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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情感是影响学生认知加工与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袁如何利用多模态数据开展学习情感计算是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遥 文章在分析情感计算源起与多模态数据融合的基础上袁阐述了多模态情感计算的发展动因袁构建了多模

态学习情感计算的研究框架袁包括以教育场景为导向采集情感数据尧依据情感模型展开建模与识别尧利用可视化方式表

达与反馈情感尧结合情感归因来干预与调节学习过程等遥 基于现有研究案例袁将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的应用归纳为开发

学习情感识别系统尧增强智能学习工具尧支持学习干预与决策尧探索学习情感的作用机制等方面遥 未来多模态学习情感

计算应平衡数据采集侵入性与真实性尧提升数据模型可解释性尧综合衡量学习状态以及拓展教育应用探索与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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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人类情感与认知加工紧密关联袁对记忆尧注意尧思

维等过程起调节作用袁可以显著影响学习结果[1]遥当前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袁赋予教学创新与教育变革

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袁但同时给学生社会情感学习带

来冲击[2]袁情感教育与情感交互的需求日益凸显遥 此

外袁智能教育要实现全面感知和分析学习过程袁情感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遥而情感计算通过计算机系统

识别尧推理与表达人类情感 [3]袁是感知与理解学习情

感尧增强情感交互尧促进人机协同的重要途径袁也是当

前教育研究较为活跃的前沿领域遥

教育智能时代袁多模态数据与机器学习融合有助

于理解和分析复杂的学习现象袁比单一数据源更能深

入刻画学习者的相关学习行为[4]遥从这个意义上讲袁多

模态数据已成为学习分析的必要条件与发展趋势[5]遥

学习情感作为学习分析的重要维度袁如何利用多模态

数据开展情感计算袁以实现教学过程中对学习情感的

准确评估与跟踪反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基于

此袁文章聚焦于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袁从动因尧研究框

架尧应用案例与发展建议四个模块袁探讨多模态数据

赋能情感计算的方法与趋势袁为学习情感的相关研究

与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遥

二尧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及其动因

渊一冤情感计算的源起

在教育领域中袁情感分析研究肇始于 20世纪 30

年代袁研究对象集中于学习过程中的焦虑情绪[6]遥这期

间形成了分析焦虑情绪的相关方法与理论袁比如考试

成就焦虑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尧成就动机理论等遥 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袁情绪动机的学习研究引起了教育

领域的关注袁随后学界逐步拓展与学习过程相关的情

感研究遥 1997年皮卡德教授的标志性著作 叶情感计

算曳正式出版[3]袁直接推动了情感计算的发展及其在各

领域的应用遥 相关研究聚焦于用技术实现情感的检

测尧识别与反馈袁试图在计算机与人类情感间建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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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袁以促进人与工具间的情感交互遥然而袁受限于当时

的技术条件等各方面因素袁情感计算教育应用并未引

起广泛关注遥

迈入 21世纪袁 在智能技术与教育神经科学推动

下袁学习情感计算的相关研究与应用呈现快速发展态

势遥 国际学术界加强学习情感与认知过程的关系探

索袁并继承与创新已有学习理论袁形成了多媒体学习

的认知情感理论渊CATLM冤与成就情绪的控制要价值

理论渊CVT冤遥 认知情感理论认为袁多媒体学习材料的

情绪设计能影响学习者的认知加工尧 态度和动机袁同

时学习者自身特征也是影响多媒体学习情感的重要

因素[7]遥 而控制要价值理论阐述了学习过程中所经历

情绪的前因与结果袁能作为技术赋能环境下学习情感

研究的元理论[6]遥可以说袁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动了情感

计算在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应用袁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

了理论指导遥

进入 2010年后袁 情感计算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

域[1]袁期间各类学习系统利用情感计算技术发展起来袁

代表性的有情感导学系统渊ATS冤遥 该类系统通过采集

学习者面部尧语音等数据袁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与

处理情感信息袁以识别与反馈情感状态袁进而为学习

者提供个性化导学策略遥 此外袁学习情感计算也从单

模态走向多模态数据融合袁其中袁深度学习尧便携式传

感技术以及多模态学习分析起到了主要助推作用遥

渊二冤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概述

模态是属于身体或情境中一种可衡量的属性袁其

数据获取与传递是以信号通道的方式实现袁如麦克风

可以对声音渊信号通道冤进行采样以检测语音渊模态冤袁

而多模态是将多信号通道的数据进行融合[8-9]遥在教育

领域中袁将多模态数据应用于教育研究更符合人类交

流的本质袁 满足了跨物理与网络环境下的建模需求袁

且新兴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数据采集与处理提供了基

础[8]遥结合机器学习算法与丰富的学习数据袁多模态分

析有助于在各类环境下对学习行为映射的多层次信

息进行推理与诊断袁其中最突出的用途之一是预测学

习情感[10]遥 一项元分析显示袁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情感

识别效果优于单模态数据袁 其平均准确度提升了

9.83%[11]袁 因而利用多模态数据表征学习情感已成为

情感计算领域的发展趋势遥

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是通过采集多模态数据袁利

用数据融合与建模方法整合多通道情感信息袁发现学

习过程中真实的情感变化过程袁帮助研究者与实践者

理解复杂的学习行为袁是突破教育发展瓶颈与优化学

习理论的重要途径遥当前袁多模态情感测量涉及心理尧

行为和生理层面袁涵盖文本尧语音尧面部表情尧身体姿

态尧生理信息等数据维度遥其中袁心理测量是运用自我

报告的方式获取学习者主观的情感体验曰行为测量是

利用摄像机尧麦克风尧鼠标尧键盘等工具采集相关数据

来分析学习情感状态曰而生理测量则是采用传感器捕

捉学习者生理反应遥 通过采用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袁

将多通道信息融合实现对学习情感的识别袁在此基础

上进行情感反馈与学习干预遥

渊三冤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的发展动因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袁教育研究常用自我报告或行

为观察的方式来测量学习情感袁但分析结果存在主观

不确定性且准确率不高遥随着传感技术与人工智能的

融合应用袁通过采集多模态数据来客观挖掘学习情感

已成为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遥 当前袁传感设备日趋微

型化尧智能化尧集成化[12]袁极大地提升了数据收集的便

捷性遥 将传感设备应用于教育研究中袁可以实时采集

学习过程中的生理数据袁包括脑电尧皮肤电尧肌电尧心

率尧血氧等袁这为多模态情感计算提供了更多的数据

通道遥同时袁面对大规模的多源异构数据袁深度学习算

法为数据处理与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遥 通过特征选

择尧数据建模与融合策略袁进一步提升多模态情感数

据的识别性能遥 换言之袁深度学习与传感技术的发展

是促进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发展的外部动因遥

20世纪袁受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影响袁学者常忽

视了学习情感在认知加工中的调节作用[13]袁导致教育

研究陷入野重认知轻情感冶的现实局面遥 近年来袁学界

逐步认识到学习情感的重要价值袁并呼吁关注学习情

感与优化学习理论[14]遥 在技术赋能学习环境下袁学习

情感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尧认知加工尧学习结果

等方面遥 例如在多媒体环境中袁学习材料的情绪设计

可以提高学习投入袁 有助于学习者的深层次加工[15]遥

在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袁 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渊FMRI冤发现情绪反应是通过激活杏仁核来增强记忆

能力[16]袁进一步证实了学习情感与认知加工存在紧密

联系遥在学习结果方面袁情感是影响学习的关键因素袁

尤其在学习决策尧反思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7]遥 因此袁

为进一步探寻学习情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袁真

实学习环境下可靠的情感识别方法至关重要袁而多模

态情感计算为教育研究中的情感识别提供了有力工

具与方法遥 可以说袁学习情感的潜在作用是推动多模

态情感计算发展的内在动因遥

三尧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的研究框架

多模态数据分析遵循数据发现尧数据融合尧数据

27



电化教育研究

利用三个关键步骤袁涉及数据采集与标注尧数据准备尧

数据组织尧数据整合尧数据分析尧可视化尧决策七个主

要过程[18]遥 作为多模态数据分析的应用领域袁多模态

学习情感计算同样遵循此过程遥本研究在继承情感计

算研究框架[19]的基础上袁结合多模态数据分析过程袁

并参考多模态学习分析的概念模型[8]袁构建了多模态

学习情感计算的研究框架渊如图 1所示冤遥该框架以教

育场景为中心袁 利用相关工具采集多模态情感数据袁

根据情感模型识别情感状态袁并以可视化方式反馈情

感信息袁进而提供学习干预与服务遥

图 1 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的研究框架

渊一冤以教育场景为导向袁采集多模态情感数据

在智能技术驱动下袁情感计算已由在线场景逐步

转向课堂情境袁呈现多元化应用的趋势[20]遥 不同教育

场景中袁情感数据采集的方式有所差别遥 根据语言与

非语言表达方式袁 结合教育研究中常用的传感设备袁

多模态情感数据涉及文本尧语音尧图像与生理层面遥文

本信息可以从论坛尧社交平台尧测验等途径获取袁并利

用情感分析方法[21]挖掘潜在的观点与情感倾向曰语音

数据能展现教学情境下学生自然流畅的内容表达袁通

过分析声学尧语言尧上下文信息等特征来获取语音情

感信息曰图像识别技术应用于面部表情尧身体姿态尧手

势等维度分析袁是多模态分析中常用的方法袁其数据

来源是利用摄像头采集学习过程数据曰生理数据主要

来源于心脏尧大脑和皮肤袁借助传感设备采集心率尧脑

电尧皮肤电等信息袁获取身体受到生理刺激时的情绪

反应遥

在多模态情感数据采集过程中袁相关数据可以源

自学习行为袁也可以从学习环境中提取遥 比如学习过

程中学生面部朝向尧身体位置尧注视方向等遥数据采集

过程需要确定合适的传感设备与工具袁以捕获特定学

习场景中选定的模态信息袁并设计用于序列化多个传

感器数据流的软件体系结构遥

渊二冤依据情感模型袁建模与识别情感状态

情感生成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袁反映在多

个维度的变化渊神经生物学变化尧生理反应尧肢体表

达尧行为趋向等冤中袁并且受个体差异渊如情感特质冤的

调节遥 在情感信息采集的基础上袁通过数据标注与分

类袁实现多模态学习情感识别袁其过程如图 2所示遥从

数据表征的角度看袁学习情感标签可以是数值区间或

离散范畴袁这取决于所采纳的情感模型遥 常用的情感

模型有基本情感尧维度情感与学业情感遥一般而言袁数

据标注有专家观察尧学习者自我报告两种方法袁每种

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优点与不足袁并且都受到主观偏见

的影响遥专家观察可以不影响学习进程袁但成本高尧难

组织曰 而自我报告会产生不平衡的情感类别分布袁意

味着需要压缩采样渊Down-sampling冤袁可能会造成数

据丢失[22]袁但该方法即时报告的数据比回顾评估数据

的可信度要高[23]遥

从人工标注的学习标签中建立数据模型袁需要考

虑情感特征尧数据融合尧情感预测与结果验证遥由于多

模态数据中并非所有特征对机器学习都有意义袁特征

选择与提取是降低数据噪音尧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途

径袁其方法有主成分分析尧随机深林尧贝叶斯方法等曰

在数据融合阶段袁 需要对不同模态信息进行整合袁其

策略包括特征融合尧决策融合尧模型融合等曰在此基础

上袁运用分类算法预测学习情感结果曰最后验证阶段袁

将预测结果与人工标注结果进行比较袁以调整与优化

训练参数袁进而确定所建立的数据模型袁便于后续新

的原始数据的分析与处理遥

图 2 多模态情感信息融合方法

渊三冤可视化表达与反馈学习情感

由于学习是极为复杂的过程袁涉及情感尧认知等

层面袁以可视化方式表达学习情感有助于研究者理解

情感与认知的演化机制遥 对于学习者而言袁可视化反

馈能促进与学习系统的情感交互袁提升系统交互友好

性与学习体验袁弥合野情感缺失冶的局限曰同时袁情感表

达能对学习心理进行调整与优化袁实现对学习过程的

自我监督尧调控与反省曰可视化情感还能培养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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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技能袁尤其在自闭症儿童的情感教育中具有无法

比拟的价值潜能遥

当前袁学习情感可从虚拟与实体两个层面实现可

视化表达与反馈遥虚拟层面主要以仪表盘与拟人表情

的方式呈现遥仪表盘是采用图示和文本将情感动态变

化过程呈现出来袁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习过程曰拟人

表情通过模拟学习过程中的面部表情袁以拟人方式实

时表达情感状态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遥 在

实体层面袁教育机器人将多模态情感信息以语音和机

器人表情的方式进行反馈袁以促进儿童与机器人的情

感交互[24]遥 总的来说袁情感的可视化表达与反馈袁架起

了机器学习尧情感计算与学习科学的桥梁袁帮助人类

理解复杂的学习过程遥

渊四冤结合情感归因袁动态干预与调节学习过程

理解特定情感状态的触发原因袁对于提供精准的

干预措施至关重要袁而在情感状态与潜在原因不匹配

的情况下提供学习干预是无效的袁甚至可能起负面作

用[25]遥 换句话说袁理解与明确引发学习情感的潜在原

因袁对提供学习干预措施极为关键遥一般而言袁如果学

习者能管理好自身的消极情感状态袁其学习效果会显

著提升[26]遥 因而袁干预与调节学习者的消极情感袁以帮

助提升学习效率与学习表现袁是当前研究关注的重要

问题遥

图 3 面向消极情感的学习干预机制

依据控制要价值理论袁学习过程中涉及的消极情

感有焦虑尧沮丧尧困惑尧无聊等袁其情感归因包括学习

任务尧学习结果尧个体特征与学习环境四个层面[14]遥 同

时袁该理论也提供了情感调节的常见要素袁例如任务

难度尧先前知识尧认知支持渊内容提示尧同伴帮助尧教师

辅导冤尧学习材料情绪设计尧任务质量尧归因反馈等[6]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设计了面向消极情感的学习干预机制

渊如图 3所示冤遥该机制以调节学习者消极情感为主要

目标袁 通过情感归因的方法理解消极情感的触发因

素袁在此基础上运用干预引擎匹配和选择合适的干预

策略袁实现动态调节学习情感与学习行为遥

四尧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的典型应用

渊一冤开发学习情感识别系统

学习情感识别是多模态情感计算教育应用的基

础袁 依据不同测量通道与应用场景开发情感识别系

统袁能够实现学习情感的客观准确识别遥 在数字化学

习环境中袁Ray等人设计并开发了多模态学习情感识

别系统[27]遥 该系统利用传感器和摄像头采集生理信号

渊心率尧皮肤电尧血压冤与面部表情袁运用人工神经网络

模型与决策级融合策略对六种学习情感进行识别遥数

据分析显示袁该系统的情感识别准确度达 71.38%遥 随

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袁课堂环境下的多模态情

感识别成为研究新趋向遥 Ashwin等人通过摄像头采

集学生的面部表情尧手势与身体姿态数据袁利用卷积

神经网络算法与特征融合策略袁实现对投入尧无聊和

中立三种情感状态的自动识别[28]遥 结果发现袁真实课

堂环境下学习情感识别的准确度达 70%遥上述研究表

明袁基于多模态数据的学习情感识别系统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袁但其情感识别的准确度有待提升遥

渊二冤增强智能学习工具

将多模态情感计算以模块化的方式嵌入学习系

统中袁可以增强系统的情感感知能力袁进一步提升学

习体验与优化学习交互遥在自适应学习系统中袁Lin等

人整合面部表情尧 语义信息与皮肤电信号来提升系

统的情感识别能力袁并以学习仪表盘的方式呈现情感

分析结果袁帮助教师及时掌握学习状态与调整教学策

略[29]遥 薛耀锋等人采集在线学习过程中面部表情尧文

本和语音信息袁 来赋能在线学习平台的情感识别能

力[30]遥 而在教育机器人中袁通过采集儿童与机器人交

互过程中的语言信息渊文本尧语音冤与非语言信息渊面

部表情尧身体位置尧头部姿态冤袁以实现对儿童学习情

感状态的自动分析袁可提升儿童与机器人之间的学习

交互体验[24]遥 可以说袁多模态情感计算在赋能自适应

学习系统尧在线学习平台尧教育机器人等方面具有可

观的应用潜能遥

渊三冤支持学习干预与决策

基于学习成绩或学习行为展开教学干预存在一

定局限袁 诸多研究尝试从情感角度进行学习干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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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win等人通过采集学生的面部表情尧 手势和身体

姿态来分析与预测学生的情感状态袁在此基础上实现

学习干预[31]遥 将该方法应用于在线学习尧翻转教学尧课

堂教学以及网络研讨中袁发现所提出的干预策略提高

了学生学习成绩袁并且无聊情感分别下降 65%尧43%尧

43%与 53%遥 Standen等人利用多模态情感计算实现

对投入尧挫折与无聊情感状态的自动分析袁在此基础

上向学习者推荐学习内容袁来保持学习者最优的情感

状态以最大限度提升学习效率[32]遥 结果表明袁结合学

习情感的内容推荐会提升学生学习投入袁有助于学习

者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袁但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还有待

证明遥 类似的袁也有研究尝试探讨基于学习情感来制

定与选择教学策略[33]遥 总的来说袁研究人员逐步意识

到学习干预与教学决策中结合学习情感的必要性遥

渊四冤探索学习情感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袁学习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转变是充分融合

认知与学习情感袁并积极探索情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

用机制遥 Bahreini等人在教育游戏中通过识别面部与

语音信号向玩家反馈情感信息袁以训练和提升学习者

的社交沟通能力[34]遥 研究发现袁游戏过程中情感的自

动反馈可以提升学习者的社交沟通能力遥另外袁Wang

等人利用所开发的多模态情感导学系统袁分析情感因

素对学习者的交互满意度与学习表现的影响[35]遥 结果

表明袁该系统通过提供情感感知与反馈提升了学生学

习效果与满意度遥 该研究还指出袁情感计算教育应用

能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与保持积极学习态度袁并有望得

到广泛应用遥 上述研究表明袁情感感知与反馈对促进

学生学习具有积极作用遥 而最近一项研究证实袁学习

情感与学习表现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袁 且相关系数为

0.74[31]遥然而袁学习情感与认知过程的演化机制还缺乏

探讨袁后续相关研究可围绕该主题进行探索遥

五尧多模态学习情感计算的发展建议

渊一冤降低数据采集的侵入性袁平衡数据真实性与

准确性

情感数据采集需要借助相关工具或设备袁如视频

监控尧生理感知设备等遥有调查显示袁大部分学生认为

课堂环境下应用监控设备是对隐私的侵犯[36]曰而生理

信息采集需要特定传感设备的支持袁 其侵入性较大袁

难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20]遥 可以说袁相关设备的介入

会引发学生的不适应袁 降低学习者的思维活跃度袁数

据真实性与准确性难以平衡袁进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

靠性[37]遥 在教育研究中袁多模态情感数据采集应结合

轻量型传感设备袁进行伴随式采集多通道信息袁将设

备引发的干扰降到最低袁力求情感数据的真实性遥 同

时借助自我报告或专家观察的方式袁收集学习过程中

的质性数据袁进一步增强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遥 对于教

育装备服务商而言袁 应加大轻量型传感设备的研发袁

以优化情感数据采集的设备与产品遥

渊二冤提升数据模型可解释性袁促进学习情感归因

由于多模态数据固有的特殊性袁研究人员在处理

与分析情感数据时常用到机器学习算法遥而算法本身

存在野黑箱冶袁即输入多模态情感数据袁输出是学习情

感类别袁 研究者无法检视算法模型是如何完成工作

的袁这也意味着模型的可解释度不高遥因而袁无法确定

何种因素是激活消极情感的主导因素袁给情感归因造

成一定困难遥 针对上述问题袁相关研究也不断探索提

升数据模型可解释性的方法遥 其中袁教育领域常用的

解决方案是野灰盒冶方法[10]遥 该方法认为袁首先应根据

相关理论与文献分析来确定所要提取的特征袁然后利

用机器学习进行必要的计算分析袁期间严格遵循机器

学习的应用边界袁从而避免无法解释情感分析结果的

局面遥 换句话说袁野灰盒冶方法旨在帮助研究人员找到

最优手段渊算法冤袁而非最优目标渊输出冤遥 目前野灰盒冶

方法已在多模态学习分析中展现出可观的应用潜力袁

未来研究可将此方法应用于多模态情感计算中袁以降

低学习情感归因的难度遥

渊三冤综合衡量学习状态袁增强学习干预精准性

情感支持的学习干预对学习结果有重要影响遥然

而袁仅从学习情感的角度进行干预袁没有建立学习情

感与个体特征尧学习行为等层面关联袁导致无法全面

感知学习者的学习状态袁势必会影响学习干预的精准

性遥 换句话说袁学习情感是学习干预的必要不充分因

素袁还需综合衡量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因素遥 未来研究

一方面要将学习情感与可观测尧可干预的个体特征结

合袁如认知能力尧认知结构尧学习态度等[38]曰另一方面

需同步情感数据与学习行为数据袁构建完整的野数据

链条冶遥以此突破情感或学习行为的单一视角袁从多方

面综合考虑学习干预措施袁以提升干预的精准性遥

渊四冤拓展教育应用探索袁推动情感计算实践创新

情感计算教育应用是为解决在线学习中野情感缺

失冶而发展起来袁其应用集中于在线教育场景中遥 在多

模态分析的推动下袁 学习情感计算的实践探索逐步从

在线环境转向课堂环境遥但受野路灯效应冶影响袁多模态

情感计算的应用情境仍然较为局限袁 其广泛应用还存

在一定距离遥 为满足情感计算在多元场景中的应用需

求袁未来研究应尝试物理情境尧混合环境下情感数据的

采集与分析袁通过线上行为数据与线下情感信息结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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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emo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tudents'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outcomes, and how to use multimodal data to carry out learning affective computing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affective computing and the fusion of

multimodal data,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odal affective computing

and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Learning Affective Computing (MLAC), including

collecting affective data based on educational scenarios, modeling and identifying based on affective

models, expressing and giving feedback on emotions using visualization, and combining affective attribution

to intervene and regulate the learning process.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cases, the applications of MLAC

are summarized as developing learning emotion recognition systems, enhancing intelligent learning tools,

supporting learning interven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and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learning emotion.

In the future, MLAC should balance the intrusiveness and authenticity of data collection, enhance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data models,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learning states, and expand 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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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lling "China's stor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ing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young people and cre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who inherit the excell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ave a global vision.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existing pattern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information backgrou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rom thre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al challenges and educational value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a more open field, a more microscopic narrative,

increas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media integration. The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challenges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elling "

China's stories" based on the challen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important for young people to

promote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enhance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forge their ideal backbone. To

tell "China's storie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wer of online media, increas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tories,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unite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y to promote the telling of "China's stories".

[Keywords] Informatization; China's Story;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Practical Path

渊上接第 32页冤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