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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教育，我们是敬畏的，因为她将塑造人类的灵魂；
对待技术，我们是谨慎的，因为技术采用必须有成效；
对待智慧，我们是纠结的，因为不确定性越来越多；
对待学术，我们是认真的，因为学术研究必须讲证据。

— 黄荣怀院长，2017 年 3 月 20 日于第二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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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简称“研究院”）是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教育教学实验平台，由北

京师范大学设立，并与网龙华渔联合共建。研究院专注于研究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规律，打造支持终身学习的智

慧学习环境和平台，以切实支持数字一代学习者多样性、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学习。

电话： 010-58807219
邮箱： smartlearning@bnu.edu.cn
网址： http://sli.bnu.edu.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京师科技大厦 A 座 12 层，100082

HTTP://SLI.BNU.EDU.CN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

宣传彩页 中文版

Springer 出版系列丛书
• Lecture Not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丛书主编 : Huang, R., Kinshuk, Jemni, M., Chen, N.-S., 
                    & Spector, J.M.

• Smart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ce

   丛书主编 : Huang, R., Kinshuk, & Dede, C. 

• New Frontier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丛书主编 : Zhongying Shi, Ronghuai Huang, Zuoyu Zhou. 

Springer 出版学术期刊
•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IASLE 官方期刊）   
   期刊主编 : Huang, R., Kinshuk, & Soloway, E. 

• Journal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GCSCE 官方期刊）
   期刊主编 : Huang, R., Hwang, G.-J., Kong, S.-C., & Chen, W.

研究新型学习环境设计、优化和评测的方法，

研发学习环境工程的关键技术，提供大规模推

广的智慧学习解决方案；

建构智慧学习理论，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双向

融合的方法与途径，提供智慧学习研究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平台；

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企业学

习与公共场所学习的特征和规律，为学习型社

会和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支持；

广泛拓展智慧学习试验区和试验校，探索信息

化教学的特征和未来学校的发展形态，助力推

动教育变革与创新。

联席院长 刘德建
网龙网络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师

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特邀教授。

联席院长 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农村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主任。

研究院DM单中文版20190306.indd   2 2019/3/6   下午7:21

设计与学习实验室

研究青少年设计、计算和创新思维的特征及养成

规律；开发设计方法论、计算思维和数字化学习

课程及丛书；搭建与国际知名设计和创新的院校、

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平台。

研究智慧城市与学习型社会中典型

学习场域的特征及规律；建设智慧

学习环境研究数据库；研制并发布

学习环境、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和

产品等系列研究报告。

研究开放教育资源的

特征及对教育的促进

作用；建设面向“一

带一路”国家的开放

教育资源联盟；研究

并发布教育信息化趋

势报告。

探索并实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

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推广智慧学习环境的应

用方案；推动并服务于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

成果的产业转化。

研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场景及趋势；开发和推广机器人

教育和 STEAM 课程；设计和研发教育

机器人。

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发布会
(2015.09.20)

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
指数报告

第三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2018.03)

贵州福泉智慧教育试验区启动大会 101 教育 PPT 解决方案

2016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 教育机器人的风口 教育机器人原型

地平线中国系列
报告 

“一带一路”国家
教育发展报告

智慧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国际论坛 
(2017.05.25)

2016 中国互联网教育产品
发展指数报告

与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 
Larry Leifer 教授交流 

(2017.04.11)

教育设计 48H 晋级赛
(2019.01)

智慧城市与学习环境实验室

开放教育资源实验室

信息化教学研究中心

教育机器人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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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07-15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技术工作委员会成立

“设计教育”研讨会

庆阳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协同创新计划——智慧校园
项目系列活动

2019“亚洲乡村教育、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学
术沙龙

网龙华渔教育助力 VR 国赛

第六、七期“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

研究院庆祝网龙公司成立二十周年

合作交流 16-17

项目动态 18-19

好书好文 20-21

人物专访 22-23

本期人物：Adam Tai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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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科技司“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
项目启动会
在雄安新区举行

导读

6 月 28 日，教育部科技司在雄安新区举行“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启动会，加强对示范区创建工作的

引领与指导，保证科学正确推进。启动会由研究院协助教育部科技司组织举办。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傅首清，创建项目专家组，“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区域和培育区域的

代表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科技司副司长李楠主持会议。

教育部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专家组，开展有针对性的定期指导，给予咨询意见，建立对接机制。

研究院院长黄荣怀受聘‘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专家，秘书处设在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区域汇报了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专家组对各创建区域和培育区域进行了咨询指导。黄院长

作为专家组成员，提出建议：“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工作应明确目标、注重实效、突出特色、着眼未来。各区域应

对创建工作进行可行性分析和风险评估，积极利用本地师范院校、教育学院等科研机构的力量，带动自身发展。

参会领导、嘉宾合影

雷朝滋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教育是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教育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在雄安新区举行“智慧教育示范区”

创建项目启动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智慧教

育示范区”创建工作重在过程，要实实在在地解

决教育中的难点问题，争取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上有所突破，补齐短板；在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上

有所收获，比如控制近视发生率；在完善评价体

系上有所提升，以家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真正

为中国未来教育做出贡献。

“

”
傅首清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目前雄安新区已经转入大规模实质性的建设阶

段，‘智慧教育示范区’落地雄安，是教育部支

持雄安新区建设的有力举措，将有效促进雄安新

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有利于创造教育领

域的雄安质量，为雄安新区教育发展提供强大的

内生动力。作为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

新型城市，雄安新区具有足够的创新动力和发展

潜力，将有力支撑“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工作，

承担起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重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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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的战略研究”
项目结题会

6 月 27 日，教育部科技司在雄安新区召开“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的战略研究”项目结题会议，组织专家研

讨雄安新区智慧教育发展战略。该项目为研究院受教育部委托研究课题。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国

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部主任单志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等评审专家组专家，京津冀教育界代表及企业

代表等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科技司副司长李楠主持会议。

参会领导、嘉宾合影

陈刚
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肩负着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全国样板的历史使命。《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也要求

构建具有雄安特色、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教

育部启动了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的战略研究工作，并且

支持雄安新区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是对雄安新区教

育事业的巨大支持。雄安新区教育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发

展智慧教育有利于实现“弯道超车”，以智能技术带动教

育的超速发展。陈刚表示，雄安新区将以发展全民教育、

终身教育和未来教育为目标推进各项工作，也希望教育部

和专家们继续给予雄安新区支持和帮助。

“

”
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雄安新区高点定位，发展迅速，是我国未来新型城市的典范。

教育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智慧教育是智慧城

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雄安新区智慧教育的建设原则、

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等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决策

参考价值。

“
”

郝芳华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北师大在推进“双一流”建设中积极培育以人工智能、大

数据、智慧教育等面向科技创新和未来科学发展的学科群

和高端科研平台，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深度参与雄安

新区的教育规划与发展，以实际行动服务雄安新区的建设。

北师大将继续发挥科教融合方面的学科优势，助力雄安新

区“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创建工作，以“功成必定有我”

的担当将雄安新区教育发展蓝图谱绘到底，更好地服务雄

安新区建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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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会议现场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单志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杨宗凯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郭绍青 北京大学教授 汪琼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技术工作委员会
成立

6 月 11 日，“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与共享应用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就推动虚拟现实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展开研讨，并宣布成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技术工作委员会”。北京师范大

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黄荣怀教授为第一届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

秘书处设在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一级巡视员宋毅

和课程教材与实验室处调研员张庆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秘书长黄开胜和执行秘书长王宏宇，联盟技术工作

委员会主任黄荣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郝爱民，联盟各类学科领域负责人、技术工作委员会专家、180 所高校的

实验教学负责人等近 400 人参会。

与会部分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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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一级巡视员  宋毅 清华大学实验室与设备处处长、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秘书长  黄开胜

中国工程院院士、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沁平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  黄荣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郝爱民 

高等教育出版社定制服务与培训部主任、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负责人  王宏宇

“设计教育”研讨会

为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和大国博弈，畅想 2035 年的社会形态、产业形态和教育教学方式，探讨设计教育如何

从“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等领域走向基础教育及日常工作和生活，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和北

京设计学会于 5 月 14 日上午联合举办了“设计教育”研讨会。

在北京师范大学沙河校区顺利召开

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沙河校区的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办公楼召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部长张京彬，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黄荣怀，北京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北京设计学会创始人宋慰祖，

北京设计学会党建工作小组成员、理事、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侯文军，清华美术学院、中央

美术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化工大学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百度、联想、

好未来、青橙创客教育、北京洛可可云创科技、ROOBO、HTC、盛开互动、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等企业界的嘉宾，

围绕什么是设计、教什么、怎么学、怎么教、怎么评、什么是“智慧”教育以及如何设计“未来”教育等丰富的议题，

展开了对话。

与会领导、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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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张京彬 北京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北京设计学会创始人  宋慰祖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  黄荣怀 北方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  刘永翔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侯文军 清华美院副教授  蒋红斌

庆阳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协同创新计划
——智慧校园项目系列活动

为支持甘肃庆阳革命老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及应用水平的提升，研究院承担了“北京

师范大学支持庆阳革命老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协同创新计划”中智慧校园建设项目，项目为期 3 年，项目开

展已进入第六学期。

4 月 -6 月，项目组组织庆阳市教育局、下辖区县教育局教育信息化分管局长、各区县电教馆馆长、项目学校校长等

前往重庆开展“人工智能时代智慧校园建设及应用创新”培训活动；开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教研论文

指导及评选活动；组织庆阳市教育局及项目学校教师在北京开展“新时代课堂教学创新与变革”高级研修活动。

庆阳市副局长韩克旺一行参加项目活动

研修活动部分教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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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员在重庆树人景瑞小学交流学习 培训学员参加“AI 教育 智未来”专家研讨会

培训学员在线聆听专家指导并修改论文 教研论文获一等奖教师合影

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校长刘飞做“国家课程校本化建设”
主题讲座

呼家楼小学青青分校校长张振国做
“改革学校课程，培育时代新人”主题讲座

2019“亚洲乡村教育、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
发展”学术沙龙

“文明交流互鉴、亚洲命运与共”，亚洲文明对话系列活动——“2019 亚洲乡村教育、文化多样性与可持

续发展”学术沙龙于 5 月 16 日上午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办。本次活动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承

办。黄院长与多名中外教育界知名专家围绕亚洲乡村教育、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师范

大学在校大学生、留学生，社会各界乡村教育研究学者和从业人士等共计 100 余名代表现场参与了此次活动。

全体与会嘉宾和部分参会代表合影

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陈光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 
黄荣怀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温铁军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副秘书长
Prasert Tepan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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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第七期“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

4 月中旬和 6 月中旬，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4（SDG4）和国家《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研究院举办了第六期和第七期“智慧教育”网络研讨会。研讨会汇

聚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希腊、塞尔维亚、南非、罗马尼亚、英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地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

围绕高校开放教育资源、慕课、教育类游戏等教育信息化的前沿话题，从理论政策、学术项目、实践案例等角度展开

了热烈讨论，与听众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互动，吸引了来自近 20 个国家的 600 人次参会者，覆盖美国、英国、俄罗斯、

希腊、塞尔维亚、德国、南非、蒙古等国家。

专家研讨现场

网络研讨交流

网龙华渔教育助力 VR 国赛

6 月 10-12 日，由教育部等 36 个国家部委主办，福建省教育厅、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州市教育局承办，网

龙华渔教育提供技术支持的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 中职组 ) “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赛项（以

下简称“VR 国赛”）在福州市召开，本次赛事云集了来自全国 3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82 个代表队、共计 246

名选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网龙华渔教育首次支持中职组 VR 国赛，在过去的三年间，华渔都作为大赛高职组的重要支持方，

为参赛选手提供 VR 设备及技术培训，助力赛事顺利进行，使选手运用新兴科技手段，激发创新动能，为职教领域输

送优秀 VR 创意成果。                                                        

研究院庆祝网龙公司成立二十周年
5 月 18 日，研究院庆祝网龙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特举办系列活动。研究院院长助理张定文、信息化教学研

究中心主任王永忠赴福州参加网龙公司庆祝晚会。

网龙网络公司董事长刘德建在
公司成立 20 周年庆祝晚会上讲话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赛项开幕式

研究院庆祝网龙网络公司成立 20 周年创作藏头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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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院长出席“第三届全球 AI+ 智适应教育峰会”并发表演讲

（2019 年 5 月 24 日）

黄院长出席“运算思维教育国际会议 2019 暨编程嘉年华”分享学

术研究成果

（ 2019 年 6 月 13 日）

黄院长参加 UNESCO 会议并开展

开放教育资源建议草案修订工作

（ 2019 年 5 月 27 日） 

黄院长出席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2019 年年会并发表学术报告

（ 2019 年 4 月 9 日）

黄院长出席 5G 智慧教育合作联盟发布会

（  2019 年 4 月 29 日） 

黄院长出席华为全球教育信息大会

（ 2019 年 4 月 10 日）

2019 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研讨会

（ 2019 年 6 月 21 日）

黄院长出席 ISO/IEC JTC1/SC36 第 32 届全会

及工作组会议开放论坛

（ 2019 年 6 月 26 日）

亚洲理工学院前校长 Worsak Kanok-Nukulchai 教授和

泰国 TEAM 集团副总裁 Saratchai Ongprasert

一行参访研究院

（ 2019 年 4 月 25 日）

国家电网公司领导参访研究院

（ 2019 年 4 月 2 日）

教育部领导参访研究院

（ 2019 年 4 月 19 日）

广西师范大学领导参访

（ 2019 年 5 月 10 日）

印度金奈萨姆科学技术学院参访

（ 2019 年 5 月 10 日）

湖南师范大学领导参访

（ 2019 年 5 月 13 日）

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参访

（ 2019 年 5 月 13 日）

UNESCO 专家参访

（ 2019 年 5 月 22 日）

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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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研究院项目动态

5 月 14 日，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一行来研究院参访并洽谈

区域智慧教育建设项目合作，双方交流了区域建设与发展

的方向、重点工程、发展路径及未来发展合作事宜。研究院将从“基

础教育改革发展”“教师培养培训”“教育现代化 2035”、“区

域智慧教育建设”等方向为武侯教育发展提供咨询服务。

王永忠 供稿

成都武侯区智慧教育规划项目

项目交流会嘉宾合影

项目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高端人才，发展优势学科，旨在吸引更多国外优秀人才来华学习培训、

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既有助于国外人才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又有利于中国老师和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一

带一路”国家的了解，从而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研究合作。本项目由北京市政府支持，目前，项目组已向

60 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发送了招生简章，确定了 27 名学员参加夏季研修活动。

张定文 供稿

“一带一路”夏季研修班项目

白皮书计划为学术界、教育界、产业界提供全面了解近

三年教育机器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产业现状及趋势、教

育应用情况的报告。

目前，完成了《2019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中英文摘要版，

拟定于今年 8 月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正式发布。同时，筹划撰写

系列论文，以期引起学界对教育机器人讨论的热潮。

任众 供稿

2019 全球教育机器人发展白皮书 

5-6 月，项目组开展 2019 年设计与学习课程计划和筹备工作：国内顶尖设计学院、设计思维课程进行调研

及竞品分析，形成调研参考材料；制作设计学习课程 DEMO；制作设计与学习新学期课程规划宣传 PPT、文

档等材料。组织与各大合作高校师生、会议，广泛听取杭州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大等

10 余所合作高校师生建议和意见；对新学期在线教师平台进行调研并对课程评价标准做重新确认。

年智英 供稿

“设计与学习”课程

本项目是基于北京师范大学、网龙网络公司与塞尔维亚诺维

萨德大学于 2018 年 5 月签署的三方合作协议，以塞尔维亚

为合作起点，延伸至中东欧 16 国的教育信息化合作伙伴项目。

目前，项目组进行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教育信息化报告》的整体内

容规划及排版设计，计划将于 7 月中旬发布。

张定文 供稿

中东欧未来教育虚拟实验室项目

项目组对技术和功能两个层面进行细化研究，不断完

善智能语言学习实验室的解决方案。期间项目组成员

详细调研不同企业的云端系统架构，包括软件架构和硬件架构，

了解科大讯飞、驰声、先声教育等公司的语音引擎架构、SDK

架构等技术系统，把握音视频的关键技术和客户端程序架构，

通过深入调研，明确了智能语言学习实验室的技术系统集成方

案和进一步的研发计划。同时，项目组成员从人工智能帮助教

师的应用层面梳理实验室五大中心的详细功能，包括基本功能、环境（装备、硬件、软件等）内容、环境要求等，最

后形成具体功能设计方案。通过项目工作会议的探讨，不断改进技术方案与功能设计方案，为智能语言学习实验室进

一步的实施与落地打好基础。

焦艳丽 供稿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语言学习项目

目前，研究院的三个专利申请（ “一种面向古诗词测评的自动命题方法”、 “一种古诗词试题难度评估方

法和系统”、 “一种用于增强现实的三维配置方法和系统” ）均已收到受理通知书。

靳荆荆 供稿

研究院专利申报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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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SSN 2197-9987(print version)）入选 Scopus 数据库

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德国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的跨学科综合性国际英文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ISSN 2197-9987(print version)）入选 Scopus 数据库。该期刊于 2014 年正式创刊，它同时

也是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的官方期刊。其编委会成员汇聚了计算机教育领域最知名的学者，主编由北京师

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席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黄荣怀教授、台湾科技大学黄国祯教授、香港教育大学江绍

祥教授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文莉教授担任。该期刊通过网络版和印刷版两种形式发行，目前已出版 6 卷，20 期，

刊发高质量文章 135 篇，除纸质版本的论文外，截止 2018 年底在线的论文共计被下载 69913 次。

Scopus 数据库是由全球最大的出版社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推出的科研管理、学科规划数据库，是全球最大

的同行评审期刊文摘和引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来自全球 5000 家出版社出版的 22000 多种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

700 多万篇学术会议论文，15 万种图书，覆盖了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是研

究者跟踪学科发展、学科规划的重要工具。全球重要的大学排名机构（QS、THE、上海交大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

国高被引学者排名等）都是采用 Scopus 数据库的数据做学科产出以及学科发展评估。

在 被 Scopus 收 录 之 前，《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 已 被 多 个 权 威 数 据 库 收 录， 包 括 Google 

Scholar,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OCLC, ProQuest Advanced Technologies 

& Aerospace Database, ProQuest SciTech Premium Collection, ProQuest Technology Collection, Summon by 

ProQuest,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Research Services (TRIS)，这也充分证实了本刊在学术水平、国际影响力上

已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人类教育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绘制了史无前例

的人类教育史。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科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中国教育改革 40 年”系列丛书，既是

40 年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性总结，又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律和经验的总结。

“中国教育改革 40 年”系列《教育信息化》分册由黄院长整体策划内容，全书分七个章节，分别介绍了从

1978 年计算机教育起步到 2018 年特色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阶段的特征和重要成果，中国教育信息化战略规划

日益科学化和精准化，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资源都有了高水平跨越式发展，师生信息化素养大幅提升。本

书对中国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做了预测和展望，指出教育机器人、教育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学习分

析技术、区块链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为教育信息化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全球教育治理走向“共同利益”

的背景下，教育信息化未来的发展将更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包容性发展，为搭建开放灵活的全方位终身学习体系提供精

准服务。

“中国教育改革 40 年”丛书——《教育信息化》，
科学出版社出版    黄荣怀、王运武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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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本期人物： Adam Tairab

教育技术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

Q

首先，我很高兴从北京师范大学（BNU）获得博士学位，作

为中国和国际顶尖大学之一。根据我的研究经验，我在最初

的 2 年里学习了博士生的学分课程，然后在黄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

专业研究。我的研究集中在 K-12 教育中的技术和移动学习。这是以

我的导师的智慧学习理论为基础。我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国际会

议上发表了四篇相关的研究论文，以及期刊论文。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在 K-12 教室中整合 ICT 的通用框架：苏

丹案例研究 ”。旨在建构一个通用框架，以检视 ICT 与 K-12 教室的

整合。更具体地说，它的目标是在苏丹的背景下验证这一框架。该

框架是在综合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建立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本研

究提出了以下主要研究问题：1）影响 K-12 教室 ICT 整合的因素有

哪些；2）哪些因素可能影响 K-12 教室，特别是苏丹的 ICT 整合。

在论文中，我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和教育规划主管、教师

培训主管、教师和学校校长的观察，对苏丹 K-12 教室框架进行了验

证。由于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因此采用了推论统计和描述性统

计分析定量数据，而主题分析则用于定性数据分析。更具体地说，

专题分析有助于分析通过观察和访谈获得的数据。在此背景下，通

过对不同的定性数据进行编码和排序，出现了不同的主题。定性分

析有助于加强定量分析的结果。使用频率和平均值分析参与者的人

口统计学认知。采用回归和相关系数分析，确定教师的人口统计学、

技术、教学观念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是否影响课堂信息与通

信技术的使用。进行分析是为了验证在苏丹 K-12 教育背景下确定要

验证的框架。

研究得出结论，苏丹的教育信息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需要将

研究的重点放在填补研究中的空白上。经过数月在中国以及返回苏

问：六月份您在北京师范大学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取得
博士学位。可否分享一下您在博士期间的科研经历？

这个问题反映了由于教育而引起的人口流动。

我是来中国学习的人之一，我的许多朋友也

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周游世界，例如，他们中的一部分

人到了非洲、美国、澳大利亚、亚洲和欧洲，这意味

着一个人应该随时随地接受教育。在苏丹和中国的教

育体系中，教育阶梯的结构是不同的。例如在苏丹，

我们的系统包括小学 8 年，中学 3 年，然后是高等

教育。而在中国，小学 6 年、中学 6 年。我们可以

互相学习一些改善教育未来的策略和方法。

问：您来自遥远的苏丹共和国，可否简单介
绍一下中国和苏丹在教育领域的特点和差异，

以及互相值得借鉴的地方？ 

您在中国尤其是北师大生活了这么久。对即将
来中国，尤其是来北师大求学的国际留学生有

什么建议吗？

我在北师大待了五年。这段时间将是我生命中

最值得纪念的时光，在这里发生了许多美好的

故事，学习到了新颖和前沿的学问和知识，结交了很

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生活和学习都非常愉快。

对于未来想要来中国尤其是北师大学习的国际留学

生，我强烈建议他们在进行学位课程学习前先学习汉

语。语言是学习、交友的钥匙，尤其是未来想留在中

国工作的留学生来说，学习汉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

我希望各大学至少用一年的时间将汉语作为国际留学

生的必修课程，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还

可以促进留学生与中国教授、学生和大学社区之间的

联系及融合以及汉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丹的实地研究后，结果表明了计算机的可用性和互

联网的连结是苏丹现阶段发展 ICT 辅助教育最须重

视的因素。根据调研的结果，我为苏丹政府制定 ICT

融入 K-12 教育的规划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得到苏

丹教育部重视，并开展必要的 ICT 培训项目以提升教

师的专业能力。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国

际社会更了解苏丹教育信息化的现况，以寻求更多国

际合作及相关的援助项目。

在博士学习期间，我与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和教育

技术专家展开交流与合作，收获了很多知识。我仍

然需要学习很多，因为生活是一个学习的旅程。 “不

停止学习，因为生活不停止上课”。

A

Q

Q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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