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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信息技术课程资源
建设与应用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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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老年信息技术教育有其特殊性，目前我国社区教育条件不足，因此需充分考虑老年人各方面因素对

学习信息技术课程的影响，探索构建贴近生活，短小易学，形式多样的社区老年信息技术课程资源建设模式，研究

“1+1”面授送学为主，“2+N”共学互助为辅的应用模式，实现社区信息技术课程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发挥社区

在老年教育教学体系中重要补充作用，实现全民信息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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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11日，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数据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有 2.6亿，占总人口

的 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万，占总

人口的 13.50%，中国已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1]与此

同时，中国在前端消费侧的数字化全球领先，消费行

为高度数字化。据统计，近年来，老年用户入网速度

是居民移动互联网普及速度的 1.6倍，这导致了有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由于不能正确使用智能设备而遇到困难，

在衣、食、住、行、就医等方面的消费障碍日趋突显。

特别是近两年在持续的疫情背景下，更是出现了老奶

奶坐公交，拿着手机一直扫司机的头；大爷坐地铁不

知道“健康码”为何物而与保安发生冲突的尴尬事件，

这些事例从侧面凸显出，当下我国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信息技术使用需求与信息技术教育不足之间的矛盾。

1 我国老年人信息技术课程的发展

我国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办了老年大学，到 2005

年基本完成全国省级老年大学的整体布局，据中国老

年大学协会统计，截至 2018年底，国内共有 7.6万余

所老年大学。[2]目前各地老年大学都设有计算机基础、

智能手机应用、网上购物入门等信息技术课程。但老

年大学的发展规模难以匹配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及大

规模老年教育需求，各地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问

题突出。[3]且老年大学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城市区域，多数老年人喜欢在自家安度晚年，期望在

家门口享受教育。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老年教育与互联网深入融合

的产物——网上老年大学成为推进老年教育实现快速

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6年 10月印发

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要“推

动信息技术融入老年教育教学全过程”。[4]据此，各地

从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了老年网上教育路径和模式，

建设一批老年在线教育平台，平台中涵盖了丰富的信

息技术课程。[5]网上老年大学在部分领域解决了老年人

教育需求，但在信息技术类课程方面，由于信息技术

具有时效性、操作性以及老年人的特殊性，许多老年

人在实际使用在线教育资源学习信息技术中，遇到了

诸如在线资源供需不匹配、因自身信息技术水平不高

而无法参与、难以适应在线教育模式学习信息技术等

问题。[6-7]

2 社区老年人信息技术课程的发展、定位及

现状

社区老年教育与老年大学、老年在线教育不同，

它是一种由社区组织的教育形式，立足于基层，可以

更清晰地了解老年人的需求，贴近老年人日常生活，

可以使用更切合老年人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社区教

育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各种教育资源，满足社区

居民学习需求，提高居民素质。[8]我国社区教育起步较

晚，通过对 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可以发现，涉及

社区教育研究的文献，在 2005年只有 3篇。近年来的

老龄化加剧及老年大学的入学难问题使得社区老年教

育成为焦点，国家相继出台指导文件，2019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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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优先发展社区老年教育。[9]2020年 11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的实施方案》中也强调通过老年大学、养老服务机构、

社区教育机构等，帮助老年人提高运用智能技术的能

力和水平。[10]之所以强调社区老年教育，是因为社区

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等特征，可以为社区老年人所

接纳，并产生很强的向心力，社区老年教育可以成为

老年教育教学体系中的重要补充和关键组成。

经过几年的发展，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了“县（市、

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社区老年教

育网络，[11]但社区性质是政府为主导，有较浓厚的行

政色彩。[12]其教育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不完善，缺乏相

应的教育管理经验。[13]并且社区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

教学设施不足以支撑信息技术教学，缺乏稳定的师资

队伍，教育活动中的课程资源以多以文化娱乐、医疗

保健讲座为主，信息技术课程资源陈旧，覆盖面、教

学形式都有很大提升空间。[14]2021年在江苏省部分城

市开展了一次社区老年学习者调研，受调研的795人中，

有 80%受访者的学习场所是单一的老年大学。[15]社区

教育作为最贴近老年人的教育方式，理应成为老年学

习者求学路上的入门首选，但却成为老年学习者嫌弃

的对象，福建的李阿姨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市级老

年大学才有保障，不考虑在社区老年教育机构求学 [16]。

这些都反映出社区教育存在问题，需探索出符合需求

又适合利用社区现有资源实现的最佳路径。

3 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课程的特殊性

面向老年群体的信息技术课程与其他课程完全不

同，要充分考量学习者身体情况、心理情况、生活情况、

信息素养水平情况、其他外部因素情况。

3.1 老年人身体情况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影响

老年学员在身体健康程度方面存在诸多影响学习

信息技术课程的问题，如视力下降，对手机、电脑中

正常字体会觉得小而导致难以看清，影响学习进度；

记忆力减退，对旧事记忆清晰，对新学习的知识与技

能容易忘记；老年人精力下降，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坚持听课等。

3.2 老年人心理情况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影响

作为长者的老年学员普遍存在爱面子的心理，怕

在朋友面前丢面子，怕在课程中的实操环节中操作不

好，所以对陌生而新奇的信息技术产生畏惧心理，进

而不主动学习相关课程。

3.3 老年人生活情况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影响

生活简朴的老年人对非免费的信息技术课程会产

生抵触心理；对于非独居老人，子女的态度及对信息

技术课程的看法直接影响老人的学习意愿。

3.4 老年人信息素养水平情况对信息技术课

程的影响

老年人在退休前的文化水平及信息技术的受教程

度，直接影响到对老年信息技术课程的理解程度，有

一定基础和零基础的老年人应区别对待。

3.5 其他外部因素情况的影响

以社区为中心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受到了持续的

COVID-19疫情影响。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肩负

基层疫情防控的责任，日常工作任务繁重，社区老年

教育受此影响极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从上述影响因素可以看出，老年信息技术课程教

学存在特殊性，需要根据影响因素研究更合理的课程

资源与应用模式。

4 构建贴近生活、短小易学、形式多样的社

区老年信息技术课程资源建设创新模式

我国在老年大学和网上老年大学，已经建立起庞

大的信息技术课程资源，社区老年教育作为二者的补

充，可以引流优质资源但不应重复建设同质化的课程

资源。

4.1 基于 CBE理论，以需求为导向，由下至

上构建贴近生活的课程资源

社区是最贴近老年人的组织，社区老年信息技术

课程首先应能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如社区所辖区域内的某超市的自动结款机如何使用；

某银行中的自助缴费、查询系统如何使用；本地公交

车电子钱包使用；新冠疫情中的健康行程码等诸如此

类的具有区域特性的，可以直接见到应用效果的，解

决当下实际问题的实用型信息技术课程。在建设之初，

应首先进行选择式需求调查，即将事先想到的课程名

称列出，供老年学习者选择，这样由下至上的、突破

传统的，不以知识作为获取目标，以能力培养为最终

目的，直接进行实践讲解的课程，对于普通老年学习

者来说最直观、最有效。这样虽然没有系统化的学习，

但通过一个个短小的且老年人有意愿去反复实践的课

程，叠加起来也会构建出基本信息素养。并且构建此

类课程，对教师要求较低，建设和学习时间较短，适

用于现有社区条件。

4.2 建设内容短小、操作简单、易于理解的

模块化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建设应充分考虑老年学习者的特征，精

简操作步骤，资源的学习时长应控制在 5-8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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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过多可分模块制作，适合重复多次学习。采用情境

设计法设计教学，例如问题情境法，将前期调研到的

实际困难融入课程，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习积极性；采用亲子情境，将教学设计成孙子教、爷

爷学的情境，切入老年学习者心理需求，增强内容的

亲和感和真实性，这样会更适合老年人。在 UI设计上，

应使用简约且强对比设计方案，可以帮助视力较弱的

老年学习者看得更清楚；移动端应避免复杂操作，以

点触为主要手势。显示文字方面，字体清晰且避免使

用专业术语，便于老年学习者理解。

4.3 以人为本，注重个体差异，构建形式多

样的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形式，应考虑个体差异，以多样的形式

呈现同一教学内容，如针对有能力且有设备的老年学

习者可以推送视频资源；针对基础差的老年学习者可

以将课程制作成情境式纸质连环画，即寓教于乐又方

便反复学习；制作 H5虚拟实操应用，利用提示引导老

年学习者进行交互练习，做错返回，重新提示，重新

练习，既能帮助老年人顺利完成实操环节，建立自信，

又可以解决社区教师短缺的问题；针对有视力问题的

老年学习者，可以制作 TV版教学应用，利用电视的大

画面解决老年人观看难的问题。

5 “1+1”面授送学为主，“2+N”共学互助为辅，

实现社区信息技术课程资源的有效应用

5.1 党员 +志愿者构建教师队伍进行面授与

送学

党员和社区志愿者是目前社区教育教学的主要师

资力量。利用党员下社区活动日，选取有一定信息技

术基础的党员利用社区信息技术课程资源，在社区有

限场地内对志愿者进行小规模精细化培训，培养日常

教学中坚力量，志愿者学成后可以教授其他老年学习

者，可以针对不同个体采取小规模面授和上门送学的

方式进行教授。

5.2 长者互助 +兴趣社团构建老年信息化教

学共学互助生态圈

每个学习群体中都会有优秀学习者，将优秀老年

学员作为助教帮助其他老年学习者形成长者互助教学

模式，具备一定条件的老年学习者可以根据个人意愿

跟随志愿者上门送学，这样不但化解人力压力，还可

以体现老有所为的理念。在老年学习者中建立兴趣社

团，将有相同兴趣的老年学习者联合在一起，选举有

管理能力的老年学习者管理组织社团，并利用社区信

息技术课程资源互助共学，不但促进了老年人之间的

互相交流，还能提高学习效果。

6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在我国社区教育条件不足的背景

下，社区老年信息技术教育，应在充分考虑老年人各

方面因素的前提下，采用灵活创新的方法建设课程资

源，利用多种教学形式实现课程资源的有效应用，最

终发挥社区在老年教育教学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作用，

实现全民信息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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