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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help the poor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and ability. With the further progres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t can effectively change the phenomenon of "spiritual poverty" of some people and consolidate the 

basic effect of the country'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How to better promote and link up the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work in the ethnic poor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to achieve education balance, and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e rich,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governments and counterparts in many regions of Yunnan to think about. The author takes 

th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ction Pla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the guide, and takes the Yunnan Open 

University's network cloud classroom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in Wudi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s a practical case. 

Mak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rom the new thinking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and facilitat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ur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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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是扶智的重要手段，旨在提高贫困群众的素质和能力，随着精准扶贫深入推进，扶智可有效改变部分人的“精

神贫困”现象，夯实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基础效果。如何更好地促进和衔接云南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和扶智工作，实现教

育均衡和脱贫致富，是目前云南许多地区政府和对口帮扶单位思考的重要议题。笔者以国家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为指导，以云南开放大学在云南省武定县的网络云教室建设应用为实践案例，深入探析当前国家教育信息

化新思路对我省加强民族教育建设，助力精准扶贫所传递的重要启示，以期为今后此类工作的精准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云南民族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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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云南省武定县是一个山区环境分布密集、少数民族聚

居、深度贫困人口多的云南省精准扶贫工作重点县域，山

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7%，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5%，

2017年末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0%。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

境，造成县内贫困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文化程

度普遍较低、生产生活技能落后。同时，由于受到山区地

理环境，教育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资源短缺等问题的限制，

极大程度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知识的需求和获取。

在当前国家大力开展教育信息化“三通工程”建设和全面

提升教育信息化基础支撑能力的有利条件下，2018 年4 

月18 日，国家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其中的“数字资源服务普及

行动”、“网络扶智攻坚工程行动”、“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

动”对于打通武定县贫困地区教育“数字鸿沟”阻断，有效

开展扶智工作，提供了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行动指南。

[1]作为武定县的对口扶贫单位之一，云南开放大学加依托

自身优势和特色，多举措加大资金和人员投入，努力开展

“造血式”扶贫。其中，进行教育扶贫便是学校落实国家精

准扶贫任务的重点工作之一。随着学校在武定县委党校和

武定县高级职业中学两个网络云教室的建成和投入使用，

对当地的民族教育信息化发展和精准扶贫来说将会是一

项有益的实践创新。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

教育”相关领域，本文以云南开放大学在云南省武定县的

网络云教室建设应用为实践案例，深入探析当前国家教育

信息化新思路对我省加强民族教育建设，助力精准扶贫所

传递的重要启示，以期为今后此类工作的精准实施提供参

考。 

2．《行动计划》新动向 

《行动计划》是为推进2016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信

息化“十三五”规划》蓝图的具体行动措施，主要任务是实

现信息化的教与学、数字校园的建设覆盖各地各级学校和

师生，它的出台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和扶贫攻坚来

说，有三个值得我们关注和参考的新动向。[2] 

2.1．“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 

“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是实施教育大资源共享计

划，拓展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开放

资源汇聚共享，打破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的传统壁垒，利用

大数据技术采集、汇聚互联网上丰富的教学、科研、文化

资源，为各级各类学校和全体学习者提供海量优质的学习

资源服务，实现从“专用资源服务”向“大资源服务”的转变。

[3]而云南开放大学则是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教育厅

主管，秉承开放共享办学理念，在全省建设了23所州市、

县区、行业二级开放学院，23个县（区）学习中心、132

个教学点，通过网络在线远程教育平台和提供大量数字学

习资源，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并举，致力于为当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从而有力的支撑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扶贫攻坚。 

2.2．“网路扶智工程攻坚行动” 

“网路扶智工程攻坚行动”是针对新时期精准扶贫中

出现的“精神贫困”现象，所强调的“要坚持扶贫同扶志扶

智相结合，以激发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扶贫必扶智”

科学论断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新方向。[4]“网路扶智工程攻

坚行动”旨在引导教育发达地区与薄弱地区通过信息化实

现结对帮扶，通过相关社会企事业机构的支持，在“三区

三州”开展“送培到家”活动，以推动开放大学云教室建设，

开展信息化教学设备捐赠、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落实

教育扶贫和网络扶贫的为重点任务，服务地方，提升深度

贫困地区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能力，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 

2.3．“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智慧教育创新行动”是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示范，依托

网络及各类智能设备，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

兴技术作为基础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和示范，推动

新技术支持下教育的模式变革。[5] 

3．云南开放大学在武定县开展“造血式”扶贫和

扶智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3.1．帮扶对象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现代生产技能、知识

缺乏 

云南开放大学在武定县开展“造血式”扶贫过程当中

时发现，帮扶对象多是少数民族群众，他们普遍存在文化

基础差、生产技能单一、忽视对年轻一代的文化教育。所

以，在帮助他们找项目、引项目、推项目的同时，贫困群

众以及他们年轻一代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迫切需要得

到提升，并且需要大力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坚定他们的

脱贫致富信心，激发他们的脱贫内动力，消除“被动脱贫”

和“被扶贫”的“精神贫困”现象。[6] 

3.2．地理环境特殊，教育基础薄弱，开展扶智工作难度

大、成本高 

扶智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生产技能和创业知识培训

等手段，增强贫困群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提高生产力。

[7]如前文所述，武定县少数民族贫困群众主要杂居或散居

在山区和半山区，道路交通不便，虽然中央和地方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新建各类教育基础设施，但和省内外城市地

区相比，依然存在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

不高等问题。以目前的实施情况看，传统的面授教育模式

存在投资大、所需师资力量缺乏、设施设备利用率低等诸

多现实问题。 

3.3．少数民族贫困群众者文化程度和学习需求纷繁不一，

传统扶智模式难以应对 

这些贫困群众文化程度各不相同，且三十岁以上者文

盲半文盲者不少，他们的学习能力、技能需求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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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育模式应对如此复杂的学习受众情况明显力不

从心，缺乏有效的针对性，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严重不平

衡。他们的年轻一代同样面临当地学校教育质量不高、优

秀教育资源短缺、学习积极主动性不高等问题，为防止贫

困的代际传递，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且行之有效的扶智模

式来应对。[8] 

4．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把云教室建设和应用

作为解决当地教育扶智困难的着力点和创新

点 

4.1．云教室建设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时机已经成熟 

按照《行动计划》和政府持续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据云南省统计局政务公开内容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全

省97%以上村镇实现网络覆盖，人们只要到有云教室的地

方，就可以通过云教室和与之配合网络教学平台（终端），

直播和点播他们所需要的全国乃至全球优秀教学过程和

教育资源，海量资源供给几乎可以满足当地贫困群众和帮

扶干部各个层次、各种知识技能的多维复杂需求组合。[9] 

4.2．武定县云教室的建设简介 

云教室系统是以优质教学和资源的远程在线互动和

共享为核心，以数字化设备为基础，以云平台为依托，以

传播优质教育资源为目标，以及时动态反馈为特征的新技

术多媒体教学环境的集合。[10]云教室系统不仅具有远程

授课、视频会议、考试监控等三位一体的功能，同时还可

支持各种网络条件下远程双向高清视频、网上实时教学、

网上大规模直播教学、视频监控、双向互动教学、公开课

评审、多地教学教研、学术交流、课程实时录播、课程实

时点播、课件资源管理、在线答疑等功能。[11] 

云教室系统建设项目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整个项目以

云南开放大学总部为中心，各二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为

纽带，基层教学点为载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行

动计划》当中的“三通”互联网网络，建设互联互通的云教

室系统。其中武定县的云教室定位基层教学点，作为教育

扶贫培训中心和开放教育教学点共享共用，所需设备物料

由总部捐赠，教室由武定县委党校和武定高级职业中心装

修的共建共管共用模式，最大限度的提高项目费效比和利

用率。（系统建设架构如图一所示） 

4.3．武定县云教室使用情况 

武定县的云教室系统建成以后，可以实施互动教学、

教学教研、视频会议、课件资源管理等。通过云教室平台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甚至是多个不同地理位置教学点 

“同上一节课”，可有效解决学校在当地贫困群众脱贫扶智

的“多维度适配”问题，为“造血式”扶贫真正取得实效提供

有力支持。从2018年3月起，总部已开始定期进行两个云

教室的教学安排，服务于当地各类教育扶智培训和开放教

育教学，定期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教学效果问卷和学习需求

问卷，评估 

教学效果，收集生产技能培训需求，受到当地师生的

一致好评。 

 

图1 云南开放大学云教室建设系统架构图。 

5．云教室应用实践在武定县民族教育和精准扶

贫中的创新意义 

针对武定县的网络扶智是云南开放大学“造血式”精

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一环，通过这种教育方式的创新实践，

能快速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的综

合素质和生产技能，解决他们的各层次、各类型学习需求

组合、提供优质教学资源的同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工作

效率，通过云教室进行技能扶贫、技术扶贫和素质扶贫，

保障我校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通过试点应用证明，这

是一种行之有效且符合当地实际的实践创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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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云教室应用实践是有效服务于当地的数字资源均衡

普及和共享的创新 

由于地理、经济、人文等多种原因，当地优质教育资

源匮乏，教育基础薄弱，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完全

解决，因此限制了教育和扶智的开展。在当地政府持续加

大教育基础投入的同时，作为以信息化远程教育为特色的

对口帮扶单位，在人财物有限的条件下，开展云教室应用

实践，解决当地教育和教育资源供给矛盾，只要能够接入

互联网，就可以用云教室共享各种教育资源。[13]有利于

实现教育资源的充分共享和高效利用、节约单位自筹扶贫

资金成本，用先进教育信息化手段化解当地具体教育和扶

贫实际困难，有效提高受帮扶贫困群众的“造血”能力和脱

贫信心，为当地民族教育事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5.2．云教室应用实践是适应当地民族教育实情的网络扶

智攻坚创新 

据《武定县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关所述统计数据，

随着当地政府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镇、行政

村光缆覆盖率已达100%，政府把全面实施教育扶贫作为

扶贫首要工作，深入推进“互联网+”精准社会扶贫。在这

样有利条件下，云南开放大学积极秉承自己开放办学特色

和终身教育的理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教育更好的服务

当地精准扶贫攻坚，用实际行动推进网络条件下的精准扶

智，以云教室的建设和应用为接入点，通过网络教学平台

和直播通道，实现扶智结对的落地生根。[14]对贫困地区

群众或适龄学生定期开展各种以云教室为载体的实时非

实时优质网络课堂教学双向互动传递，实现“互联网+”条

件下的区域教育资源均衡供给，缩小城乡、民族教育差距。

这是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学校与云南开放大学共同努力

的成果，是结合当地实际的网络扶智攻坚行动实践创新。 

5.3．云教室应用实践是配合当地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智慧

教育创新发展 

对于武定县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

高度重视，按照国家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积极开展“三

通两平台”建设，但是受限于当地特殊环境和经济文化基

础，对于智慧教育的理论研究、顶层设计、整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实践应用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

巨大的差距。云教室的应用实践可让当地的教育教学融入

到全国智慧教育大平台当中去，推动当地教育理念与模式、

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创新，更智能的满足当地民族教育

和精准扶贫全时空、全受众的精准适配新要求，开展知识

传授和劳动能力培养的智慧教育。[15] 

6．结论 

云南开放大学在武定县开展“造血式”扶贫和扶智过

程中面临了诸多困境，我们应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优势和特

色，把云教室建设和应用作为解决当地教育扶智困难的着

力点和创新点，服务于当地的数字资源均衡普及和共享，

通过网络扶智攻坚、促进当地教育信息化建设，打赢扶贫

攻坚战。当前，教育信息化2.0行动刚刚启动，如何更好

地推进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和精准扶智，还要在实践当继

续总结完善，同时，我们也要紧跟国家创新理念指引，要

解放思想，要开展前瞻性理论研究，积极开展以“人工智

能+大数据”驱动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师生教育资源智能

供给平台开发，在线虚拟仿真实验室、生产线、种植基地

等智慧学习空间建设，基于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学

习效果记录、转移、交换、认证等数据精准记录实现等进

行研究，让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当地教育教

学全过程，用教育信息化新技术的精准扶智，努力消除少

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最

终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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