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技术与乡村发展》课程说明 

 

一、课程背景 

技术的进步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面貌。近年来，随着人工智

能、大数据、移动通信、虚拟现实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技术更为深

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不仅改变了

教与学的方式，而且开始深入影响到教育的理念、文化和生态。在中国实现脱

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胜利中，教育技术的应用展现了实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弥

合城乡教育差距的巨大潜能。 

然而，技术的引入并没有带来教育形态的根本性变革，教育技术在应用过

程中，也因种种因素制约，常被视为城市地区的专利。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

程中，乡村地区人口离土离乡，乡村学生与学校数量锐减，乡村教育举步维

艰。信息闭塞、资源匮乏、师资落后等问题的制约，进一步制约了乡村人口获

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教育技术为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为乡

村教育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但技术在与乡村情境融合的过程中，存在数字鸿

沟加剧、师生信息化素养难以满足发展需要、城市中心的教学模式与内容难以

适应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等一系列问题，引发技术能否带来教育的实质性变革、

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担忧。如何更好实现技术与乡村情境的融合，充分

发挥技术对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重要关注点。 

中国在利用教育技术解决农村教育发展问题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解读、

加工与模型化呈现中国的相关经验，厘清技术推动发展的实施环境、条件、动

力机制和发展成效等，对于探索技术促进乡村发展的可行路径，丰富技术与发

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技术与乡村发展》是农教中心“教育与农村发展”系列发展课程的

重要模块，是农教中心呈现对技术促进乡村发展相关思考的重要载体。在发展

框架的整体统领下，本课程聚焦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技术促进农村教育与

发展的相关实践，通过深入探讨 ICT创新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相关案例，审视

与解读教育技术在解决乡村教育与发展问题中的创新价值，探究技术的引入对

农村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并反思如何利用技术更好实现乡村发展。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生将： 



1. 深入理解教育技术应用于农村教育的国内国际创新实践，辨析发展进程

中技术的关键作用与辩证价值，分析教育技术应用于农村地区的作用机

制与面临的发展挑战，理解教科文等国际组织在 ICT促进发展方面的倡

导与实践。 

2. 培养应用 ICT 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创新意识与能力，通过项目提案的形

式呈现项目学习成果，检验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3. 培养学生对于国内国际乡村发展问题的关切，对于技术应用的思考，对

以 ICT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认同与投身乡村建设实践的热情，培养学生

立足本土、放眼国际的视野与胸怀。 

 

三、课程对象 

该课程主要针对关注乡村发展问题，对于技术在乡村发展中的应用感兴趣

的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发展机构从业者、政府部门管理者等。 

 

四、课程模块 

1. 农村教育与 ICT应用 （3课时） 

本讲主要对农村地区教育问题做背景式的勾勒，引入 ICT在农村教育中的

应用，梳理 ICT对于解决农村地区教育问题的优势与创新价值。 

2. ICT促进农村发展：案例分析 （3课时） 

引入结构功能主义，对于 ICT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案例进行整体分析。引

导学生从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护四个环节思考 ICT项目如何因地制宜发

挥作用，促进当地教育发展。 

3. ICT促进农村发展：动力机制与发展成效 （4课时） 

介绍发展理论与发展概念的流变，深入分析技术促进发展的实现路径，提

炼 ICT应用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成效。 

4. 技术应用于农村教育的挑战与反思 （3课时） 

从发展有效性、可持续的维度，对农村地区教育技术应用的挑战进行深入

分析。进一步介绍参与式发展、性别主流策略，引入教科文等国际组织对发展

问题的反思与相关做法。 

5. 农村地区 ICT 项目提案写作 （3课时） 

本模块主要介绍项目提案的用途、主要内容、模板，结合课程内容，对于

学生提交的 ICT项目提案需要包含的重点内容与提案的评估方式进行讲解，旨

在培养应用 ICT创新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能力和意识。授课时，本模块内容可



拆解，与前四个模块相应内容结合。 

 

五、课程组织形式与预期产出 

课程采取项目式学习的方式，由课堂学习和 ICT 项目设计提案两部分组成。

课堂学习共 16 课时，五个模块，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等方式，介绍 ICT 推

动农村发展的相关概念、工具与经验，增加学生的相关知识储备，引导学生对 ICT

项目的选择与设计进行思考。 

项目提案是项目式学习的最终产出。在项目提案中，学生将针对本国乡村教

育发展存在的问题，设计 ICT项目，呈现对于技术促进乡村发展的思考。项目提

案中将重点呈现：项目背景与针对问题、项目对象、ICT应用的优势、项目的动

力机制、发展成效，以及对项目有效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反思等。 

整个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课堂的讲解内容与项目提案需呈现的重点内容相

一致，课堂内容中设计的学习思考和反思等环节是引导学生完成最终项目设计的

思路指导和脚手架，从而践行“做中学”的理念，实现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创新

应用。 

 

六、课程评价 

（1）过程性评价：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练习题完成度及其质量 

（2）终结性评价：对项目提案进行评估，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与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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