人员分别分析学生与教师的

访谈记录外袁还邀请 1位师生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专

家共同参与对访谈数据的分析与总结遥

渊四冤访谈结果分析

1. 在线教学现状分析

渊1冤基本形态

疫情期间中小学校在线教学的基本形态有以下

三种院

一是直播教学遥教师在教学平台上推送教学资源

如课件尧微课尧导学材料等袁并利用直播工具开展课件

展示尧在线讨论等同步教学活动遥此外袁教师在开展直

播教学的同时录制教学过程袁并将录制的视频上传到

相关平台袁以便学生课后复习使用遥 直播教学具有即

时性尧师生互动多等特点袁但由于大量学生在同时段

内上课袁平台登录缓慢尧语音延迟尧视频卡顿等问题时

有发生遥

二是录播教学遥 教师提前录制课程教学视频袁并

将视频课程尧教学课件尧学生作业等资料上传到在线

教学平台袁学生按照课表规定时间参加课程学习遥 录

播教学课程一般是由当地教育管理部门或各学校组

织各学段尧各学科优秀教师录制的精品教学课程遥

三是线上辅导遥教师将教学材料如教学课件尧PPT

录屏尧微视频等上传到网络在线平台供学生进行课程

学习遥同时袁教师会布置练习题目袁并提出具体的学习

要求袁在课表规定时间内以不同形式开展线上教学辅

导活动遥

渊2冤教学模式

通过访谈发现袁疫情防控期间教师组织的在线教

学模式主要分为三大类院录播教学+线上辅导尧录播教

学+直播教学+线上辅导尧线上辅导遥 其中袁采用野录播

教学+线上辅导冶方式的教师比例最多袁超过 45%袁三

种方式占比情况如图 1所示遥

录播教学+线上辅导院 教师和学生共同观看各区

或各学校录制的教学视频遥 同时袁教师在课表规定时

间内组织学生进行集中线上指导袁 帮助学生掌握知

识遥采用野录播教学+线上辅导冶模式具有受众规模大尧

教学进度统一等优点袁但由于采用播放视频的教学方

式袁授课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交流较少袁教师无法根

据学习情况开展分层次尧针对性的教学袁各学科教师

组织的线上辅导就显得十分必要遥

图 1 三种在线教学模式开展比例

录播教学+直播教学+线上辅导院教师先组织学生

学习其他学校或教师录制的视频课程袁再根据作业完

成情况判断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及教学重难点袁进而

针对性地设计教案尧练习和作业等教学资源袁然后在

直播平台上开展直播教学和各类课堂互动活动袁促进

学生的自主学习遥

线上辅导院在某些网络条件较差的薄弱校区袁教师

将课程相关的数字化资源袁如教学课件 PPT尧教学视频

等资源共享给学生袁学生在学习平台下载后开展学习遥

教师则借助钉钉尧QQ尧 微信等途径开展网络远程答

疑袁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遥

渊3冤学习方式

地区渊比例冤 性别渊比例冤 学段渊比例冤 城乡渊比例冤

东 中 西 男 女 小学 初中 城镇 农村

教师 37.50% 37.50% 25.00% 25.00% 75.00% 43.75% 56.25% 75.00% 25.00%

学生 37.50% 29.20% 33.30% 33.33% 66.67% 50.00% 50.00% 70.83% 29.17%

表 1 参与访谈的师生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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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在线学习的主要方式包括以下三种院一

是参加直播教学遥学生使用平板电脑尧台式电脑尧手机

等设备袁根据课表安排进入直播教学平台袁参与教师

的直播授课遥 二是参加录播教学遥 学生利用网络电视

教育频道尧电脑的课程平台客户端观看教师提供的录

播课程袁并完成学习任务遥 三是参与在线讨论与在线

作业遥 学生参与教师在 QQ群尧微信群或直播平台组

织的课堂提问尧小组讨论尧作业讲解等教学活动遥 此

外袁学生在微信群尧QQ群尧人人通等平台上提交课程

作业遥

渊4冤在线教学活动类型

疫情期间开展的在线教学活动主要有知识讲解尧

作业点评尧课堂提问尧小组讨论四种类型袁各活动所占

比例如图 2所示遥 其中袁开展知识讲解类活动的教师

占比最大袁其次是作业点评活动及课堂提问袁开展小

组讨论活动的教师比例仅为 17.65%遥

图 2 教师开展的在线教学活动比例

针对在线课堂互动袁 部分教师认为在线教学中袁

师生缺乏面对面的交流袁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情感互

动遥部分教师反映在开展课堂提问活动时需要同时面

对几十名学生袁互动比较困难且效率较低遥 例如教师

C提到院野在线下上课能很好互动袁 可以直接叫名字袁

或者提出问题后很多人就可以举手袁 比起线下教学袁

在线互动效率太低遥 例如点一位学生回答问题袁至少

要等待 3秒才能接通那位学生袁 而且学生能够发言

后袁还需要确认大家都能听到才能开始回答问题遥 冶

渊5冤教学效果

通过对学生在线学习兴趣与满意度的调研发现袁

大部分学生参与在线学习的积极性较高袁 能适应当前

的在线教学环境遥 少数学生反映不太适应目前的在线

教学形式袁师生互动交流较少袁更偏好于传统的课堂教

学曰部分学生反映网络卡顿对学习有较大影响袁比如上

数学课时袁前面几秒没听懂袁后面的听课质量则会受较

大影响遥 此外袁部分学生认为在家学习无人监督袁学习

自主性比较薄弱袁在上课时常会受其他因素干扰遥

在教师访谈中发现袁教师对在线教学效果的意见

并不一致遥一些教师认为在线教学对提升学生学习兴

趣尧理解重难点知识有很大帮助袁例如一位初中教师

X在访谈中提出院野虽然直播教学是一个比较新的模

式袁但因为此前经常开展基于微课尧互动课堂和教学

助手等信息技术手段的教学袁很容易掌握这种新的教

学方法袁同事和学生反馈的教学效果都很好遥 冶

部分教师认为采用线上授课只是现阶段的权宜

之计袁教学效果明显不如线下遥 例如教师 Y认为院野线

上授课与线下授课有很大差别袁在线授课袁教师只能

面对一小块屏幕袁 很难觉察到学生听课的感觉和效

果袁不能和学生形成有效互动袁很难把握整体教学进

度安排遥 冶

也有部分教师认为线上授课与传统课堂教学有

较大差异袁很多教师没有网上课堂管理的经验袁学生

比较松散袁注意力不集中遥另外袁学生是否都在平台上

提交了作业袁是否存在互相抄袭的情况袁也很难进行

有效管理遥

渊6冤教师备课与协同教研

在备课方面袁 部分地区采用线上集体备课方式袁

通过网络平台对课件内容尧教学策略尧教学方法尧学生

评价等开展集体研讨尧应用分享等活动曰也有部分独

自备课的教师反映袁由于没有备课的教学用书袁在网

上找资料比较耗时遥例如教师 S在访谈中提到院野没有

备课的教学用书袁教材比较新袁要去网上找资料袁网上

资源的各单元知识点也并不明确袁需要结合网上资料

和自己理解去备课袁备课工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遥 冶

部分教师反映由于平常上课较少使用直播教学工

具袁在上课前需要学习各种软件的使用袁熟悉直播平

台袁调试软硬件等袁这些会增加他们的备课时间遥

在协同教研方面袁大部分教师反映参与了学校组

织的网络教研活动袁主要是共享教学课件资源袁而教

学方案研讨尧听评课尧课例分析等深层次教研活动开

展较少遥 也有部分教师反映课件制作尧直播教学等任

务已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袁且网络教研无法面对

面深入讨论袁教师参与网络教研的积极性普遍较低遥

渊7冤学生居家学习情况

在使用设备方面袁大部分城镇家庭的学生能利用

平板电脑尧笔记本电脑尧台式电脑等多种终端开展在

线学习袁而偏远农村家庭的硬件配备相对不足袁大部

分学生在家只能利用家长手机开展在线学习遥由于农

村网络条件较差尧 部分家长的软件应用能力较低尧某

些直播学习软件不支持在手机端的安装使用袁使得在

线学习无法顺利开展遥

在家校沟通协作方面袁大部分教师会与家长开展

定期尧不定期交流袁了解学生在家学习情况袁也有部分

教师反映与家长沟通较为困难袁家长缺乏对学生居家

学习的管理和监督袁学习效果大打折扣遥 例如教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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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提到院野家长对管理孩子的方式和理念不正

确袁导致学生学习习惯和自觉性差遥 部分区域的家长

开始复工后袁家长没有时间督促学生参加在线课程学

习并及时完成作业袁难以督促学生认真参加在线教学

的问题将会日益突出遥 冶

可以看出袁几乎所有教师都认同袁在线教学相比

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需要

作出大幅调整袁尤其是在课前备课尧课堂互动尧学生评

价等环节袁教师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成一定效

果遥此外袁前期有过信息化教学经历和经验尧信息素养

较高的教师袁在面临此次长周期在线教学时明显能够

应对自如遥 相比而言袁中小学生对于在线教学的参与

积极性明显高于教师袁但城乡学生的信息化学习条件

和学习能力差异较大袁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管理能

力等也有待加强遥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袁农村地区在线教学支撑条件不足遥 通过访

谈发现袁 大部分城镇学校的学生能利用平板电脑尧笔

记本电脑尧台式机等终端设备参与在线学习遥 而多数

农村地区在线学习的支撑条件不足袁一方面袁农村网

络条件较差袁大部分家庭缺乏平板电脑尧台式电脑等

用来参与在线学习的工具袁学生只能借用家长手机观

看曰另一方面袁受限于自身的认知范围袁部分家长不能

顺利在手机上操作在线教学 APP袁且某些直播课堂软

件在手机上的应用功能有一定限制袁从而导致学生无

法顺利参与学校组织的在线教学遥

第二袁师生信息意识与技能亟待提升遥 一是部分

教师对在线教学存在不接受尧不习惯的心理袁同时对

现有在线教学软件使用知识欠缺袁难以成功开展信息

技术支持下的在线教学活动曰二是部分教师对在线教

学工具尧 直播软件不熟悉并缺乏有效的在线教学策

略袁难以实现对课堂纪律的管控袁部分在线课堂一度

出现混乱的现象曰三是部分学生对在线教学的接受度

较低袁其原因不仅有课程的适切性问题袁也由于视频

课程中缺乏熟悉教师的介入袁导致约束性与临场感不

足袁难免产生抗拒心理和应付心态曰四是大部分学生

在遇到难题时偏向于直接询问教师及家长袁而利用网

络资源主动开展自主学习尧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较为

薄弱遥

第三袁师生在线互动效果有待改善遥 通过对师生

访谈发现袁大部分在线教学中的师生互动体验还需提

升袁主要包含四方面原因院一是由于存在大规模尧同时

段的在线直播教学袁导致网络潮汐式拥堵袁对师生互

动体验产生不利影响袁 应适当减少直播课堂比例袁强

调同步尧异步并重袁促进教学模式多元化曰二是在教学

方法方面袁部分教师主要利用 PPT课件为学生开展形

式单一的讲授式教学袁师生尧生生互动时间较少袁应更

加注重以学为主尧多元互动袁促进资源类型和教学方

法多样化曰三是部分学生自控能力薄弱袁存在旷课及

不交作业等情况袁对师生互动的及时性尧有效性带来

不利影响袁应进一步改进在线情境下的教学秩序管控

方法和学生评价机制遥

第四袁家校合作还需进一步加强遥 部分学生家长

由于自身学历及知识局限袁没有意愿或能力参与到孩

子在家尧在线的学习过程中袁较少能够与教师进行有

效的沟通交流曰此外袁部分教师反映在线教学中存在

学生迟到尧旷课尧不交作业等现象袁部分学生自控能力

较差袁无法跟随学校的在线课程进行同步学习袁若家

长不能及时在督促学生参与在线学习方面提供支持袁

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效果就会进一步降低遥 当前袁由

于疫情这一特殊情况影响袁中小学校只能采用全程在

家尧在线的学习方式袁这就使得家校沟通尧家校合作尧

家校共育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遥

三尧当前形势下师生信息素养

提升策略与关注重点

当前形势下袁为促进在线教学的顺利开展袁针对

在线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袁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院

首先袁构建在线教学支持服务体系袁关注薄弱校在

线教学开展情况遥一方面袁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

立足全局袁结合学校当前教育资源尧学生特征尧教师能

力等因素袁从信息化领导力尧教学运行管理机制尧教师

培训服务模式和技术保障能力等方面多管齐下袁 确保

在线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遥另一方面袁要建立在线教学

资源评估机制袁从授课教师资质尧课程内容尧教学形式

上监督在线教学课程资源的质量袁 要多从教学一线挖

掘优秀尧典型的在线教学案例袁培育优秀的在线教学种

子教师遥 同时袁要重点关注农村薄弱校的在线教学开

展情况袁一方面袁政府尧学校尧企业应多方联动共同解

决农村薄弱学校师生网络尧终端尧工具等信息化教学

条件不足的现实困难曰另一方面袁针对存在在线学习

困难的学生家庭袁 学校及教育管理者可通过网络尧电

话等途径为家长提供适当的在线教学工具安装及使

用培训袁引导其为学生的居家学习提供服务与帮助遥

其次袁开展线上教师培训袁加强协同教研遥 此前袁

绝大多数教师所熟悉的是在教室内的信息化教学袁

或是部分拓展至线上的混合式教学袁较少全程开展师

生分离的纯粹的线上教学遥全程线上的教学方式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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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有效教学的最佳方式袁但却是当下的唯一选择遥

在新的教学场景中袁部分教师能力不足的问题就充分

暴露出来遥由此袁开展线上教师培训袁加强协同教研显

得尤为必要遥一方面袁师生分离时空情境下袁教师不仅

是学生学习的帮扶者尧评学者袁还是学生学习的导学

者袁需要帮助教师尽快适应新环境下的角色定位[8]曰另

一方面袁除组织培训团队开展对在线教学工具的操作

技能培训外袁更要对在线教学的教学组织方法尧课程

设计策略尧教学监管及师生互动模式[9]等方面开展详

细指导曰此外很有必要开展基于知识点的跨区域网络

课程研修及开展实操性强的课例分析遥

第三袁创新在线教学模式袁加强师生互动遥学生是

在线学习的主体袁良好的师生互动不仅有助于增强师

生之间的了解袁 也是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遥

在在线教学过程中袁教学活动不应仅仅拘泥于基于课

件的讲授或是单纯看课程视频尧阅读学习材料袁在线

学习的重点应放在学生的野学冶上遥 一方面袁教师要从

知识的讲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陪伴者尧 指导者袁为

学生的学习内容尧学习策略方面提供支持服务袁教师

可为学生挑选相关的学习资源袁 并配备适宜的导学

案袁组织开展自主学习尧小组互评互助的主题式学习

活动袁培养学生信息获取尧信息整合尧信息创新及利用

有价值信息资源开展数字化学习的能力遥 另一方面袁

教师可帮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袁 将学习目标明晰化尧

阶段化尧任务化袁培养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袁采用互动

小游戏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及时反馈与干预袁从而达到

正向强化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参与感尧及时干预消极学

习行为的目的遥

第四袁推进家校合作袁共建外部支持环境遥家庭教

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袁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遥 尤

其在当前疫情防控时期开展的居家在线学习袁由于师

生在空间上的分离袁学校和教师难以准确掌握学生学

习情况遥 因此袁只有开展学校尧家庭的密切合作袁才能

在远程条件下促进学习者有意义学习的发生遥 一方

面袁学校和教师应主动通过电话尧互联网等渠道与家

长进行沟通袁关心学生的生命安全尧心理健康及学习尧

作业完成等情况曰另一方面袁部分家长要转变教育理

念袁重视其自身对孩子学习尧成长的重要影响袁改变一

切都交给教师的依赖思想袁提升对孩子居家学习的参

与度袁尤其针对低龄段的小学生袁家长作好在线学习

的设备支持和学习监督尤其必要遥 此外袁还应帮助学

生共同制定居家学习的计划袁并与学校尧教师保持紧

密联系与协作袁积极开展网络条件下的家校共育遥

四尧总结和反思

总之袁疫情防控时期的在线教学是对师生信息素

养的一次大考袁是对近年来教育信息化发展成果的集

中展示袁也是对各地教育信息化支持队伍水平的实战

检验遥师生信息素养水平作为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教学

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要素袁对全面促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融合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遥 在教育信息化 2.0的时代

背景下袁我们要主动抓住机遇袁迎接挑战袁重视师生信

息素养提升袁 推动教师和学生主动适应信息时代尧智

能时代的教育教学变革趋势袁秉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深

度融合发展理念袁以教育信息化为抓手袁全面推进教

育现代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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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Large-scale and Long-term Online Teaching

WU Di1, YU Liqin2, RAO Jingyang2, ZHOU Chi2, CHEN Min2

(1.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Strategy Research Ba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2.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Learn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in early 202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announced "

postponement of school without suspension of learning". Online teach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everywhere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force majeu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asic patterns, typical models,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effects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emote interviews with frontlin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practice of "suspended class, ongoing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large -scale, long -term

online teaching. The first is to build online teaching support service system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teaching for disadvantage schools.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online

teacher training and strengthen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third is to innovate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s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last is to promot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build an external support environment collaboratively.

[Keywords] Online Teach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ICT in Education

studen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schooling"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 19. However, due

to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at concept, most people just focus on online teaching,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home-based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Thus, this paper summarizes eight types of home-

based lear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uch as teacher -guided online autonomous

learning, teacher -guided offline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online autonomous learning without teacher

guidance, and also analyses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tent of home-based learning

should be designed scientifically with the focus on cultivating good students, and the learning resources could

be divided from two dimensions of existing resources and generative resources, online resources and offline

resourc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ose materials should be analyzed as well. Finally, a hybrid learn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which combines 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 a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 and offline

autonomous learning based on virtual class community, so as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will not stop learning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nd then obta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suspended classes, ongoing learning", and to

provide ideas and method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carry out home-based learning.

[Keywords] Home Schooling; Learning Style; Learning Content; Blended Learning; Suspended Classes,

Ongoi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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