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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是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众多领域的深
入渗透带来了许多全新的理念和认知,对传统的教学思想、观念与模式提出了挑战。同时教育信息化的
发展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信息素养作为新时代教师开展教学的必备素质,在地方师范院
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不同地区的高师院教师而言,在实际课堂教学中融入
和运用信息技术已是势在必行和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因此,本文以时代为背景,以现实为依托,基于对
四所地方师范院校的调查问卷和我校教师的质性访谈,从而探寻和分析地师范院校在信息素养提升方
面面临的问题,并为其寻找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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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is a developing trend
of modern education. The in-depth penet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many field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has brought many new concepts and cognitions, and challenged traditional teaching ideas, concepts and
model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a necessary quality for teachers to carry out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gh-quality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local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teachers in the higher normal colleg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class-teaching is already an imperative and imminent task to
finish.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times as the background and reality as the bas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of four local normal colleges and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the teachers of our school, so a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local normal colleg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fi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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