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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文化的视角考察远程教育
□ 王永辉

【摘 要】
远程教育研究领域一直有着技术分析的传统，技术作为远程教育的文化组成，虽不是远程教育存在的

决定因素，但却是最深刻的影响因素。 在远程教育中，技术不仅体现“ 物的文化”，同样也是“ 人的文化”，技

术的选择和改变是一个文化逐步积累的过程。技术文化直接影响着远程教育对技术的选择和使用，同样也

深层次影响着学习文化的变迁。 在实践中，需要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思维，以“ 教育学”而不仅是“ 技术学”

的观点来解决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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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当它在社

会中得到普遍认可和运用，并且这种运用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的行为方式时，就会衍生为一种文化[1]：技术

文化。技术文化，从狭义上讲是指技术本身及其变迁，

因为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2]；而从广义上来讲，技

术文化包含了技术本身及其变迁，以及由于技术变迁

而导致的技术理性和相应的其他文化变迁[3]。
本文从技术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远程教育，不仅

是因为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态与技术关系密切，

需要在关系上作出梳理，重要的是这种“多角度”能

加深我们对这种教育现象的全面认识。一般来说，教

育中的“技术视角”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用技术

（学） 视角考察教育问题，二是对教育中技术问题的

观察视角或思维方式[4]。

一

与传统教育相比，远程教育的实践水平与媒体

（技术） 的发展关系更密切[5]。在远程教育研究领域

一直就有着技术分析的传统。其中，最为直接的代表

就是三代信息技术与三代远程教育的划分，上个世纪

80 年代，加拿大学者伽里森 （Garrison）、丹麦学者

尼泊 （Nipper） 和英国学者贝茨 （Tony Bates） 从

技术分析的角度，把远程教育的发展归结为与三代媒

体技术的革新相适应的历程。同样，澳大利亚学者泰

勒 （James Taylor） 按照远程教育使用媒体技术的

特点，把远程教育分成五代远程教育和五种教学模

式，同样也是从技术分析开始。以技术的文化分析为

背景，从技术的发展阶段来勾勒远程教育的发展史，

这样的思路似乎从远程教育诞生起就注定了。
而早期德国学者奥托·彼得斯 （Otto Peters） 提

出的远程教育的工业化理论，则是把分析工业生产过

程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远程教育分析，他认为远程教

育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没有产业革命，没有现代科

学技术的进步，没有现代邮政、交通、电子通信和广

播电视等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成果，就不会有远程教

育。他把远程教育比作教育的工业化和技术化形态，

而把传统的、面授的和集体的教育归结为教育的前工

业化形态。彼得斯的理论同样是基于对社会技术文化

层面的分析。而后工业化理论经历了从福特主义到新

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发展，依旧延续了彼得斯对

社会技术水平分析的路线。
同样，几乎所有关于远程教育特性的分析，无不

把“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要点，如德国学者多

曼 （Dohmen） 和彼得斯 （Otto Peters）、美国学者

穆尔 （Michael Moore）、瑞典学者霍姆伯格 （Borje

Holmberg）、爱 尔 兰 学 者 基 更 （Desmond Kee-

gan）、我国学者丁兴富等对远程教育特性的描述分

析[6]。由于在远程教育中“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基础的

媒体教学占有主导地位” [6]，对于远程教育而言，

“技术是变革的力量”[7]，新技术的不断应用，推动

着远程教育的内涵的不断深化。而 E－learning （电

子学习），M－learning （移动学习）、U－learning

（无缝学习） 等新学习文化理念的不断形成，也是基

于不同时代技术文化的变迁，从而不断丰富着人们对

远程教育的理解。
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体现了人类在教

育上所具有的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因此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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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密切”关系，从外部看是由一定社会的技术文

化水平决定的，社会的生产力技术水平决定了远程教

育的技术使用，也就是存在一种不可超越的适应关

系；而从远程教育内部看又因此形成了那个时代、那

个阶段远程教育特有的技术文化特性———亚文化乃至

亚亚文化特性。一定的社会的技术文化条件激发了教

育形态的演变，使远程教育成为了一种可能，广泛意

义上的远程教育起源也许历史更早，而对于每个存在

的远程教育系统内部，特质的、有别于社会的亚技术

文化客观存在，体现在远程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

者、学习者的技术观、价值取向以及对技术的使用当

中。根据法国学者路易斯·多洛、德国哲学家 E·卡希

尔等人的技术文化观点，技术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以

“技术文化”为角色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以技术为

基础，并对技术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产生宏观的调控；

没有离开技术的文化，也没有离开文化的技术，二者

是统一不可分的；技术与文化，二者通过互动机制形

成一定的技术文化系统[8]。远程教育作为人类的一种

教育文化现象，是以一定的技术为存在基础，而技术

作为远程教育文化的一部分，以技术文化为角色存在

于教育文化之中，某一远程教育系统客观存在一定特

点的技术文化模式。
从远程教育发展史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的远程

教育有着不同的技术文化特点，三代信息技术与三代

远程教育理论便是很好的归纳，每一代远程教育集中

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技术文化特点，同样自身也可能存

在着与社会技术文化具有差异的技术文化特性，远程

教育中使用的技术不一定是社会中最流行、最先进的

技术，有时也存在“路径依附”现象 （即指一种技术

对其他技术的影响，当一种技术由于偶然因素被选定

时，随后的技术选择就会被锁定在一定的开发路径上，

而这种路径未必是最佳路径）。从广度上来看，世界

各国的远程教育也体现着不同的技术文化特性，技术

在使用上各有选择，各有偏重。比如英国开放大学的

远程教育注重在技术上对教材的精心开发、对学习支

持服务的不断完善改进，从而达到对学生自主学习的

支持。而美国的远程教育则注重在技术上对及时双向

交流的远程课堂学习的支持。在深度上看，对于某一

运行的远程教育系统，我们也看到，技术始终贯穿于

该远程教育系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所有过程环节之

中，没有不利用技术的远程教育 （相对于传统教育而

言），技术的选择和利用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总是

在一定技术文化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技术作为远程

教育的文化组成，虽不是远程教育存在的决定因素，

但却是最深刻的影响因素。

二

技术是复杂的，理解技术同样复杂。在教育中，

对技术的理解同样遭遇到了技术哲学家们所遇到的分

歧。
美国学者卡尔·米切姆把技术观分为两类：“工

程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传

统”。前者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技术价值中

立，作为工具，技术的核心在于推广和应用；后者是

一种超技术的观点，对技术多持一种批判的、悲观的

态度，他们从技术的社会属性出发，察觉到技术与人

类的冲突，认为技术承载了很多技术之外的价值，技

术危及人类自由，技术之路必将是一条死亡之路[9]。
比如存在论哲学家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的

观点。在教育中，持“工程学”倾向的人往往把技术

独立于教育活动之外，当成只是辅助性的工具和手

段，没有把它和教育活动所具有的发展人性、健全人

格、内化文化等人文作用联系在一起，或者夸大技术

的功用，或者片面追求新技术的使用；而持“人文主

义”倾向的人比较复杂，他们常常传统、保守，被动

地适应技术的变化，表现为对新技术的漠视和不关

心，甚至抵触，缺乏乐观的积极态度。从行业特性来

看，在远程教育中，更多的应该提防的是前一种倾向

的人，因为没有技术自信、缺乏一定技术能力的人是

无法在远程教育领域中生存的。而其中持第一种倾向

的人往往会滋生“技术改进一切”的偏激态度，也就

是约翰·丹尼尔 （John Daniel） 先生所称的 “技术

解决论”[10]者。如早期一些互联网的狂热者曾宣称：

互联网将取代教育领域的一切，开放大学将要成为

“远程教育的遗产”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种局面，

如今开放大学依旧存在着、发展着，技术是不能决定

开放大学的命运的。所谓技术的观点，不是片面的技

术决定论，也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而是在二者之间作

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新技术对远程教育带来的影响有

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11]

我们知道，在技术文化视野中，技术一般是由技

术器物层 （比如作为方法和手段的技术）、技术制度

层（比如以技术水平为生产力标志所体现的生产关系）

和技术意识形态 （比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

技术体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三个层次组成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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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技术的价值负荷说也认为，技术不是一种中性的

方法和手段，而是特定社会中人的价值的一种载体，

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着政治、文化和伦理的丰

富内涵，体现着当时社会的价值观[13]。前者可以作

为“物的文化”，而后两者体现的可以说是一种“人

的文化”[14]。因为制度本质上是规范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同样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的思想倾向，技术在

此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技术创造者、技术使用者所具有

的人的文化特性。前文所述的持“工程学的技术观”
的人往往关注的主要也是“物的文化”，他们认为技

术就是技术，自身之外别无他物；而持“人文主义技

术观”的人关注的则主要是“人的文化”，他们认为

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有二者都容易各持一端，造成两种文化的背离，使

人们常常忽视了在技术表面的背后，隐含着的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真切关系。在远程教育

中，我们容易更多关注的常常也是技术的器物层，也

就是“物的文化”，而忽视技术中体现的“人的文

化”。“人的文化”更多隐藏在远程教育活动的主

体———教育者、学习者中，技术在作为物性工具被使

用的同时，对于人本身，教育者、学习者使用技术的

兴趣、偏好、习惯、能力等以及过程中的感受、体验

和由此可能形成的一定伦理感、价值观等等，这些都

是技术作为“人的文化”的体现。

三

在远程教育中，对技术的选择和改变是一个文

化逐步积累的过程。技术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远程

教育对技术的选择和使用。一方面，一般的技术经过

教育的作用转化为“教育的技术”，另一方面，教育

将技术不断纳入其中，自身获得发展，这是教育与技

术的双向建构[15]。
技术的自身价值是技术被选择和使用的基础。

在价值上，技术表现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内在价

值体现了技术发明者的价值观在技术形成过程中的内

化，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技术作为物质手段、知识体系

以及活动过程本身都蕴含着价值；外在价值即一种对

人的需要满足的有用性，也就是作为方法和手段的价

值，更多关注的是技术使用所产生的效果。内在价值

和外在价值自然地把“技术本身”和“技术应用”区

分开来，技术内在价值通过“技术本身”的形成，把

潜在转化为现实，在过程上处于技术的发明、设计阶

段而非实用阶段，在形态上则表现为技术的设想、构

思、图纸、说明书或者展品、样品，在文化价值上，

技术总是渗透着人的精神、期望、目的和需要。而外

在价值则是通过“技术应用”的形式获得认可，技术

的应用过程是技术的外在价值被实践具体规定、实现

的过程。技术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作为技术的价值

文化统一不可分地凝聚在技术体当中。
对于远程教育而言，对技术的选择和使用主要来

源于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忽略对“技术本身”的追

问，而从已有的“技术应用”中获得灵感，由于该项

技术在其他领域获得成功应用而被引入当中，也就是

单纯从技术的外在价值中获得“迁移”，从“社会中

的技术”到“教育中的技术”，技术不仅发生了空间

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文化背景的转换[16]。比如函授教

育时代，印刷术、邮政运输技术和早期视听技术的发

明一开始都不是为远程教育而准备的，直到 1840 年

英国人伊萨克·皮特曼 （Isaac Pitman） 将速记教程

邮寄给学生，才开创了函授教育的先河。在今天，函

授教育由于其具有技术低成本的特性，在世界很多技

术落后地区的远程教育系统中还保留着。这样的例子

在远程教育发展中还有很多。另一种技术来源形式则

是从“技术本身”出发，教育内部也会根据自身需要

“衍生”出许多技术，远程教育机构从本身需要出发，

自发地开发新技术或改造某种技术使用于远程教学，

比如一些网络学习的技术平台，适用于移动学习的掌

上电脑等，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对已有技术的二

次开发。随着现代远程教育对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的增加，这两种技术来源方式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或者在一些地方我们无从寻根溯源。
不同的技术文化背景会影响技术的选择和使用。

技术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

景，技术活动受技术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景、价

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决定，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

形成了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不仅体现技术价值判

断，更体现出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主体利益。在远

程教育中，何种技术得到使用、推广，常常受限于社

会技术的水平、技术的普及程度以及教育的实际需

要，当然其中也包括考虑技术的成本、效率。托尼·
贝茨（Tony Bates） 博士早年提出的教育中技术与媒

体选择的 ACTION 模型，便是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

他将技术的选择与否归纳为 7 个要素：可获得性

（Access）、成本 （Costs）、教与学 （Teaching and

learning）、交 互 性 与 用 户 友 好 （Interactiv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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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friendliness）、组织问题 （Organizational Is-

sues）、创新 （Novelty）、速度 （Speed）。其中，需

要首先考虑的是学习者对技术的可获得性。这一模型

不仅是远程教育课程开发的指导原则，同样对于传统

课堂的教学也具有指导意义。此外，同样的媒体技术

在不同的技术文化背景中使用也往往产生不同的结

果，比如在远程教育历史上就曾有过教育电视的英国

模式和美国模式之争：在美国，教育电视多采用远程

课堂教学，通过卫星进行远程实况转播，并使用多向

视频、音频转换，注重师生间实现同时异地的双向交

流；而在英国，通常则把教育电视作为印刷材料的辅

助媒体，设计制作精良，制作成本较高。这两种应用

模式反映的是技术在不同技术文化背景中的存在状

态，因此，脱离一定的技术文化，滥用或误用技术必

将遭受失败。据说，美国较早一批利用先进的网络通

信技术开展网络教育项目的大学，多数都遭到了失

败。这说明，在美国的技术文化环境中，并非最先进

的技术就能够符合远程教育的需要。
没有万能的技术，只有合适的技术。技术以文

化的本性存在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远程教育

文化系统之中，“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

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这个意

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

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17]在远程教育中，技术

并没有有优劣、好坏之分，只有适合或不适合，有效

或无效。教育技术学家海因克 （Robert Heinich） 在

《促进学习的教育技术和媒体》一书前言中也指出：

“每一项技术均有它自身的优点、局限性和适用范围。
因此它们之间没有好与坏之分，无论是硬技术还是软

技术，也无论是简单媒体还是复杂媒体。”尽管在第

四代网络远程教育盛行的今天，在世界的很多地区，

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依旧还高效地发挥着作用。
这说明广播电视技术并没有因为它较之现代网络通信

技术在技术上落后而受到摒弃，其使用价值依旧存

在；同样，在电子阅读时代，最古老的印刷术即便在

技术使用最先进的远程教育系统中依旧扮演着“主要

角色”，是最重要的学习资源。“没有一种技术是万能

的，每一种技术及技术运作的原理都不相同。”[18]。在

远程教育中，技术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有时也会表

现出一定的文化迟滞现象。“文化迟滞”是美国文化

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当物质

社会发生改变时，文化或制度并未立即跟进，通常都

是在落后一段时间后，才有相对应的文化或制度产生

的现象。我国学者单从凯用“文化迟滞”来描述远程

教育在工具 （技术） 与内容、内部与外部、理论与实

践之间存在的关系脱节现象。

四

技术文化在自身变迁中影响着学习文化的变迁。
学习文化 （learning culture） 是个体与组织系统所创

造的，包括体现积极学习原则所形成的规范、价值、
态度、哲学观。学习文化反映一个学习群体的态度、
价值和历史，一个学习群体只有通过长期的互动、个体

相互之间的同化和顺应才能形成自己的学习文化[19]。
学习文化是学习群体反映出的总体的学习特性。

首先，技术，尤其是当代信息技术引发了教育三

大基石的裂变[20]，从而也从根本上引发了学习文化的

变革。阅读、写作和计算被认为是印刷时代传统教育

的三大基石，因此也是学习文化的基础。世界各国都

把这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作为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
现代信息技术使人类的阅读从纯文本阅读走向多重思

维的超文本阅读、声情并茂式的多媒体阅读，乃至高

效率的资源检索式阅读；使人类的书写从笔墨纸张的

平面式书写到一体化、协同化、群体化的电子书写；

使人类的计算从算盘、计算器、心算时代跨入超大

型、大批量、分布式计算时代。阅读、写作和计算方

式的改变，从根本上带来了人类学习方式的变革，也

引发了人类的学习文化的一场变革。
其次，技术引起教育主体条件的变化，重新塑造

了学习者文化群体。技术以“工具”的形态进入教育

活动中，并进而改变和重塑了教育主体的能力和行为

习惯，它就不仅使教育活动的外在条件发生了变化

（工具的改变），也使教育活动的主体的内在条件发生

了变化 （能力和行为习惯的改变） [21]。教育技术学的

研究也表明，技术能弱化不同学习者文化背景和语言

方面的差异，使学习者获得更加平等的学习机会。以

当前最受关注的网络 Web 2.0 为例，教育专家们对

此都做了很多展望，“Web 2.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与已有的技术相比，它给了学生更多在线创作的空

间，它提供了更多的工具让学生自己制作多媒体和各

种材料”，“以 Web 2.0 为代表的新技术将给学生更

多的控制权。”[22]教育主体条件的变化，是学习文化

变革的最有力因素。
再次，技术在进入教育之中后，成为教学的内

容，客观上丰富了教与学的广度和深度。在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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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术既表现出工具性，同时也在其“教育化”后

促进学习者“从技术中学习”，使技术成为学习内容

的一部分[23]。技术作为工具，提高了学习活动的绩

效，同样作为学习的内容，“技术所做的就是要提高

人们使用技术的能力。”[24]成为学习内容的技术，将

是最具有价值的学习内容，它能够不断内化为学习者

的学习力，引发了学习者行为和能力的改变。同样作

为教学的内容，技术被整合到学科教学当中，也使教

学呈现出新的面貌，技术可以使知识具有多样化的表

征方式，使教学的交互程度以及教学设计的可利用元

素都大大增加，从而使教学设计的优化成为可能。
最后，技术逐步在消除各种教育形态间的隔阂，

一定程度上带来学习文化的融合。学习文化差异是学

习群体特性的差异，一般表现在学习方式、习惯、心

理特性上的差异，而不在于学习结果的差异，学习本

身在不同情境中是不存在质的区别的。在远程教育

中，技术所起的作用在系统功能上“主要指在课程开

发和发送，学习支持服务以及教学管理中的应用三方

面”[25]，而使用技术的最初的意义在于弥合教学双方

“心理上的空间和通讯上的空间”距离，建立教学双

方的“对话”，无论德斯蒙德·基更的教与学过程再度

综合理论、伽利森的通信和学生控制的理论，还是远

程教育的学生自治和双向通信的理论等，都对技术的

作用寄予了厚望。正如托尼·贝茨博士所说的，“新

技术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它使得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

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尽管二者之间仍然有着差异，

但是差异不像以前那么大了。”[26]远程教育研究的趋同

学派的代表人物澳大利亚的堪培奥（Mick Campion

）、史密斯（Smith）、英国的泰特 （Malcolm Tight） 等

则认为远程教育将逐渐与传统教育并合，趋同，界线

模糊，主要表现在传统院校越来越重视教育技术、媒
体技术，技术使二者在学习方式、管理方式上渐于趋

同，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双重院校

模式在实践上的理论升华。技术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远

程学习文化与传统（课堂）学习文化的融合。

五

尽管技术在远程教育中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和地位，但技术终究是人的技术，客观受到人的发展

水平的制约，技术的实现过程是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

者共同构建的。用技术学的观点来看，教育某种意义

上也是技术，是育人的技术，因此教育与技术二者存

在着某种逻辑上的统一。远程教育就是技术与教育完

美结合的典范，它在实现技术有效性承诺的同时，也

使教育的变革处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技术成为教育

最强势的推动力。教育作为育人的技术，是人与技术

的统一，因为在一定的技术文化当中，技术也是人的一

部 分。正 如 德 国 技 术 哲 学 家 恩 斯 特·卡 普（Ernst

Kapp）认为，技术是人体器官外化的一种投影，是人

体器官的形状和功能的延伸和强化。
在教育实践中，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技术为本？[27]

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 曾把人类的理性划分

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他认为在工具理性盛行的现

代社会，缺乏价值理性的判断是何等遮蔽，只有走出

工具理性的“樊笼”，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尽管在

远程教育的现实环境中，我们看到还存在着一些“见

物不见人”，忽视技术文化规律的现象，主要表现在[28]：

重视硬件“物”的条件，忽视人的文化环境营造；重

视使用新技术，而忽视技术效益、技术实效，奢侈浪

费；重视技术的“新奇”，而忽视学习者的认同。这

些显然都是工具理性思维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我

们需要依靠价值理性作出判断，合理决定行动。
同样在远程教育中，我们要以“教育学”而不仅

是“技术学”的思维来解决教育问题。马克思、恩格

斯曾指出，技术对人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人类与技

术应用之间存在着一种适切性的伦理关系。人们也逐

步发现，现代信息技术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同时，也在

不断创造新的数字鸿沟。在现在远程教育中，技术带

来的新的忧虑也在发生，“教学资源量的激增会使学

习者产生焦灼感，信息过载带来的信息餍足比信息匮

乏下的信息饥渴更不利于学习的发生。电子化界面的

屏幕加重了本已严重的人与自然、人与事务本相的隔

膜、疏离。” [29]技术虽然利于远程学习关系的建立，

但却不能从根本上维系这种关系，因此，“重要的

是，我们应以教育学而不只是技术学来推动我们的决

策和行动”[30] 诚如一位学者所期望的：在远程教育

中，要优先考虑学习规律和认知科学，然后才是技术
[31]。发展远程教育，最终还要靠教育文化的力量，

而非技术和媒体的支撑，要靠“对远程教育对象的准

确把握，对媒体工具的深刻理解，对教育目的的准确

定位，对教育内容、方法、组织的整体协调，而建立

起来的新的适应信息时代特征的远程教育文化。”[32]

* 本文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十一五”立项课题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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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远程学习绩效研究”系列成果之一，批准号
07B077Y。

责任编辑 池 塘

[参考文献]
[1] 沈阳. 论信息技术文化[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 3） ：99-101.
[2] 孙孝富. 技术文化批判[J].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综合版） ，2006，
（ 1） ：101-105.

[3] 孙孝富. 马克思、恩格斯的“ 技术文化”批判思想[J]. 科学技术与

辩证法，2007，（ 3） ：53－56，61.
[4][15][16] 李美凤，李艺. 人文主义技术视角中教育与技术的“ 一体

两面”———兼论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的对话何以可能[J]. 开放教

育研究，2008，（ 1） ：47-52.
[5][31] 陈丽. 远程教育学基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 丁兴富. 远程教育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 托尼·贝茨. 技术应用的理念[J]. 中国远程教育，2007，（ 7） ：22-24.
[8][13] 许良. 技术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9] 张成岗，王天. 技术之路：死亡与拯救———超越论的技术批判思

想[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 10） ：20-24，43.
[10] [英]约翰·丹尼尔. 技术运用与远程教育：信息与通讯技术在教、

学及管理中有效运用的原理之探讨[J]. 中国远程教育，2002，（ 8） ：
7-12.

[11][22][24][26] 冯晓英，陈青，曹凤余. 新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托尼·贝茨博士访谈录[J]. 中国远程教育，2007，（ 7） ：21-25.
[12] 张明国.“ 技术—文化”论：一种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新阐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 6） ：15-19，29.

[14] 林德宏. 人与机器———高科技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复兴[M]. 江

苏教育出版社，1999.
[17] 龙应台. 文化是什么？ [N]. 中国青年报，2005-10-19.
[18] 叶成林，丁新. 托尼·贝茨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04，（ 2）：74-
78.
[19][28] 王永辉，冯丽樱. 远程学习支持服务：文化的视角[J]. 中国远

程教育，2007，（ 5） ：23-27.
[20] 桑新民. 从印刷时代到信息时代：人类学习模式与教育模式的

历史性变革[J]. 职业技术教育，2001，（ 12） ：32-37.
[21] 颜士刚，李艺. 论教育技术化是技术教育价值的实现和彰显[J].

电化教育研究，2007，（ 12） ：9-12，28.
[23][30] [爱尔兰]德斯蒙德·基更，丁新等译. 远距离教育理论原理[C].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
[25] 丁兴富. 教育技术及其在远程教育的应用[J]. 中国远程教育，

2000，（ 6） ：22-26.
[27] 余胜泉. 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技术为本？ ———教育信息化应用推

进的措施与策略[N]. 中国教育报，2006-4-27.
[29][32] 单从凯. 远程教育的文化迟滞[J]. 远程教育杂志，2004，
（ 1） ：62.

收稿日期：２００8－05－10
作者简介：王永辉，助理研究员，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远程

开放教育研究所（210036）。

结 论

网上学习材料的撰写是一项大工程，优质的网

上学习材料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习

者坚持不懈地完成学业。网上学习材料的撰写，要求

撰写者不仅应具有学科知识，还要有网上学习原理的

知识和技能，在缺乏这样的人才的情况下，由学科专家

和教学设计人员合作撰写网上学习材料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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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学完了第一章，下面进行简单的小测验。
一、以下哪一项是定量研究的哲学范式？

● 实证主义
● 主观认知
● 文化阐述

二、以下哪一项是定性研究的哲学范式？
● 实证哲学
● 阐释范式
● 客观主义

三、以下哪一项是定性研究的特征？
● 研究设计灵活多元变化
● 采用测量、问卷等研究工具
● 采用数据统计等技术

四、以下哪一项是定量研究的特征？
● 资料分析采用描述的方法
● 研究严格安排预先设计的程序进行
● 研究采用记录、录音的工具

五、以下哪种主要是属于定量研究方法
● 人种学
● 问卷法
● 参与性观察

（上接第 27 页）

开 放 学 习

37



２００８ 年 10 月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Influence of Macro Environment Changes on the Demands

for RTVU Education

The 4th Subcommittee of CCRTVU Advisory Committe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s the 21st century progresses,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ging popul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re develops an ever-growing competition among Chinese universities for more stu-

dents, which, hence, poses a new challenge for China Central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CRTVU). Fir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oses new requirement for CRTVU to follow closely various needs in professional

and/or vocational training when industries reshuffle their structures, and labor mobility is expanding rapidly.

Second, as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changes, CRTVU is supposed to contribute more in upgrading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rural people, and in providing training of various vocational skills; and,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CRTVU is bound to provide more community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people, to

enrich their aging days. Third, as technology develops, it requires that CRTVU extend its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 a publ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platform. Fourth, chal-

lenges from within educational circles presses CRTVU to practice a needs-oriented supply mode. In short,

the RTVU system is to embrace a brighter future if the above four areas are well considered and well bal-

anced.

Keywords: vocational training; needs-oriented

Distance Education from a Technological Culture Perspective

Wang Yonghui

Technology has been playing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istance education (DE) ever since DE was

born, with technological analysis as a tradition in DE research, looking at DE history from technologi-

c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Almost all analysis of D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s "wide use of multi-me-

dia technology". As a cultural component of DE, technology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displaying

both "physical culture" and "human culture". Culture influences the choice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n DE, and technological culture influences the changes in learning culture. Technology redefines the

learning communities, expands the depth and width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is removing barriers

among different forms of education, and hence, brings about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learning cultures.

However,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one needs to avoid an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What matters most is education rather than technology. The DE development, eventually, relies on ed-

ucational culture, not technology, nor media.

Keywords: distance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culture; technological analysis; learning culture

Writing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Zhang Weiyuan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are the main learning content of web-based learners, and can take the

place of print-based textbooks used by teachers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s. Thus, quality online learning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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