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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教育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取得了积极成效，为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孕育了新机。在
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对中小学教育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
“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育模式将成为未
来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基本形态。文章分析了中小学在线教育的现实困境及成因，提出以下策略：提高
在线教育认知，构建在线教育理论体系；转变教育教学观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创新在线教育方法，
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加固外部支持框架，全面实现协同育人。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中小学教学；在线教育；创新应用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Normal Applic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AN Chaoya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Baise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online education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and hase nurtur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impact of online education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iton will continue, and "online+offline" hybrid educaiton will become the basic 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causes of onlin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online educaiton and build online edu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hange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le of students; innovate online educaiton methods and enhance
teachers' informatization ablitily; reinforce the external support framework and fully realiz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ey words] post-pandemic era;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nline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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