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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信息素养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探究
张京杰

（洛阳幼儿师范学校，河南 洛阳 471000）

摘　要　近些年在中职学校教学过程中发现，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渠道日益与生活接触更

加紧密，学生与各类信息的接触也更加紧密。在教学中，我们发现许多中职学生在利用信息过程中，过多迷失在

海量的娱乐信息中，不能有效把握有利资源、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跟上时代的进步。基于当今社会信息化的快

速发展现状，通过针对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调查研究，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结果对中职学生信息素养现状进行研

究和分析，探究针对当前现状提升中职学生信息素养的有效途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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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素养概述

信息素养是 1974 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

考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意义为利用大量的信息

工具与各种不同的信息源解决问题的技能 [1]。我国学者

王吉庆教授认为：信息素养是在信息社会中获得信息、

利用信息、开发信息方面的修养与能力 [2]。它包括信息

意识与情感、信息伦理道德、信息常识以及信息能力

多个方面，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所培育的、综合性的、

社会共同的评价。信息素养主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

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等内容。

目前信息时代已经来临，信息素养是已经成为当

代社会成员的必备素质，也是中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

的必要条件，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已成为信息社会对

人才最基本的要求。下面将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

信息技能、信息道德四个方面来，对调查问卷结果进

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策略。

2 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解当前中职学生信息素养现状、从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信息技能、信息道德四个方面出发，本研

究设计了《中职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问

卷》。问卷的题量分配如下：信息意识 5道题，信息

知识 5道题，信息技能 7道题，信息道德 8道题，综

合题目 5道题，共 30道题目。调查问卷制作完成后，

随机发放到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共收到答卷 520余份，

其中有效答卷 495份。以下是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2.1 信息意识方面

问卷结果显示：中职学生中，90%的学生每天使

用网络的时间达到一个小时以上，但是 52%的学生使

用网络主要用于聊天交友，46%的学生上网主要用于

购物，27%的学生使用网络主要是玩游戏。这些情况

确实说明中职学生应用信息的能力不足，没有很好利

用信息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信息素养并没有随着

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没有利用好唾手可得的广泛资源，

来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等综合能力，反而迷失在社交、

游戏、网购等海量娱乐信息中。

问卷显示：30%的中职学生认同，“网络是万能

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网络解决。”90%的学生遇到

很多信息处理时候，不知道类比法、对比法、设问法、

组合法的方法处理信息。30%的学生没有对这些信息

进行整理归档的经历。说明中职学生目前还没有较深

刻的信息意识，遇到问题，学生不了解信息的原理，

不知道对信息进行整理分析的方法。

利用统计软件 SPSS进行综合分析：其中 321位同

学的信息意识淡薄，占总人数 65.2%。这一结果反映出

大部分中职学生目前的信息意识还比较淡薄：学生在

生活和学习上遇到问题时，掌握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

方法比较少，思路也没能很好地打开，通常表现为不

会搜索、不知道借助信息工具。这与教师在授课过程

中的感受基本一致。

2.2 信息知识方面

信息知识是指与信息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

调查发现 93%的学生不能够从他人看来杂乱无章

的信息中发现有用的信息。42%的学生不会从网络上

下载相应的学习资料。说明学生缺乏检索信息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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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对于工具选择、方案的制定、解决问题等方面

亟待提高。

50%的学生没有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有

4%的学生认为网络上的信息是完全准确的。说明很少

学生能够做到对信息熟练、准确的分析和评价，创造

性的改造信息，发挥信息应有作用。

利用统计软件 SPSS进行综合分析：其中 257位同

学信息知识储备不足，缺乏利用信息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占总人数的 51.95%。数据反映了当前学生

在信息工具选择、解决事件方案的制定、借助网络解

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亟待提高，另外很少有学生能够

做到熟练、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信息，创造性地改造信息，

充分发挥信息应有的作用。

2.3 信息技能

调查结果显示：中职学生中 13%的学生不会使用

网络查询学习过程中的知识点。40%的学生不会使用

word编辑常见文档，如寻人启事或者通知等。60%的

学生不会编辑带有图片、视频等素材的演示文稿。30%

的学生不会使用目前常见的视频编辑软件。说明很多

学生在课堂学习知识以后，并没有将理论知识应用到

实践，导致学生动手能力不强，利用信息技能处理实

际问题能力有待提高。

利用统计软件 SPSS进行综合分析，其中 225位同

学技能水平不高，动手能力不强，占总人数的 45.57%。

这反映了一部分学生在学习知识以后，缺乏相应的应

用和练习，这就导致学生动手能力不强，利用信息技

能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等问题。

2.4 信息道德

信息道德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中职学生中 7%的

学生会直接告诉网络的好友自己的一些密码，4%学生

会告诉相信网络好友，并转钱。27%的学生查询资料

时候，遇到的一些借贷广告或者言情小说链接，会选

择点开查看。27%的学生会通过网络发表一些攻击他

人的言论。30%的学生针对网络发布的不公平现象缺

乏相应的判断。8%的学生期望学习一些窃取他人隐私

的技术。15%的学生缺乏对计算机病毒的知识的了解，

没有掌握预防，处理病毒方法。

利用统计软件 SPSS进行综合分析，其中 123位同

学信息道德状态水平堪忧，占总人数的 24.87%。这反

映当前大多数中职学生的价值取向是正确的，但有一

部分同学缺乏底线思维，缺乏网络道德意识，缺乏对

相应法律法规的了解与敬畏，所以，他们的道德意识

和法律意识亟待提高。

3 目前中职学生信息素养方面的问题分析

3.1 信息意识方面

中职学校的学生信息意识淡薄，信息意识不敏感，

主要原因是缺乏对身边的事或物的信息敏感力、观察

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及对信息的处理能力。面对不懂的

东西，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寻找答案，并且缺乏利用信

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可以通过多参与活动，增强

学生对信息知识的兴趣，促进学生信息意识的提升。

3.2 信息知识方面

信息知识不全，主要原因是不清楚信息的基本概

念、信息处理的方法与原则、信息的社会文化特征。

遇到问题时，不知道如何辨别信息，获取、利用信息。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应该只停留到课本，要多结

合实际给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3.3 信息技能方面

信息技能不熟练。学生虽然掌握了一些信息方面

的基础技能，但不熟悉或者很少使用常用办公软件的

高级应用、多媒体及辅助软件的编辑、制作，缺乏相

应的实践操作和练习。

3.4 信息道德方面

信息道德不高，主要原因是面对海量的信息，缺

乏对信息政策、信息法律的了解，没有形成良好网络

行为习惯。

4 中职生信息素养提升策略

本文针对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结合中职学生的

实际，提出以下四个策略。

4.1 以就业为中心，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紧密

联系学生专业

针对不同的专业学生，首先了解市场对该专业人

才的具体需求，然后信息技术课程有针对性地展开教

学模式的设计和教学方案的实施，力争学生的课堂所

学知识技能与社会就业市场的需求保持一致，与时俱

进。通过一系列的课堂改进，以解决未来工作实际问

题为导向，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增强学生对

信息知识的兴趣，促进学生信息意识的提升。

4.2 以实践为核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通过组织相应的活动或比赛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

力，培养其创新精神，促进其信息素养的提升。

班级方面，结合班主任管理实际，针对典型案例，

组织一些短视频制作比赛，设计不同主题的比赛（如

预防电信诈骗，传统文化，遵规守法 -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学校宣传片等），设置相应的比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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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

学校方面，搜集典型案例，编排剧本，应用智慧

教室和校园电视台拍摄情景剧，上传到学校录播平台。

记录比赛情况，在学校公众号、网站、教育周刊等进

行宣传推广。

4.3 成立相关社团，组织社团活动，带队参

与竞赛

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也可以贯穿在学生社团等学院

的各项活动中。为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学校可以成

立信息相关方面的社团例如短视频协会、无人机兴趣

小组、Photoshop兴趣团、网页设计社团、软件开发协会，

信息技术社团等学生社团。通过组织这些社团定期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组织无人机兴趣小组拍摄学校

的跳操比赛视频，教师运动会视频等，使学生的实际

操作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极大地提高了大家对信息技

术的兴趣。可以组织信息技术社团等学生参加各种职

业技能大赛，包括校内比赛和省赛、国赛等，通过比赛，

开阔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的意识，锻炼学生的能力。

1+X证书制度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

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3]。计算机一级考试是当前中职生

利用课下时间获得专业证书以外的其他证书的很好的

途径。信息技术学课的教师可以结合计算机等级考试

一级考试大纲，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和练习，

帮助学生应对可能参与的考试和未来工作中可能遇到

的实际问题，帮助学生在校期间拿到证书 [4]。

4.4 利用新的教学手段，形成良好的信息知

识的学习氛围

中职院校教师和学生中的 4G和 5G手机普及率几

乎为 100%，微信、抖音、快手等当前热门工具使用普

及率也几乎为 100%[5]。绝大多数学校的官方公众号已

经完成了微信的官方认证，在日常学习中可以利用微

信的公众平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在学校校

庆来临前一周组织利用学校背景设计头像，在传统节

日期间，利用学校抖音、快手等视频上传的模板，组

织大家录制短视频。

利用新媒体将教学过程延伸到课堂之外，教师将

教学中的某些特殊知识点，特别是重点和难点提前录

制成微课，借助于移动设备将其事先发给学生，让其

做好预习和课后复习工作。

4.5 将信息道德教育工作与班级管理工作有

效结合

中等职业学校的班主任工作，是学校管理中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首先，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不断通

过案例教育，警示学生注意分辨网络诈骗信息，帮助

学生提高信息道德素养，培养学生信息道德。另外，

班主任在日常管理中可以使用网络开展学习与工作，

引导学生注重个人隐私的注意事项、合理有效地使用

互联网、知晓网络游戏的利与弊、了解知识产权的概

念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等，通过日常教学、主题班会、

板书广播、案例教学、演讲比赛、模拟法庭等形式开

展常规教学，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信息道德。特别

是疫情不稳定的当下，教育学生应该在网络上约束自

己的言行，严格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5 结语

针对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调查研究，本文通过调

查问卷的结果对中职学生信息素养现状进行研究，并

进行分析，探究针对当前现状提升中职学生信息素养

的有效途径和策略。一是以就业为中心，信息技术课

程教学紧密联系学生专业；二是以实践为核心，培养

学生创新精神；三是成立相关社团，组织社团活动，

带队参与竞赛；四是利用新的教育手段形成良好的学

习信息知识的氛围；五是将信息道德教育工作与班级

管理工作有效结合。

通过以上策略：第一，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信息技

术的热情，培养学生获取新信息的能力，引导学生能

够主动从生活中探索信息、储备信息技术新知识；第二，

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能有效结合自己的信息技术

和专业学科知识，通过信息技术和信息手段提升自己

的专业学科技能 [6]；第三，这些活动主题的设计可以帮

助学生有能力识别常见的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并可以帮助身边的人免受信息犯罪的危害，同时

形成良好的网络安全和网络道德习惯，进而外化为文

明的网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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