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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在线学习是否影响小学生家长对子女

信息化学习的态度？
要要要基于对 3793位家长的调查

徐 健袁 张文兰

渊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袁 陕西 西安 710062冤

[摘 要] 家长作为基础教育信息化推进的利益相关群体袁其态度是影响学校信息化教学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遥

研究调查并分析了 3793名小学生家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袁发现院经历大规模在线学习后袁家

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有所下降袁其变化受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尧自身信息化学习频率及其疫情期间工作状态等因

素影响曰子女在疫情前的信息化学习频率尧性别尧是否为独生子女尧就读年级尧学业水平也影响家长的态度曰家长对子女信

息化学习的态度会随其接触信息化学习时间的长短而变化袁在初始阶段袁家长的态度评分会上升袁在熟悉阶段袁其态度评

分会下降遥 基于上述结论袁研究建议院应不断提高信息化学习产品质量袁力争同步满足家长需求的阶段性变化曰针对学生

个性化特征开展专项指导袁保障其信息化学习效果曰全面提升家长的信息化素养袁形成家校合力袁发挥协同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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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信息化学习是信息时代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遥由

于小学生信息素养低尧自律性差袁他们在家中开展信

息化学习时袁常需要家长的辅助曰如需购置信息化学

习资源袁也需要得到家长的认可和支持遥 家长作为基

础教育信息化推进的利益相关群体袁其对子女信息化

学习的态度是影响学校信息化教学能否顺利开展的

重要因素[1]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袁 小学生居家学习具有规模

大尧时间长尧参与面广等特点袁为研究者深入了解家长

对信息化学习的态度提供了重要机遇遥本研究旨在调

查大规模在线学习经历是否会导致家长对子女信息

化学习态度产生变化钥 若有变化袁是消极的还是积极

的袁该变化受哪些因素影响钥 厘清上述问题可以为后

疫情时代基础教育阶段推进信息化教学改革袁实现混

合式教学新常态提供重要借鉴遥

二尧相关研究综述

相关研究表明袁家长对信息化教学或子女信息化

学习方面的认识尧态度和情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

矛盾性遥 江丰光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袁家长担忧电

子书包会对子女身体尧视力尧思维能力尧书写能力尧人

际交往尧注意力尧上网习惯等造成负面影响[2]曰Zhu 等

人在调查家长和学生对正式教育环境中使用平板电

脑的态度时发现袁家长比其子女更担心平板电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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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3]曰Yong 等人的研究发现袁相比于用计算

机游戏来学习数学袁家长更喜欢传统的教学方法[4]遥以

上研究均呈现出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持消极态度遥

还有一部分研究揭示了家长的矛盾心理遥 例如院张虹

发现袁超过五成的受访家长对子女通过手机尧Ipad尧上

网本等终端进行移动学习持支持态度袁但其态度受移

动学习费用影响[5]曰陈青文在研究中发现袁父母对子女

使用新媒体的态度呈现两极化倾向袁支持的家庭担忧

较少袁反之则担忧较多 [6]曰Kucirkova 等人通过访谈家

长发现袁父母对子女在屏幕上阅读的态度有三个矛盾

主题院 信任与不信任尧 代理与依赖尧 怀旧与现实[7]曰

Radesky等人的研究发现袁 家长对子女使用移动技术

高度紧张袁既害怕错过教育益处袁又担心其对子女的

思维和想象力产生负面影响 [8]曰Bentley的研究发现袁

一些母亲对孩子使用移动设备表示担忧袁另一些则认

为这是一种重要而有用的教育工具[9]遥

综上所述袁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家长对某一信息化

学习设备袁如平板电脑尧手机或某种数字化学习资源的

态度袁且研究结论不一致遥此外袁这些研究中袁子女使用

信息化学习设备学习并不是孩子常态化的学习方式袁

多是以辅助学习的方式进行的遥 而此次疫情期间的大

规模在线学习袁 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尧 大范

围尧长时间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教学实践袁且是家长深度

参与的一次信息化学习实践袁他们的体验尧感受尧满意

度与以往会有所不同遥 因此袁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袁

结合深度访谈袁 了解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学习是否

影响小学生家长对其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袁 家长的

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及其自身信息化学习经历是否会对其

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产生影响袁子女的年级尧学业

水平及信息化学习经历是否会影响家长对其信息化学

习的态度钥除了以上因素外袁还有哪些潜在因素影响家

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曰 学校欲推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的深度融合袁促进教育系统的变革袁该从哪些方面

影响家长的态度以实现家校协同钥

三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调查对象

本研究所讨论的信息化学习特指小学生借助信

息技术的学习袁形式包括院学生在学校或家中使用电

脑尧平板或手机等电子产品查找尧获取学习资源以及

经历的在线辅导尧学习尧研讨等遥

问卷调查分两次进行袁均基于问卷星系统袁由小

学一线教师将二维码或链接发送至家长进行数据采

集遥 初测问卷数据回收时间为 2020年 5月 1日至 5

月 16日袁 取样 510人袁 用于问卷修订遥 正式问卷于

2020年 5月 28日发放袁6月 29日完成数据回收袁取

样 4113人遥 调查对象来自内蒙古尧吉林尧四川尧广东尧

甘肃五省区的小学生家长遥问卷回收率为 100%遥剔除

非正常问卷渊如所有题目选择同一答案或累积答题时

间少于 2分钟冤袁共得到有效问卷 3793份袁问卷有效

率为 92.22%遥 其中袁 男性 906人 渊占 23.9%冤袁 女性

2887人渊占 76.1%冤曰家长年龄分布于 29岁以下尧30~

44 岁尧45~59 岁尧60 岁以上四个年龄段袁 分别占比

1.5%尧86.8%尧11.5%尧0.2% 曰家长学历分布在初中及以

下尧高中或中职尧大专尧本科尧研究生及以上五个等级袁

分别占比 10%尧17.5%尧26.8%尧36.9%尧8.8%曰家长自身

的信息化学习频率分为经常尧偶尔尧从未三个等级袁分

别占比 36.6%尧50.3%尧13.1%遥

渊二冤问卷编制

本次调查将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作为问卷

设计的理论基础遥 社会心理学认为袁态度是一种复杂

的认知过程袁是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10]遥 将

态度定义为在信念尧 情感和行为倾向中表现出来的尧

对某人或某物的一种喜欢或不喜欢的评价性反应袁并

将态度划分为认知尧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成分[10]遥 其

中袁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态度对象带有评价意义的叙

述袁内容包括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认识尧理解曰情感成分

是指个体对态度对象的情感体验袁 如喜欢或厌恶曰行

为意向是指个体对态度对象的反应倾向或行为准备

状态遥

本研究的初测问卷共有 36道题袁 包括基本情况

调查和态度调查两部分遥 其中袁基本情况调查包括 12

道题袁用以了解家长的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尧自身信息化

学习频率尧 经历大规模在线学习期间的工作状态袁以

及其子女的性别尧是否为独生子女尧就读年级尧学业水

平和以往的信息化学习频率遥态度调查共有 24道题袁

其中袁12 道题调查家长在大规模在线学习前对子女

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袁12 道题调查大规模在线学习之

后家长的态度遥 问卷题目从认知尧情感尧行为三个维

度袁分别对家长在信息化学习资源工具尧信息化学习

方式尧信息化学习支持尧信息化学习评价这四项信息

化学习基本要素上的态度进行调查遥

采用 SPSS22.0对问卷进行信度尧效度检验遥 问卷

克隆巴赫阿尔法系数为 0.901袁 表明问卷信度良好遥

KMO系数值为 0.918袁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水

平渊 <0.01冤遥 使用探索性因子正交方差最大法进行主

成分分析袁以特征根大于 1为标准提出公因素袁分析

得出 4个因素袁共解释了 66.02%的变异袁说明问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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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个体因素 自由度 均方 显著性

家长性别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161.675 5.958 0.015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家长性别
1 203.713 7.507 0.006

家长年龄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19.225 0.707 0.4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家长年龄
3 36.518 1.344 0.258

家长学历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198.681 7.342 0.007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家长学历
4 143.419 5.3 0

家长信息化学习频率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207.994 7.661 0.006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家长信息化学习频率
2 92.992 3.425 0.033

家长工作状态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361.478 13.304 0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家长工作状态
3 43.276 1.593 0.189

度理想遥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袁家长从野很不相符冶野不

太相符冶野一般冶野比较相符冶野完全相符冶中选择符合自

己观点的选项袁分别计 1~5分遥

问卷调查结束后袁 对部分受访家长进行深入访

谈袁以进一步了解小学生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

度及其发生变化的原因遥 访谈内容包括院家长对子女

信息化学习的态度是什么袁哪些因素影响家长对子女

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袁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是

如何发生变化的钥

四尧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 家长个体因素对其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

度的影响

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袁

分别检验家长的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尧自身信息化学习频

率和工作状态能否与大规模在线学习经历共同影响

其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遥

1.家长性别对其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的影响

不同性别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存在

显著差异渊 <0.05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学习的交互

作用显著渊 <0.01冤渊见表 1冤遥事后检验发现院女性家长

的态度评分在大规模在线学习后下降袁男性家长的态

度评分变化不明显遥 原因可能在于院女性家长相较于

男性家长更多地介入了子女信息化学习的辅助与监

管事务渊如设备调试尧平台安装尧资源下载等冤袁期间爆

发亲子冲突的概率也远大于后者袁由此引发态度评分

下降遥

2.家长年龄对其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的影响

不同年龄阶段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

差异不显著渊 >0.05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学习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 渊 >0.05冤渊见表 1冤遥 事后检验发现院29

岁以下的家长态度评分始终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家长曰

29岁以下及 60岁以上家长的态度评分在经历大规

模在线学习后上升袁其他年龄段家长的态度评分均下

降遥通过访谈了解到院年轻家长基于自身的成长尧工作

经验普遍认为信息化学习顺应时代需求袁虽有局限但

仍需主动适应曰年长家长态度评分上升源于信息化学

习满足了其子女在特殊时期居家学习的基本需要袁且

大规模在线学习期间学校针对家长需求开展的信息

化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们之前因技术障碍尧刻

板印象等对信息化学习持有的消极看法遥

3.家长学历对其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的影响

不同学历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存在

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学习的交互

作用显著渊 <0.01冤渊见表 1冤遥事后检验发现院经历大规

模在线学习后袁高中及以上学历家长的态度评分均呈

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遥 家长学历越高袁态度评分下降

越明显遥仅初中及以下学历家长的态度评分呈上升趋

势遥 原因可能是院高学历家长对子女教育更加重视[11]袁

对信息化学习效果持有更高期待遥而在大规模在线学

习过程中袁许多信息化学习产品尧平台为应对紧急需

求仓促投入使用袁暴露出了诸多问题袁使其不能满足

高学历家长群体的高需求袁 故导致其态度评分下降遥

而低学历家长在此之前对信息化学习了解甚少袁既无

高期待袁也无多元需求袁因此袁当子女居家学习基本需

求被满足时袁即可引发其态度评分的上升遥

表 1 大规模在线学习及其与家长个体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家长态度的影响方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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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个体因素 自由度 均方 显著性

子女性别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549.174 20.197 0.000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子女性别
1 2.444 0.09 0.764

是否为独生子女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693.475 25.543 0.000

大规模在线学习 *

是否为独生子女
1 160.77 5.922 0.015

子女就读年级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468.367 17.243 0.000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子女就读年级
5 43.149 1.589 0.16

子女信息化学习频率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313.921 11.581 0.001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子女信息化学习频率
4 100.391 3.704 0.005

子女学业水平

大规模在线学习 1 404.439 14.877 0.000

大规模在线学习 *

子女学业水平
4 26.608 0.979 0.418

表 2 大规模在线学习及其与子女个体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家长态度的影响方差分析结果

4. 家长信息化学习频率对其对子女信息化学习

的态度的影响

不同信息化学习频率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

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

学习的交互作用显著渊 <0.05冤渊见表 1冤遥 事后检验发

现院经常进行信息化学习的家长态度评分高于其他家

长遥 原因可能是院信息化学习频率高是家长对信息化

学习高度接纳和积极评价的行为结果遥 此外袁由于这

部分家长自身所具备的信息化学习经验和技巧更为

丰富袁使其有能力辅导子女的信息化学习袁并取得理

想效果遥结论还显示院大规模在线学习后袁自身有过信

息化学习经验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

都有所下降袁只有从未经历过信息化学习的家长态度

评分有所上升遥 原因可能是院在开展大规模在线学习

前袁供成人使用的信息化学习平台尧课程多为制作精

良的商业化产品袁而疫情期间小学生使用的信息化学

习资源多是学校教师基于相对简陋的设备尧在较短时

间内设计尧制作的线上课程袁与成熟的商业化产品存

在较大差距遥 家长自身信息化学习频率越高袁对上述

落差的感知就越强烈袁由此表现为对子女信息化学习

的态度评分的下降遥

5. 家长工作状态对其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

的影响

不同工作状态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

存在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学习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渊 >0.05冤渊见表 1冤遥事后检验发现院开

展大规模在线学习之前袁在单位现场办公的家长对子

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最高曰而开展大规模在线学

习之后袁全职家长的态度评分最高曰大规模在线学习

后袁在单位现场办公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

评分降幅最大袁全职家长的态度评分变化最小遥 原因

可能是院疫情期间职场家长需要在履职日常工作的同

时监管尧辅导子女的居家信息化学习袁个人精力和家

庭资源被大幅占用袁由此引发消极体验曰而全职家长

在该特殊时期无须面对工作与子女信息化学习辅导

间的矛盾与冲突袁新增压力小袁故态度评分变化不大遥

通过访谈得知袁单位现场办公的家长在疫情期间常需

要夫妻交替请假陪伴子女进行信息化学习袁在承担日

常工作尧养育子女压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额外的职场

人际压力袁因此袁态度评分下降最明显遥

渊二冤子女个体因素对家长对其信息化学习的态

度的影响

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袁

分别检验子女性别尧是否为独生子女尧就读年级尧学业

水平尧子女信息化学习频率能否与大规模在线学习经

历共同影响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遥

1. 子女性别对家长对其信息化学习的态度的影响

男尧女生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存在显著

差异渊 <0.01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学习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渊 >0.05冤渊见表 2冤遥事后检验发现院大规模在线

学习后袁男女生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均

下降曰男生家长的态度评分始终低于女生家长遥 原因

可能是院小学生自我控制水平有限[12]袁在缺少教师线

下课堂管理时袁更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尧小动作频

繁等现象袁导致其信息化学习质量低下遥与此同时袁小

学生信息素养较低袁在信息化学习过程中需要家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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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的辅助与监管袁 占用家长较多的时间与精力袁

由此引发消极体验遥 此外袁由于儿童自我调控能力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13]袁男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更容易

分心尧课后作业质量更差袁因此袁他们的家长需要为其

信息化学习投入更多精力袁继而表现出态度评分始终

低于女生家长遥

2. 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家长对其信息化学习

的态度的影响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

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

学习的交互作用显著渊 <0.01冤渊见表 2冤遥 事后检验发

现院独生子女家长的态度评分始终高于非独生子女家

长袁 但在大规模在线学习后其态度评分的降幅更大遥

原因可能是院独生子女家长因面临更大的教育失败风

险[14]袁通常对子女学业成绩有更高期待[15]袁因此袁对子

女在信息化学习中的消极表现更为敏感曰另外袁疫情

期间独生子女因缺乏同伴交流袁在居家过程中更易产

生情绪低落尧烦闷暴躁等不良心理状态袁导致该群体

信息化学习效果不佳袁继而引发其家长对子女信息化

学习的态度评分的下降遥

3. 子女就读年级对家长对其信息化学习的态度

的影响

子女就读不同年级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

度存在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学习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渊 >0.05冤渊见表 2冤遥 事后检验发现院

大规模在线学习之前袁 小学四年级家长的态度评分最

高袁小学三年级家长的态度评分最低曰大规模在线学习

后袁小学一年级家长的态度评分最高袁小学三年级家长

的态度评分仍然最低遥从变化趋势上看院小学一年级和

小学六年级家长的态度评分降幅较小袁 小学四年级家

长的态度评分降幅最大遥原因可能是院小学一年级学生

年幼袁家长对其信息化学习表现有较高的容忍度袁且因

其所学内容难度较低袁 家长鲜有机会感受子女成绩下

降带来的消极体验遥 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信息化学

习时自我管理水平较高袁家长无须为此投入额外精力袁

因此袁 其态度评分在大规模在线学习开展前后都较高

且稳定遥 此外袁三尧四年级作为低年级向高年级的过渡

期袁是小学生涯的关键阶段[16]袁该阶段学生身心发展变

化明显袁家长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也愈加敏感袁易将由学

业难度提高导致的成绩下滑归咎于信息化学习袁 故其

态度评分较低且下降趋势更明显遥

4. 子女信息化学习频率对家长对其信息化学习

的态度的影响

子女具有不同信息化学习频率的家长对子女信

息化学习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该因素与大

规模在线学习的交互作用显著渊 <0.01冤渊见表 2冤遥 事

后检验发现院子女信息化学习的频率越高袁家长对子

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就越高袁反之则越低遥 原因

可能是院有过相关学习经历的学生面临较少的技术障

碍袁能更快尧更好地适应信息化学习袁易取得理想的学

习效果袁引发家长积极体验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袁小学

生的校外课程选择通常由家长主导袁因此袁子女的信

息化学习频率恰好反映其家长对信息化学习的接纳

程度遥研究还发现院在大规模在线学习后袁除子女从未

有过信息化学习经历的家长态度评分呈上升趋势之

外袁其他家长的态度评分均呈下降趋势袁其原因类似

于家长自身信息化学习频率对其态度的影响袁此处不

再赘述遥

5. 子女学业水平对家长对其信息化学习的态度

的影响

子女学业水平不同的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

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该因素与大规模在线学

习的交互作用显著渊 <0.01冤渊见表 2冤遥事后检验发现院

家长对子女学业评价越高袁其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

度评分就越高袁反之则越低曰在大规模在线学习后袁家

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均有所下降袁 其中袁

对子女学业评价低的家长的态度评分降幅最大遥原因

可能是院学业评价得分低的学生通常自控力更差[17-18]袁

难以处理信息化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干扰袁易产生

学业不良现象袁引发家长消极体验遥此外袁在线课程教

学时间相较线下课程更短袁教师多将有限的教学时间

用于新授而非用于巩固曰远程教学也不便于作业的订

正与反馈曰 教师在线上组织学生协作学习的难度更

大袁这些因素都更容易对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产生消

极影响袁导致该群体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

分的下降遥

渊三冤 大规模在线学习前后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

习的态度比较

以疫情期间全国小学生经历的大规模在线学习

为界袁通过配对样本 检验袁将家长在其前后对子女

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进行比较渊见表 3冤发现院家长对子

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在大规模在线学习前后存

在显著差异渊见表 4冤遥

家长态度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前期态度 3793 12 60 38.56 8.117

后期态度 3793 12 60 38.02 8.058

表 3 大规模在线学习前后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

态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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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在线学习后袁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

度评分虽呈整体下降趋势袁但仍有少部分群体渊如年

龄在 60岁以上的家长尧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尧自身

及其子女在大规模在线学习前从未有过信息化学习

经历的家长冤表现出了态度的提升渊如图 1尧图 2 所

示冤遥这部分家长群体的特征可以被归纳为院大规模在

线学习之前对信息化学习了解甚少袁 甚至持有偏见袁

但当信息化学习满足了特殊时期其子女居家学习的

基本需求后袁其态度则发生积极转变遥

图 1 不同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尧信息化学习频率及工作状态的

家长态度评分比较

图 2 是否为独生子女尧子女性别尧就读年级尧学业水平及

子女信息化学习频率不同的家长态度评分比较

结合家长访谈袁本研究发现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

习态度的变化趋势院 在接触信息化学习的初始阶段袁

他们会基于自己及子女基本需要的满足渊安全尧省事尧

低成本冤感知信息化学习的优势袁随即表现出态度评

分的上升曰但随着对信息化学习了解的深入袁他们会

产生对信息化学习更多元的需求遥 当需求未被满足

时袁即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袁继而表现出态度评分

的下降遥 这说明院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是随

着其对信息化学习认识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袁且

态度评分的变化趋势由其自身不断增长的需求渊如较

少占用精力尧减少对其子女身心健康的危害尧能提升

其子女学业成绩等冤能否被满足来决定遥 家长对子女

信息化学习的态度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遥

五尧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大规模在线学习是否影响小学生

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袁得到以下结论院

大规模在线学习后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

度评分整体下降袁 这与王冬冬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似院

家长们虽对信息化学习持有较高期待袁但仍存各种顾

虑[19]遥 研究还发现院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变

化受其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尧自身信息化学习频率及工作

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袁其子女的信息化学习频率尧性别尧

是否为独生子女尧就读年级尧学业水平也影响家长的

态度遥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家长对中小学生移动学习

以及对电子书包教学态度的影响因素具有较高一致

性袁不同之处在于院本次调查发现袁家长对子女信息化

学习有关的消费支出较不敏感袁差异可能由不同抽样

调查中家长样本的收入差别所致曰此外袁以往研究显

示年轻家长更担忧信息化学习产品对子女造成的负

面影响[2袁5]袁而本研究却发现该群体对子女信息化学习

的态度更为积极遥原因可能是家长身处不同时代背景

所致的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遥

基于上述结论和对家长的深度访谈结果袁提出以

下建议院

第一袁不断提高信息化学习产品质量袁力争同步

满足家长需求的阶段性变化遥 本研究发现袁家长对子

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会在初始阶段因基本需求

的满足而上升袁又在熟悉期基于需求多样化和评价标

准的提高而下降遥 因此袁为了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的

教育新局面袁教育行政部门尧教育 IT公司及学校需不

断完善技术环境与数字资源服务体系袁加强对线上学

习空间的清理维护袁降低家长尤其是男生家长对网络

环境的担忧曰持续对信息化学习产品升级迭代袁使其

同步满足甚至领先于家长的阶段性需求曰以常态化实

施尧应用性导向的教师培训为抓手[20]袁以转变观念尧完

善机制尧系统规划尧聚焦课堂为方针[21]袁加速提升学校

家长态度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

误差平均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自由度 渊双尾冤

下限 上限

前期态度要后期态度 0.543 7.373 0.120 0.308 0.778 4.536 3792 0.000

表 4 大规模在线学习前后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评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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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教师日常组织实施信息化教学的能力[22]袁为迎

接教育信息化 2.0时代袁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高度融

合做好充足准备遥

第二袁针对学生个性化特征开展专项指导袁保障其

信息化学习效果遥学校应将信息技术广泛融入日常学科

教学中袁为学生创设多样化的应用信息技术学习的机会

与活动袁如查找资源尧探究学习尧作品创作等袁提升学生

信息化学习相关技能曰此外袁还应对小学三尧四年级的学

生予以重点关注袁调控其信息化学习的内容难度和学习

进度袁使其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过渡期的心理特征曰对待

各年级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袁应辅之以线上尧线下相结

合的专项指导袁提供充分的补救式教学资源袁保障这部

分学生的信息化学习效果袁避免增加家长负担遥

第三袁全面提升家长的信息化素养袁形成家校合

力袁发挥协同价值遥首先袁应重点面向低学历和年长家

长这两个特殊群体进行信息化学习专题宣传和基本

操作技能培训袁 破除其对信息化学习的消极刻板印

象袁积累信息化学习积极体验袁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遥

其次袁直面家长在线辅导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 [23]袁从

终身学习的角度鼓励家长提高自身的信息化学习能

力和信息素养袁在自我提升的同时增强对子女信息化

学习的接纳与认同袁使他们有能力采用恰当的方法与

策略指导子女的信息化学习遥 最后袁还要特别重视高

学历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及影响因素遥因为

该群体具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24]袁能够基于自身的高

标准和新需求提出更有价值的产品反馈意见遥 由此袁

方能将各类型家长皆转化为学校信息化教学的有效

助力袁 合力共建优质的信息化学习外部支持环境[25]袁

以家校协同的方式提升信息化教学质量[26]遥

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了能够影响家长对子女信

息化学习的态度的诸多因素袁也基于深度访谈结果归

纳出了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度变化的阶段性

特点袁但却未能完整呈现家长对子女信息化学习的态

度形成的机制袁后续研究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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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Mass Online Learning Affect Parents' Attitudes to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要Based on the Survey of 3793 Parents

XU Jian, ZHANG Wenlan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As a stakeholder group in promoting basic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arents' attitud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whether school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can be carried out smooth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attitudes of 3793 parent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wards their children's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epidemic, and finds that after experiencing large-scale

online learning, parents' attitude score on their children's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has declined, which is

affected by gender,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ir own frequency of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and their

working statu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Children's frequency of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before the

epidemic, gender, whether the only child, grade and academic level also affect parents' attitude. Par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ir children's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will change with the length of time they have been

exposed to information learning. In the initial stage, the parents' attitude score will rise, and gradually their

score will fall.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products and strive to meet the changes of parents' needs in different

stages simultaneously, carry out special guidance according to students' personalized characteristics to

ensure their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effect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informatization literacy of

parents, form the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give play to the synergistic value.

[Keywords] Mass Online Learning; Parent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zation Learning;

Attitude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