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ity
创意 2030

Quality 
Education
优质教育





5C2030 ISSUE 5 – 2020

Quality 
Education
优质教育

C2030 #5

版权声明

本刊与投稿者共同拥有已发表文图之版权，所有投稿均
可用于本刊衍生出版物及本刊出品方官方网站、微信而无需
另行通知作者。本刊文字和图片未经书面批准，一概不得以
任何形式和方法转载或者使用。

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即视作者同意授权本刊代理其作品
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权授权
第三方进行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网络传播；本刊支付的稿
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费用。稿件如未明确标明作者，则
为本刊编辑部自撰。

作者言论代表其自身观点，不一定代表出品方的观点，出
品方也不以任何形式对此负责。

部分文章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
原作者联系出品方，协商解决。

4 卷首语 / 萨拉·奥兰多

THE BIG PICTURE 大背景
9 合作，刻不容缓！ / 斯蒂芬妮亚·贾尼尼

11 人工智能之外的变革要素 / 乔夫·穆尔甘

13 抗疫迎敌，无言英雄功不可没 / 
佩妮洛皮·蔻加诺·戈德堡

15 新冠肺炎——一种神秘的疾病：
一场摧毁全球社会经济秩序的噩梦 / 
梅里·马达沙希

18 时尚行业面临气候变化挑战 / 汉斯·道维勒

THE SMALL PICTURE 微格局
29 文化导向的设计：

对当今设计教育挑战的亚洲视角 / 
萨拉·奥兰多对话李淳寅

31 赋能非洲数字企业家 / 
珀尔修斯·姆兰博、莉迪亚·齐赛切·恩戈马

33 不完全成长宣言 / 布鲁斯·茅

36 印度尼西亚微型图书馆 / 杨碧琼

CHINA LOGS 中国日志
43 在线教学助力停课不停学的 

实践创新 / 陈丽

46 K12教培机构的适应性变革 / 杨碧琼

48 网络课堂是什么样子？ / 方柏林

51 人工智能时代的不确定之美 / 王敏 

56 玩着学：实地笔记 / 何京蕴

63 第一流的乡村教师 / 杨碧琼

70 

74 

78 

83  

86 

94 

96  

VISUALIZE ME 文化视觉
涂色书 / 米兰艺术指南

野生城市 / 
Giovanni Bellotti, Erik Revellè,
The Why Factory / Félix Madrazo, 
Wim Schermer, Bas Kalmeijer

“我”的情绪 / 森林&北京服装学院二年级学生

SERIAL INNOVATORS 对话创新者
人工智能的艺术 / 李开复访谈

在线教学应对全球疫情：以Coursera为例 / 
萨拉·奥兰多

CREATIVE SENSES 创意资讯
创意2030论坛线上活动

The Last Page 尾记

封面 印度尼西亚Warak Kayu微图书馆 
(见本刊第36-37页); 图片提供方：SHAU



7

卷首语
by Sarah Orlando
萨拉·奥兰多

《创意2030》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
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CSD）出品的特辑，
旨在通过创新，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

《创意2030》的出品目的不是为了探讨
最新鲜的时事，而是针对社会挑战提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那些源于创造性思
维的创新解决方案，因为它们具有增强地方
社区能力和推动国际讨论的潜力。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在一个可
持续的世界中实现共同繁荣提供了蓝图，然
而，在距离2030年还有十年的今天，还有许
多领域仍亟需得到人类的共同关注。

本期围绕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并为所有人

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全民教育一直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2005年，教科文组织启动了《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国际

实施计划》。为了“塑造我们想要的未来”，作
为上述《十年计划》的后续措施，教科文组织
又发起《全球行动计划》（GAP）。GAP的总体
目标是在五个优先领域（政策支持、全方位方
式、教育工作者、青年力量和地方社区）发起
和扩大行动，以推进议程进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最新进展报告
《2019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估计，2015

年仍有6.17亿儿童和青少年缺乏最基本的阅
读和数学能力，其中1/3处于失学状态并迫切
需要获得教育。尽管有证据表明优质的幼儿
教育是一个社会对儿童进行的最佳投入之
一，但同一份报告显示，在最不发达国家，幼
儿教育的参与率仅为43％。

2017年，仍有2.62亿儿童和青少年（6至17
岁）失学，占该年龄段全球人口的近1/5；在大
多数地区，尤其是在中亚、北非、西亚以及撒
哈拉以南非洲，仍有诸多因素使女孩无法接
受教育。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以上的学

校仍然无法获得基本的饮用水、洗手设施、互
联网和计算机。教育是促进社会经济向上流
动、摆脱贫困的关键，因此，现状之下，谁被落
在了后面，再明显不过。

此外，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2019
年5月承认，只有1/3的国家在政府教育支出
上花费了政府总支出的15％至20％，这有悖于

《2030年教育行动纲领》的建议。要实现包
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道路还很漫长。

虽然最近几十年来，全球人类基本的阅读
和写作技能得到改善，性别差距也在不断缩
小，但是在2016年仍有7.5亿成年人（其中2/3
是女性）是文盲。比较积极的消息是，青少年
识字率普遍高于成人。

在筹备本期内容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
全球。截至4月2日，193个国家的约16亿学生
被迫停课，占总学生人数的91.3％。到5月21
日，全球163个国家的13亿人仍处于居家隔离
状态。

借用经济学家蒂托·博埃里（Tito Boeri）
的话：“新冠肺炎不是民主病毒。”这场疫情确
实有可能加剧不平等，并威胁到全球范围内
的教育普及。

“现在是时候在包容和公平原则的指导
下，分享数据和解决方案，并将这些丰富的知
识、能力和人才资本联系起来了。”教科文组
织 教 育 助 理 总 干 事 斯 蒂 凡 尼 亚·贾 尼 尼 

（Stefania Giannini） 在本期开篇社论中
写道。

现实情况表明，那些拥有最先进的数字基
础设施的国家，在抗击疫情时的成效也最为
显著。《大背景》栏目里戈德堡（Goldberg） 
的文章对此做了精确的分析。

甚至在疫情暴发之前，由布鲁金斯学会全
民教育中心和乐高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改变
世界的技能”项目的结果就警告说：“快速的
变化可能会让大型社区落后，无法最大限度
地发挥每一个成员的潜力。无论在今天还是
未来，年轻人都必须做好准备兑现这些承诺
并应对这些挑战。”

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 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

《教育和技术的竞赛》（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一书中分
析了教育如何在社会阵痛时期迎头赶上，最
终通过正确结合技术和技能实现繁荣。

资料来源：安德烈亚斯·施莱歇：“技能：
全球趋势，挑战和机遇”演讲，卢布尔雅
那，2016年4月7日。灵感来自克劳迪娅·
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的著作《教育与技
术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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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期一样，本期的核心故事是世界观与
本土化见解之间的对话，几个主要栏目设置
也反映了这样的逻辑，包含《大背景》《微格局》

《中国日志》和《对话创新者》。我们同样介绍
了具体的创意项目，特别引入中国的相关视
角，将新冠肺炎应对措施与我们的核心主
题——“优质教育”联系起来，因为这些视角确
实具备应对全球挑战和实现人类共同抱负的
能力。

在紧扣“优质教育”这一主题的同时，不得
不居家办公的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感到有必要
讨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挑战。

因此，在本期杂志中，读者不仅会发现乡
村学校的案例，还会看到创造性的教学方法
和物理空间。我们特别带来了关于政府措施、
慈善事业、企业倡议的观点，在追踪核心主题
的最新进展的同时，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
实：所有努力都显示出技术是目前我们所知
的寻找共同解决方案的最便捷和最有效的方
式。它未必是最好的，当然也不是唯一的，却
是目前最可取的。在不能拥抱、避免社交和聚
集的当下，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借助技术拥
有一个安全港，让我们在其中思考和行动。

我们有幸能够远程访问向所有人开放的
知识档案，挖掘过去积累的丰富知识，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本期《信使》旧刊的节选、布鲁
斯·茅（Bruce Mau）的《不完全成长宣言》，以
及洛里斯·马拉古兹（Loris Malaguzzi）提出
的瑞吉欧教育方法，都是这一编辑方法的成
果，以飨读者。

在充当特辑视觉间歇的《文化视觉》栏目
中，我们重点介绍疫情期间开发的项目，其
中，“野生城市”项目将带领我们探索野生世
界的可能性。

我们传达机构、学界、企业、基层社会组织
和个人的声音，因为只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
同参与，全球范围内才能实现真正持久的 
变革。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总有一天，所有
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教育的意义在于让人
们学会去爱、去成长、去改变，而不是为某项
扼杀我们潜能的工作做痛苦的准备。教育的
本质应该是快乐的。”

疫情终将结束，世界将会痊愈，所有人都
将获得公平和包容的优质教育。  

1 OUT OF  OUT O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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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刻不容缓！
斯蒂芬妮亚·贾尼尼（Stefania Giannin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

我们处在一个混乱和不确定的时代，但这次问题的起因不是
数字革命，而是一场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竭力遏制的全球大流
行病。

早在2015年，比尔·盖茨就在一次有预见性的TED演讲中
警告说，全球性灾难最有可能产生于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病
毒，而我们并没有做好抗击这种病毒的准备。

五年后的今天，许多城市被封锁，人们被限制出行，与死
神的斗争每天都在进行，就连一些全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的
公共卫生系统都已经不堪重负，在落后国家更是如此。此时
回顾他的演讲，着实令人唏嘘。

超越设备——加强人类社会结构的韧性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2020年，全世界一半

以上的学生——12亿儿童和青少年——会因
为病毒而被迫停课。

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实行学校停课的120多个国家，每个家

庭都受到影响。与同龄人、家长、看护者、老师
和教育工作者分离给学生们带来的压力是无
法估量的。

教育系统原本就在包容性方面不及预期，
未能传授给学生面向21世纪的技能，也未能
给予教师公平的待遇，更未能获得实现全面
虚拟教育的能力。

现在，各国政府竞相通过其他方法维持学
校教育的正常运转。从电台、电视到虚拟教
室，每一位教育部长都在寻找最合适的远程
学习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设备、
平台、内容和互联网连接的范畴——它关乎人
类社会结构的韧性、情感支持和对最弱势群
体的关爱。

国际社会不能让这场危机加剧不平等。
当教科文组织邀请各国教育部长参加关

于新冠肺炎对策的线上会议时，70多个国家
迅速响应，其中既有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
和伊朗等全面停课的国家，也有墨西哥、哥伦
比亚和毛里求斯等采取了预防措施的国家。

这种积极性体现了压力之下各国对相互
学习和分享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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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一半全世界一半
以上的学生 以上的学生 
12亿儿童和
青少年
会因为病毒会因为病毒
而被迫停课而被迫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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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之外的
变革要素
乔夫·穆尔甘

尽管媒体充满了悲观和批判，但你也许不知
道，仍 有 一 些 地 方，科 技 被 视 为 向 善 的 力
量 —— 甚 至 是 一 种 救 赎 之 力 。最 新 调 查 显
示，80%以上的非洲年轻人对于科技对非洲
的作用表示乐观。

但在其他地区，人们日益感到他们陷入了
一场与科技的恶斗，科技威胁到他们的工作
岗位，偷走他们的数据，摧毁所有童年梦想，
还破坏了民主。科技常常就像远在天边又无
法问责的力量对我们施加的作用，而不是我
们可以控制之物。尽管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极
尽推崇，但该领域的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定
向宣传与广告的操纵方法上。毫不奇怪，人们
感到无力而焦虑。

幸运的是，我们仍有办法与从线上走向市
场的杰出科技形成更好的关系。一个替代战
略是发展“集体智能”，它不寻求用人工智能
取代人，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结合人类和机器
的优点。这一方法正在商业、科学和政府领域
形成影响力，部分原因在于它有用，但也有部
分原因在于它体现了我们许多人所珍视的民
主和人道的价值观。

只要你使用过维基百科，你就算领略过集
体智能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百万人
在网上合作，制作的可靠而准确的知识供所
有人查阅。从某种角度讲，维基模式并不是新
鲜事。十九世纪，《牛津英语词典》便招募了数
万名志愿者勾勒英语词汇的意思，和今天的
维基百科异曲同工。

只有多边平台才能做到这一点。
自从教科文组织精心挑选的远程学习解

决方案清单发布以来，无数个人、公民社会组
织和公司已经主动免费提供他们的知识和平
台。一个通过一系列专题网络研讨会分享各
种方法和专门知识、共同面对挑战的国际实
践社群已经形成。

同样，只有多边平台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彰显教育内在价值观的国际团结精

神现在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合作，以支持各国
的应对行动。

多边主义的作用：汲取经验并加以推广
当前全球卫生紧急事件的一大背景是，在

这场危机之前，全球就已经有2.6亿儿童和青
少年失学，还有数百万在校儿童没有掌握基
本知识。许多在危机之前已经处于弱势或者
即将辍学的孩子，在危机过后肯定无法再踏
进学校一步。

面对这场危机，人们必须意识到投资于更
强大、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的必要性。

现在是国际社会围绕这一目标团结起来

集体智能在近几年来实现了腾
飞，原因是我们能够使用的工具前所
未有地强大。以Zooniverse等“公民
科学”项目为例。Zooniverse动员数
百万网民的力量搜索新恒星，分析肿
瘤，和完成其他观察性任务。该方法
的支持者认识到，我们有巨量的脑力
盈余——特别是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国
家——等待利用。

集体智能也在改变医疗，数千项
计划将患者集中起来，共享数据或制
定更好的疾病管理方法。一个著名的
计划由对现有医疗机构不满的糖尿
病患者推动，动员志愿者设计人工胰
腺（胰岛素泵）。

这样一种信念，即对远
程学习的投资既应该
减缓新冠肺炎造成的
直接干扰，也应该有助
于建设更加开放和灵
活的未来教育体系。

在 我 居 住 的 城
市 —— 教 科 文 组 织 总
部所在地巴黎，每晚8点，居民们都会聚集在
窗前，为英勇的医护人员鼓掌欢呼。

我和他们一起参加这个仪式，同时也想到
每天面对远程学习这一新现实的数以百万计
的儿童、青少年、教师和家长——他们分享教
育和坚持学习的决心值得我们尊重、肯定，最
重要的是支持。

我们不知道这场大流行病会持续多久，但
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必须大胆、创新
和共同应对其后果。  

本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Covid-19给教育带来
的影响的系列回应文章中的第一篇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 
emergencies/coronavirus-school-closures)
原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微信公众号

当教科文组织邀请
各国教育部长参加
关于新冠肺炎对策
的线上会议时，
70多个国家迅
速响应

的时候了：实现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与终
身学习，不让任何人掉队——这是各国五年前
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承诺达成| 
的目标。

现在是在包容和公平原则的指导下，分享
数据和解决方案，并将这些知识、能力和人才
资本联系起来的时候了。

现在是团结起来的时候了，我们不仅要确
保学习能够继续，而且要投资于教育变革个
人、社区和社会的力量。让我们不要忘记教育
对消除贫困和不平等、赋能女童和妇女以及
改善健康的影响，因为保持身体健康和预防
疾病需要知识。

知识共享已经启动，而且正在迅速发展。
全世界的教科文组织网络、中心和研究所已
经全面动员起来，举办网络研讨会和专题讨
论会，提出建议，共享知识。虽然从这些丰富
的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各方共同面
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推广这些经
验，而不是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数字
鸿沟。

作为其领导教育工作的职责的一部分，教
科文组织正在发起一个全球联盟，将合作伙
伴聚集在一起，支持各国的对策。该联盟秉承

现在是在包容和
公平原则的指导
下，分享数据和
解决方案，并将
这些知识、能力

和人才资本联系
起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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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这些成功，企业也开始更近距离地
审视集体智能的潜力。比如，教育应用多邻国

（Duolingo）用志愿者改进语言学习功能。
著名玩具公司乐高早已开始依靠“粉丝”帮它
设计新产品。德国工业巨头西
门子用集体智能模式组织内
部资金配置，其支持理论是西
门子工程师要比上层管理者
更清楚哪些项目最有可能成
功。

最后，政府机构也在利用
集体智能的力量。对大部分人
来说，美国宇航局（NASA）给
人的印象是休斯顿的白大褂和框架眼镜。美
国宇航局确实仍然雇用大量科学家，但也向
外部世界敞开大门。不管是设计新太空服，还
是编写火箭发射软件，NASA都会从各行各业
各人汲取思想，一旦采用给予财务奖励。

在这里，统一的思路是动员来源尽可能广
泛的数据、洞见和思想，如此，各种组织都能

获得比仅仅依靠算法或内部人员更大的成功
机会。集体智能的最佳例子能够结合人类脑
力和计算机处理能力，而不是把两者视为彼
此的替代品。人工智能和集体智能结合常常

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在“自由象棋”中，有计算机帮助
的人类可以击败最好的人类棋
手和最好的计算机。

人工智能与集体智能的结合
潜力巨大。比如，威尔士斯旺西
大学的一个项目让也门人上传
弹药碎片，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
归类，形成战争罪起诉的罪证。

类似地，雅加达市将公民生成的洪水数据与
传感器数据相结合，形成实时警报和响应系
统。最近，类似的方法被用于跟踪COVID-19
疫情的传播。

民主本身也成为集体智能最有前途的领
域之一。许多实验证明，科技可用来改善政治
包容度，挑战极权主义。 联合国也通过新的加

速器实验室（Accelerator Labs）承认了集体
智能为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尽管如此，今年我们仍将花费数千亿美元
用于具体而有限的人工智能项目上，如面部
识别，组合产品或视频推荐，以及赢得围棋比
赛。这些应用本身严重依赖于人，需要人的数
据来训练算法。光靠人工智能根本无法胜任
处理复杂的混乱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我们的
日常生活意义才最大。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
结合人力和机器智能。

纯粹的科技方案可能言过其实，而往往令
人失望。但愿我们在未来十年能学会如何使
用科技增强我们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取代我
们的能力。  

乔夫·穆尔甘 （Geoff Mulgan）  
是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著有 

《大思维》。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抗疫迎敌， 
无言英雄功不可没
佩妮洛皮·蔻加诺·戈德堡

并非要否定全世界护士、医生和医疗工作者
的惊人付出——但有的时候，在面临更强大的
敌人时，人类无论多么竭尽全力，多么无私牺
牲，都毫无胜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强敌。如果没有科学技术，
这场抗病之战可能已经落败。

准确来说，是数学和技术。提到数学，是因
为理解“指数增长”之类的基本概念对于正面
进攻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日本和韩国能够成功地控制疫情，
既得益于强大的政府，也要归功于“社会利益
高于个人利益”的文化传统。我想补充的是，
这些国家的学生数学能力也很突出。在经合
组织(OECD)发布的201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
目(PISA)排名中，中国以591分（总分600分）
的成绩摘得数学科目的第一名，日本和韩国
则分别位列第六和第七。相比之下，意大利仅
排在第31位，西班牙排在第34位，而美国则排
在第37位。

PISA项目评估或许有其不足之处，但这些
数据在大体上能够衡量参与国公民的平均数
学水平。排名最高的国家似乎采取了最有效
的防疫策略，这提醒我们，从根本上来说，我
们寻求更好的数理逻辑训练不是为了获得更
高薪的工作，而是为了对我们的生活作出更
好的决定。

在防止疫情扩散的战斗中，科技是真正的
王者。这里我并不是指重症监护室和呼吸机，
毕竟重症病人只有依靠它们才能维系生命。
我所说的是最新的数据驱动技术，这种技术
能够帮助有关部门追踪病例，与患者取得联
系并尽早采取隔离措施。近年来，这些技术一
直备受批判。而现在，当它们帮助我们治病救
人时，它们值得一切赞美。

韩国的战疫成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截至
3月17日，尽管一开始焦头烂额，韩国累计确
诊新冠肺炎8320例，死亡81例。相比之下，意
大利同期确诊患者多达27980例，死亡人数
达到2158人。

技术对疫情防控的作用不仅仅是追踪和
隔离。美国和欧洲国家开始采取严格的封锁
措施，世界经济或将因此遭受灾难性打击，而
科技为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许多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已经关闭办
公场所，要求员工远程工作，并为他们提供远
程所需的计算和视频技术支持。这不仅能够
维持经济中的重要部分正常运行，而且产生

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例如，交通拥堵问题
不复存在。在上下班路上浪费的时间现在可
以用于工作和家庭。公务出差正在被视频会
议取代，大气污染和时间浪费也随之减少。

同样，几乎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在积极寻
找线上教学方式来替代传统的课堂教学。以
前，学校停课就意味着教学时间的减少，而现
在，学生们能够在科技的帮助下继续学习。线
上教学方式的早期采用人数较少，而当前的
危机将推动网络教学的发展，因为现在所有
大学都被迫开始采取线上授课方式开展教学
工作。

当然，当面授课转向线上教学仍然存在挑
战。但是随着网络教学试验全面展开，远程教

集体智能的最佳
例子能够结合人
类脑力和计算机
处理能力，而不

是把两者视为彼
此的替代品

在防止疫情扩散
的战斗中，科技
是真正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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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 
一种神秘的疾病 
一场摧毁全球社会经济秩序的噩梦 

梅里·马达沙希

 一场未知来源的致命疫情在短时间内以惊人
的速度袭击了国际社会。这种新型、有害的传
染性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为
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到目前为
止，这种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不仅对个人
健康及环境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且它所
造成的深远及不可预见的影响也存在于整个
社会 经济和政治领域，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其
他国家扩散，世界各地的有关部门都在抓紧
控制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病毒已传播
到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4,605,673人被感
染，截至目前已在全球导致超过31万人死亡。
目前的疾病流行中心位于美国（145万人感
染，超过8.9万人死亡）、亚洲(中国之外)的韩
国、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以及俄罗
斯。此外，中东地区的恐慌也在加剧。伊朗有
12万例确诊，8000人死亡。印度、巴基斯坦、
黎巴嫩、以色列、阿联酋、科威特和阿富汗也
报告了确诊病例，并且正在为预防疾病的进
一步传播而做准备。非洲大陆的各国也在积
极准备。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首次公开电视讲话
中表示，“鉴于这种病毒无法被人体免疫，也
没有有效治疗措施，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人
将受到感染。”这一预测让欧洲和其他地区的
众多民众感到不安。“目前，专家们普遍认
为，60%到70%的世界人口将受到感染。”

（www.worldometers.info） 

多数国家效仿中国在控制湖北省及武汉
市疫情的做法。在湖北，近6000万居民被限
制外出机会。此后不久，其他国家相继实施了
一系列措施：从城市和地区的全面封锁到居
家禁令、保持社交距离及禁止超过两人的聚
集性活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率先施行。
德国多地，纽约、旧金山和美国的其他城市也
实行封锁措施，此后，英国及首都伦敦也逐渐
加强了封城措施的力度。

国与国之间的边境被下令关闭，欧洲国家
之间、美国以及其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
的人员自由流动都被禁止。世界各地的中小
学、大学和所有其他教育中心都被关闭，许多
学校采取远程及线上的教学方式。对于许多
人来说，这些措施都成了生活中的一个转折
点，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生活将会受到严重
影响。

企业和投资者正在逐步适应这一新的现
实。在这种现实情况中，日常社交活动被迫改
变，旅行受到限制，边境被封闭，正常的经济
活动受到严重限制。观察到病毒的传播蔓延
趋于失控的形势，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美国成
为新的全球疫情的暴发中心。尽管这个词在
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使用这个词的决
定表明，公共卫生官员对美国未能遏制该病
毒的担忧日益加剧。根据最新的科学模型，现
在预计到5月底美国将有10万人死亡。（截至
3月30日，美国还只报告了3889人死亡。）世
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我们必须反复和明确
地大声疾呼，所有国家仍然可以改变这一疫
情的走向。”

目前病毒已蔓延至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
世卫组织称这些国家“不作为的程度令人担
忧”，并敦促受影响国家“检测、检测、再检测”
。此外，世卫组织对中国采取的严格抗疫措施
表示敬意，这些措施似乎已使得疫情最初暴
发中心的新增病例大幅减少。

有鉴于这种“新常态”，许多重要的国际体
育赛事已被推迟，包括已经推迟至2021年7月
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最终决定推迟
之前，在希腊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
式成为历史上首个无现场观众的奥运圣火采
集仪式。同样，瑞典滑雪世界杯、蒙特利尔花
样滑冰世界锦标赛以及在阿根廷举行的其他
国际体育赛事也已被取消，是否举办另行 
通知。

国际政治也因此受到影响。计划10月底在
中国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十五次会议（COP15）被迫推迟。其他重
大国际会议，例如计划于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
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 26 届会议（COP26）和计划于6月在法
国 马 赛 举 行 的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也可能
受到影响。欧盟方面，捷克共和国总理安德
烈·巴比什（Andrej Babis）提议暂时搁置刚刚
公布不久的一项新政策——《欧洲绿色协议》，

Illustration: Yaroslav D
anylchenko

学的创新发展和质量提高将指日可待。如果
学生重返课堂，我们应当继续利用这些创新
成果，不仅可以向有此需求的发达国家提供
支持，而且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降低教育 
成本。

对于零售业也是如此，当超市货架空空如
也，或因自我隔离而无法购物时，数字平台可
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隔离期间，电影和音乐
流媒体、视频聊天和社交媒体等技术可以帮
助人们减少孤立，保持联络，维护心理健康。

疫情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现有技术发
展，且成效显著。这些发展成果不仅是战胜危
机的利器，疫情结束后也将惠及未来。但当一
切恢复常态时，我们也可能再一次面临某些
科技创新的棘手难题。

新冠危机再次引发了关于保护隐私和高
效定位的争论。近年来，常有主流信息平台使
用私人信息对用户进行个性化的新闻推送和
广告投放，由此引发的争议屡见不鲜。但同样
的技术也被应用于追踪识别病毒感染者及易
感人群。

当然，保护隐私还是保护健康的两难抉择
已是老生常谈：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要求，医
学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不能获取完整的健康数
据，从而无法做出最优的科研成果。此次疫情
提醒我们，也许有必要认真思考数据共享的
相关优势，因为它们有时可能决定着保护隐
私的价值。

如果不加干预，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有赢
家就会有输家，这在所难免。实体店的市场份
额被电商挤占，自我隔离和强制关闭可能会
对实体店经营造成重创。虽然远程办公、远程
教育的增加，以及公务出差的减少将促进一
部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们正在对另一些人
造成损失，并且这种影响将在未来几个月持
续发酵。

因此，向危机中遭受打击的个人、企业或
整个社会提供支援刻不容缓。但我们也应该
抵制一味抨击科技的风气。如果说解决当前
危机尚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认识到知识 

（这里主要指数学、科学和技术）是我们最强
大的武器。  

佩妮洛皮•蔻加诺•戈德堡（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曾任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和《美
国经济评论》主编，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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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促
进现有技术发展，且成效显
著。这些发展成果不仅是战
胜危机的利器，疫情结束后

也将惠及未来

Illustration by LAVA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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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帮助加强检测、隔离和治疗工作，保护高危
人群，并开发疫苗和有效诊疗方式。香港实业
家李嘉诚捐赠了1300万美元援助武汉疫区。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承诺出资1440万美元，
其中580万美元将用于疫苗研究。

当政府面临前所未见的一代危机时，会导
致金融市场崩溃，失业率攀高。公共和私人领
域的科学专业组织都被召集起来，共同解决新
冠病毒带来的最新医学挑战。 
 
新冠病毒与气候变化 

从气候方面而言，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
发生。在中国和意大
利 以 及 许 多 其 他 国
家，空气变得非常清
新，污染水平急剧下
降。往日里浑浊的威
尼斯大运河，现在变
得比进入现代之后的
任何时候都要清澈。

在西雅图、纽约、
洛杉矶、芝加哥和亚
特兰大等大城市，雾
霾已经消散。印度的
主要城市也是如此，
这些城市此前已经达

到了世界最高的污染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不少经济活动被迫停

止，化石燃料的使用也相应地急剧减少。在中
国，2月份的碳排放量比正常时减少了约25%
。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估计，这相当于减
少排放2亿吨二氧化碳——超过英国年排放
量的一半。短期来看，政府应对这一流行病的

应急举措似乎对减少碳排放量产生了
积极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新冠病毒会对气候
有利还是有害？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最近
指出的那样，新型病毒的威胁是暂时
的，而热浪、洪水和致命的极端风暴所
带来的威胁将持续数年。

我们对这一健康危机的应对必然会
对未来几十年的气候危机产生影响。为恢复
经济所做的努力——刺激计划、紧急援助和正
在实施的复工计划，将有助于确定我们的经
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由此产生的碳排放，从长
远来看，可能会波及整个地球。事实上，工作
习惯、个人消费模式和旅行习惯的改变，可能
预示着一个有意义的全球转变的开始。个人
习惯的彻底改变，尤其是在人均消费水平较
高的国家，可能会降低碳排放和污染，这无疑
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为了对全球碳排放产
生积极的意义，新冠病毒导致的消费习惯改
变需要从个体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

在中国，25%的碳排放量下降并不只是因
为远程办公或飞机停飞，而是因为整个工业
生产的突然停止。这大大减少了航空旅行，同
时也降低了航空燃料的排放。如果说有什么
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对气候
的短期积极影响，它戏剧性地提醒着我们，改
变个人消费习惯和促进全球经济的去碳化，
将对改善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以便各国集中精力抗击疫情。该协议承诺
欧盟成员国至2050年前将实现零排放，去年
年末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5届会议（COP 25）上
发布。在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被推迟至5月下旬召开；在美国，民主党改变
了初选投票程序，对指定总统候选人进行邮
寄投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也处于封闭
状态，安理会计划举行远程虚拟会议。

新冠病毒使得全球股市陷入动荡。3月的
第二周，道琼斯指数下跌了近12,000点（其价
值的25％），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3500点，所
有其他主要市场也都
亏损巨大。4月，美国
原油期货历史上首次
跌破零，一些产油商
宁愿倒贴也希望合约
购买者将原油拿走。
最近几周，澳大利亚、
莫桑比克、卡塔尔、毛
里塔尼亚、塞内加尔
和美国对拟议的数十
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
出口码头的投资决定
被推迟或取消。西德
克萨斯轻质原油在4
月份损失了其价值的约75％，使原油价格跌
至每桶不足4美元。全国范围内的封锁和试图
遏制病毒传播的旅行禁令使航空业陷入了数
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
计，2020年旅客收入将比上年下降55％。这
迫使美国政府签署了史无前例的3万亿美元
的救助法案，以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重点产
业 、小 型 企 业 、银 行 系 统 、医 院，救 助 超 过
3500万的失业人口。然而，各地股市持续波
动，显示出不确定性甚至恐惧还在持续。

由于担心疫情进一步蔓延，许多国家、省
级和市级政府正在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导致
人们的日常活动、日常社交受到严重影响。感
染者被隔离，担心感染的人自我隔离，所有人

的生活都脱离了常轨。抗击疫情所需的公共
医疗资源是各个国家前所未见的。世界上有
三分之二的人口处在医学隔离或居家禁行当
中，这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涉及众
多领域。大量在职人员不得不居家远程办公。
一些大型航空公司已被迫全线停飞。酒店和
旅游业受到较大影响，所有预订均已取消。邮
轮业经历了一场公关噩梦，横滨的钻石公主
号游轮和加勒比海的嘉年华公主号游轮总计
有超过4200名乘客被隔离。整个全球化可能
需要被重新审视。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难点
在于人类尚未掌握它的传播渠道、传播难易

程度和致命性、当前和未来传播范围，以及何
时能研制出可靠的疫苗和特效药。

随着社会群体逐渐适应这些新的现实和
层出不穷的政府规定，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许
多地方的生活将发生改变。政治、经济、生产
和消费、工作、交通、日常社交、学习、健康、放
松、度假等常见状态，会以出人意料、不可预
测的方式被改变。

慈善界近日带来
一些好消息，开始为
应对危机配置大量
资 源 。比 尔 和 梅 琳
达·盖茨基金会已承
诺投入1 亿美元，用

梅里·马达沙希  
（Mehri Madarshahi） 曾任纽

约联合国秘书处高级经济官员，现
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
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
全球文化网络主席、亚太交流合作
基金会副主席、华南理工大学公共
政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拥有了更加
洁净的空气和水，但新冠病毒也可能对气候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病毒可能导致全球石油
需求激增，因为油价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
下跌，抑制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在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和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
期间，碳排放也出现了下降。之后，随着经济
复苏，碳排放水平出现反弹。如果资本市场陷
入停滞，企业可能很难获得所需的太阳能、风
能和电网项目的融资。

全球经济衰退也可能减缓或阻碍清洁能
源的转型。世界上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风
力涡轮机和锂离子电池都产自中国。清洁能
源分析机构彭博社（Bloomberg NEF）已经
下调了2020年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市场
的预期，表明清洁能源转型将放缓，但我们迫
切需要加快这一转型进程。即使在最宏观的
层面上，新冠病毒也对气候有害。隔离和社交
疏远使得世界各地的气候研究被延缓或搁

2020年1月 2020年3月

source： www.es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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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实行强制远
程工作。前往北极的研究航班已经停飞，各地
的实地考察工作也被取消。没有人知道最终
会收集到多少气候数据，也没有人知道什么
时候可以重新开始有关研究。

世界领导人应对气候危机的会议被推迟
或取消，包括原计划于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
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26届会议（COP26）。这可能会减缓或破
坏本已迟缓的国际气候行动，因为各国本应
根据2015年《巴黎协定》的规定宣布新的减排
承诺。展望未来，公众的注意力很可能会从气
候问题转移到对健康和财政状况的担忧上，
环保分子的大规模公众抗议行动也正因疫情
而在室内和网络上展开。这一切将在何处、以
何种方式结束？这绝对需要坚定而高明的政
治领导，需要对科学证据和建议充满信心，以
及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克服所有挫折，应对持
续不断的新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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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一健康危
机的应对必然会对
未来几十年的气候

危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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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行业面临气候
变化挑战    

汉斯·道维勒

以下两个行业，直到20世纪中叶都还有清晰
的界限，现在已然融为一体：

·时装业（制作“高级时装”或高级时装）、
·服装业（生产普通服装或“大众服装”）。

时尚行业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全球
化产业，通常是由一个国家设计，在另一个国
家制造，然后在第三个国家销售。中国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快时尚”出口国，占世界服装
出口的30%。美国人每年购买的由中国制造
的服装大约为10亿件。在当代全球供应链中，
在设立生产条件和制定生产计划方面，拥有
最大权力的是零售商和品牌商，而不是厂家。

过去几十年，时尚行业在经济上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麦肯锡全球时尚指数显示，该行业
在此期间的年增长率为5.5%，目前价值约为
2.4万亿美元。可以说，如果把时尚行业的产
值与各国的GDP放到同一层面进行比较排
名，那么时尚行业将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但是，纺织业和时尚行业极大地危害了环
境的可持续性。全球化使得生产服装的成本
越来越低。成本价格之低，时尚品牌变换之快
让许多消费者认为时尚产品是一次性的。但
这种一次性的快时尚，在生产、使用和处置过
程中，严重污染并危害了环境。

时尚业需要在社会问题上持积极的态度 
（像贝纳通在上世纪90年代关注社会问题那

样），需要满足消费者对彻底透明和可持续性
的需求，并勇于“颠覆”自己的身份和旧有的
成功方式，才能够吸引年轻一代的客户。

2019年,英国议会的环境审计委员会发布
了一份关于时尚可持续性未来的报告，建议
进行广泛的系统变革，尤其是在政府法规方
面，以及针对可持续实践实施税收激励措施，
例如降低修补服务的增值税。该报告得出总
结：“零售商必须对衣服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负
责。他们应利用市场力量，要求供应商提高环
境和劳工标准。提供租赁计划、终生修补以及
为消费者提供有关服装来源和真实成本的更
多信息，这些都是可以更广泛采用的措施。”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年也发布了新《时尚公
约》，其中列出了时装行业
可以实现的一系列共同目
标，以 减 少 其 对 环 境 的 影
响。开云集团首席执行官弗
朗索瓦·亨利·皮诺特积极
相应，作出了表率，在早前
的哥本哈根时尚峰会上组
建了各时尚品牌的“联盟”。
在2019年比亚里兹举行G7
峰会上，在马克龙的报告中
提到，到目前为止已有32
家公司（约150个品牌）加入
其中。皮诺特强调品牌见应更多协作与共享
资源，而不是排他和保密。该《公约》围绕三个
领域的科学目标：全球变暖（目标是到2050
年实现零温室气体排放，以便在2100年之前
将全球变暖的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
恢复生物多样性（重点在于恢复自然生态系
统和保护物种），以及保护海洋（减少对一次
性塑料的依赖）。尽管目标宏大，但一些签署
方已步入正轨。Stella McCartney通过使用

再生聚酯消除了原始塑料；Zegna的亚历山
德罗·萨托正在设计可以回收的西服；Prada
承诺只使用再生尼龙；Zara正在将重点转移
到有机和再生材料上；Nordstrom刚刚推出
了“可持续风格”系列；Michael Kors、Gucci
和Versace承诺拒绝皮草。为了我们唯一的
地球，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时装公司
也应该联合起来，参与全球合作。

因此，如果时尚行业要变得更具可持续
性，就亟需将发展重心放在环保问题上，而非
行业逻辑上。追求可持续性时尚是一个促进
时尚行业转型的过程，目标是使时尚产品和
时尚系统更加有利于促进生态完整性和社会
公平。具有社会良知的消费者正在接受“慢时
尚”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即远离流行的“快
时尚”，注重可持续性材料的利用，崇尚透明
公开、合乎伦理的生产程序和劳动关系。

时尚行业需要增加本地生产和产品的价
值，延长材料的生命周期，增加持久服装的价
值，减少废物量，减少生产、生产过剩以及消
费。伊丽莎白·克莱恩在她2012年出版的《过
度穿着：廉价时尚的惊人高成本》中，清晰地
阐释了一次性消费时尚的兴起及其对地球、
经济及消费者与服装关系的影响。

服装业是对地球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高
用水量、染色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化学污染,
以及通过焚烧或填埋的方式处理大量未售出
的衣物,都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现在地球
水资源日益短缺，而用于生产时尚产品的用
水量却多达每年790亿立方米，这让人非常忧
心。因为大多数服装的生产地都在淡水紧张
的地区。

由于快速的生产会产生大量的纺织废料，
因此生产廉价服装既会危及工厂工人，也会
损害环境。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数据显示，每年
约有1280万吨衣物进了垃圾填埋场。全球纺
织品生产每年排放12亿吨温室气体（超过国
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量的总和）。时尚业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0%，产生的
工业废水占全球总量的20%，杀虫剂用量占
全 球 总 量 的 2 4 %，农 药 用 量 占 全 球 总 量 

的11%。
人们越来越担心从合成

纤维上脱落的超细纤维，会
在洗涤过程中污染地球的
水域。这些超细纤维太小，
因此无法被废水处理厂的
过滤系统捕获，最终它们会
进入大自然的水循环系统。
一项研究表明，海洋中发现
的34%的微型塑料来自纺
织和服装业，其大部分是由
聚酯、聚乙烯、丙烯酸和弹

性纤维构成的。清除服装产品中使用的合成
材料，有助于防止有害的合成纤维和超细纤
维进入自然环境。

21世纪的服装生产是高度自动化的，由计
算机控制的高速机械代替了世纪之交的血汗
工厂。计算机引导的机器使得服装设计和组
装的某些阶段可以自动化，从而重新配置了
行业中的许多角色。但缝制的基本过程仍然
是劳动密集型的，需要不断寻找低工资环境。

在亚洲、中美洲、土耳其、北非、加勒比海
和墨西哥，至少有2500万人（大多数为女性）
从事制衣业，其中从事棉纺业的人就有3亿
人。英国中部地区以及中欧和东欧等地也生
产时装和纺织品。时尚对环境的影响还包括
对生产场所附近社区所造成的影响。用于生
产和染色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了水和土壤，
给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造成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

战时式的经济经常被认为是实现国际碳
排放协议的一条潜在途径。在有关时装业和
可持续性问题的争论中，经常有人谈起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观念的彻底转变，希望
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当时，人们
对服装进行了定量配给，但这并不意味着多
样性或创造力的终结。当时有不同品质的服
装，相对地价格也各不相同，服装的设计构思
巧妙，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浪费。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使得很多人被
迫在家里工作，要思考的问题从上班应该穿
什么衣服突然变成了在厨房、卧室或客厅里
要穿什么——这极大地改变了需求状况。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时尚行业将是什么
样的？会有哪些产品和设计？将用什么材料来
满足社会需求？有没有可能在将来——比如
说——我们只能购买一定数量的新衣服，然后
可以无限量地购买二手衣服？随着行业不可
避免的转型，我们并不确定如何通过新的商
业模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最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服装厂工人受到
了灾难性的影响。孟加拉国服装出口商协会
的数据显示，西方服装品牌取消或暂停了约
24亿英镑的现有订单，导致孟加拉国超过
100万工人被无薪停工或失业。对于南半球发
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怎样的发展前景啊！  

目前世界受制于两大灾难性危机：新
冠病毒全球蔓延和日益加剧的气候危
机。这两个危机都严重影响着可持续发

展。然而，在创造和维护一个可持续的
世界方面，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

自新冠肺炎爆发至今，死于该传染病
的人不计其数；上百万人失去工作和生

计；众多工业和生产部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导致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损害。

疫情对就业、人类福祉与社会繁荣、文化与创意
以及环境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包括时尚行业。即

使新冠病毒危机解除，时尚行业在未来几年也将
发生巨变。

我们首先来看看新冠肺炎爆发之前时尚与可持
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消费者和企业对如何减少碳排放和资源使用的
问题十分关心。可持续性也是年轻一代特别担心

的问题。现在人们研发出了一种“环境损益工具”
（EP&L），可以测量全球供应链中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土地使用量、水资源使用量、水污
染情况、空气污染情况和产生的废物

量，以此帮助企业了解其对环境的
影响。

我们所处的时代，所有的行
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新市
场、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消费
者需求带来了机遇，但也带来
了风险。数字化塑造着时尚行
业的未来，激发着时尚都市的
潜力。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到来，人工智能、5G通信网络、
互联网和物联网、大数据、机器

人、3D设计和区块链不仅影响着
时尚行业的各个领域，也在彻底改

变着这一行业。尖端技术和虚拟现
实在时尚界的用途多种多样，使得生

产和分销方式能够迅速升级，以便跟
得上品味和时尚趋势的变化速度。

时装行业包括四个层次， 
涉及许多个不同领域：
(1) 原材料的生产，主要是纤维和纺 

织品，还有皮革和毛皮；
(2) 设计师、制造商、承包商及其他人

生产时尚商品；
(3) 营销、分销和零售；

(4) 各种形式的广告和促销。

时尚业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
的10%，产生的工业
废水占全球总量的

20%，杀虫剂用量占
全球总量的24%， 
农药用量占全球总 

量的11%

汉斯·道维勒 (Hans d’Orvill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
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
理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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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学子： 
有关教育与远程 
学习的历史视角

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尽管有了不少变化，但始
终秉持着初心：宣传教科文组织的理念，为文化间的对话提供平
台，为国际辩论提供论坛。自2006年3月起，它以教科文组织的六
种正式语言（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以及
葡萄牙文、世界语和韩语服务世界各地的读者。

引用皮埃尔·朗迪埃在《但是为了谁？……还有，怎么做？》一文
（发表于1970年第23期《信使》）中的一句话：“华盛顿的研究表

明，自1925年以来，美国扩张的主要因素是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
与培训，这比投资更重要。”

在翻查《信使》档案时，我们遇到了许多与教育和人道主义有
关的疑问和基本问题，它们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带着这颗时间胶囊，我们想再次重申这些问题，以提醒我们：
只有从我们的文化里，只有依靠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才可能找到
知识工具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忘记过去的人必会重蹈覆辙。几十
年来思想家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将指引我们前行。

1970年1月
1970年被定为“国际教育年”。
该 期 封 面 由 诺 曼·塞 斯 莱 维 兹（R o m a n 
Cieslewicz）专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
使》杂志设计。

  

 1970年杂志内容摘选：
《明天的学生——朝向新的全球视野》

作者：雷内·哈巴奇（Rene Habachi）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

世界，换句话说，一个反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具
有压倒性文明的新社会是由老一辈人创造的。但是老
一辈已经被常规和恐惧所麻痹，顽固地拒绝放弃控
制。他们没有利用自己创造的机会，在自己开辟的新
道路上大胆前进，而是原地僵死。新社会的重要特征
是什么？我想指出三点：第一，空间的收缩；第二，通讯
速度；第三，国际团结的痛苦。”

“如今，国际团结变得如此重要。认识到自己是
一颗行星上的存在，人类同时获得了一种全球良知，
或者如雅克·伯克（Jacques Berque）和其他社会学
家所说，一种新的‘世俗性’。”

“把教育视为一种扩大视野的方式，使其涵盖全
球，即将其扩展到整个人生。教育将不再被压缩到生
命的早期阶段，而是将持续到人死亡的那天。这样的
终身教育意味着减少传统的教学计划，只要一个人思
维保持活跃，就可以不断地更新知识。”  

“未来的学生不会用大量的事实和数字来增加自己的记忆负担，而是把它们储存在
电脑里，这样就可以自由地分析整体，进行有用的比较并得出适当的结论。”

 《教育问题》
作者：保罗·郎格朗

“如何在课内和课外活动之
间划分教育的功能？教育机
构不可以用作社区的文化中
心吗？”

“在工厂、田野和办公室获
得的经验对于制定新教育学
说的意义，无疑与哲学家的
智慧、诗人的想象力以及学
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同等 
重要。”

该设计是1970年“国际教育年”的标志，是著
名艺术家维克多·瓦沙雷（Victor Vasarely）
的作品：很多同心圆构成了一个抽象的宇宙
人的头部，由额头中心散播的知识照亮了整
个头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照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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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1986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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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
距离不应成为教育的阻碍。
以色列开放大学成立于1974年，1996年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全国性远程教育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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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编码性别： 
女性是如何一步步
退出计算机领域的

2019年5月18日，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在北京闭
幕。此次大会由中国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10余个国际组织的约
500位代表与会。会议通过了成果文件《北京共识》，
其中强调数字技能方面的性别差距是人工智能专业
人员中女性占比低，且进一步加剧已有性别不平等现
象的原因之一。

如今，女性在计算机科学学位中所占的比例相对
较低，而且从事的技术计算工作也很少。另一方面，在
流行文化中，“程序男”的刻板印象似乎无处不在。但
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和英国，女性在计算机发展初
期的几十年里承担了重要角色。实际上，“二战”后的
编程主要是女性的工作（与构建计算机本身的这种更
偏男性的任务形成鲜明对比）。

在《重新编码性别》（MIT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
珍妮特·阿贝特（Janet Abbate）探讨了女性从第二
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后期在计算机科学和编程领域
不被人知的历史。她在展示性别如何塑造计算机文化
的同时，也就当今对女性在该领域代表性不足的担忧
提出了宝贵的历史观角。

阿贝特在书里讲述了使用最早的电子计算机工
作的女性的故事，比如第一台真正的电子化的计算机
Colossus（巨人），位于伦敦郊外的布莱奇利公园的
战时密码破解计算机；以及为计算弹道学而开发的美
国ENIAC。她研究了战后招募程序员的方法，以及在
1960年代编程何以被重新定义为更加男性化的“软
件工程”。她描述了两位早期软件创业家——艾尔斯·
沙特（Elsie Shutt）和斯蒂芬妮·雪莉夫人（Stepha-
nie Shirley）在社会和商业意义上的创新，也检视了
女性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职业道路。

阿贝特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女性，她们热爱计算机
工作，她们大胆创新而且精通于此，在计算机编程领
域成就了非凡的事业。这些先例都将为致力于改变数
字领域性别差异的人们提供启发和激励。  

 BOOK REVIEW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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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导向的设计：
对当今设计教育 
挑战的亚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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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李淳寅

萨拉·奥兰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已有四年， 
这四年对设计界有何影响？
  
李 淳 寅 ：我 曾 担 任 过 世 界 设 计 组 织（ W D O ）的 主 席 1， 
自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来，我们与联合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就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展开了积极的合作。
我已经在WDO董事会任职多年，期间我们多次遇到这些问
题：如何将我们的工作与这些目标整合在一起？设计在做什
么？设计能带来哪些原则和解决方案？

该议程的制定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上交流共同关注的问
题。达成共识是根本。每个国家情况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董
事会成员，会提出不同的案例和挑战。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助
于提出问题和创造寻求共识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公共行动
中。人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设计无处不在，可以在全球范围
内做出贡献。 

奥：您也曾担任教授多年，您如何看待设计领域的教育？

李：设计教育始于100年前的包豪斯2。该运动发起了关于设
计如何对工业有益的讨论，着眼于美学原理和功能的结合，
提高生产效率，并基于实验和工艺技术开发出一种新的正式
词汇，公正地反映了工业制造过程。

我本人曾在欧洲和美国学习过。许多亚洲的设计院校教
授都是出国留学然后回国任教，因为拿到海外硕士学位后，
回来很容易就能当上教授。在某些亚洲国家，甚至还必须具
备海外学位。我说这个，是想说明，大多数亚洲的设计教授在
授课时都是以西方为背景的。因此，传授给学生的关键原则
就是：现代、简约和西化。好设计变成了欧式风格的代名词。

许多亚洲学生在参加国际设计比赛时都遵循着这一方向。设
计评审团由西方专家组成，他们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和（西方）
背景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我听到过“这太亚洲了”这样的说
法，暗含着贬义，表示这种设计风格“不好”。

除了文化背景外，还有一种行业方法：最早的家用电器是
在美国开始生产的，以满足西方消费者（主要是当时西方的
家庭主妇）的需求。后来韩国公司开始针对韩国消费者进行
自己的设计，专注于亚洲的人的因素和人体工程学。他们问
自己：韩国人和日本人想要什么？

我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任教。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人有很大
的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追随西方。为什么呢？

还有，亚洲人之间有共同点吗？我认为，最紧密的联系是
我们的语言都源于汉字 。亚洲设计网络（As ia Des ign 
Network）是最高级的亚洲设计专家网络。我们在讨论教育
时，都同意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人民找到一种不同的方式，一
种令人惊讶、与亚洲思维方式更加一致的方式。争论的焦点
之一是，我们需要为后代找到新的教科书。在中国有记录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四千年前。两千多年前，中国就诞生了
道教和儒教，同时也有了设计：他们自己的语言、概念、日常
生活和家庭养护方式。问题是这种价值并没有得到珍惜，没
有能够可持续发展。

我来尝试定义一下可持续性：寻找方法来保留所有记录
的内在价值，以重建当今的价值和观念，并创造新的价值传
递给下一代。设计今天的作用是创造明天的价值。

如今，学生像黑匣子一样吸收和输入信息：他们被这些信
息填得满满的。他们几乎从来不问自己（我们也几乎不问他 
们），是什么鞭策或刺激着他们？

设计首先关乎理解。为什么这样设计？你必须首先了解设

李淳寅
亚洲设计协会主席，首尔设计中
心执行董事，ICCSD咨询委员会
委员。世界设计组织（WDO）前主
席，弘益大学国际高级设计学院
前院长。

1 世界设计组织™（WDO）的前身是国际工业设计协会（ICSID），成立于1957年，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旨在提升工业设计的专业性。WDO提倡通过工业设计驱动创新，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通过140多个
成员组织的共同努力开展国际化程序设计，其中包括World DesignCapital®、World Design Talks、World 
Design Impact Award、World Industrial Design Day和Interdesign。WDO具有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李
淳寅先生是WDO的前任主席（2011—2013年）和现任执行委员。

2 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是德国的一家美术学校，运营于1919年至1933年。这所学校因其
设计方法而闻名。其设计方法力求将美与实用性相结合，并试图将批量生产原则与个人艺术视野统一起来。

2019年4月25日，借李淳寅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
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CSD）
咨询委员会提名为委员之机，
萨拉·奥兰多在北京对其进行
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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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并认可其价值。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喜欢吗？或者我不喜欢
吗？接下来考虑：我今天为什么不修改它、提高它的价值、做
些更好的事情呢？我为什么不为未来创造更多价值？通过这
种思考和批判，优化设计的愿望由此开始，也就可以产生价
值。在设计教育中，理解是第一位的，然
后是喜欢，还有增值。我认为这种方法
也适用于我们的传统遗产。这是创造力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创造力始于渴
望增加新价值的愿望。为未来创造新价
值：这就是可持续性。我们需要让设计
教育体系适应这种思维方式。

我们不仅需要在博物馆上投入资源，还需要在更紧密、便
捷的数字平台上，以及可以使信息更易于获取、研究和共享
的工具上进行投资。我们需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以便他
们利用这种理解来思考将来如何做出更好的设计。这是文化
导向的设计和文化导向的创新。西方的创新基于颠覆。亚洲
的创新基于文化。像中国人一样，所有亚洲人对精神和意义
的感受都超过功能。教育也应该有这种意识。

奥：您能给我们举些亚洲设计师或从业者按照这一原则工作
的例子吗？

李：日本人率先使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一开始更愿意接
受国际性话语，但现在只专注于自己的身份。建筑师设计有
自己的日式风格。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设计师，像原研
哉、深泽直人，都专注于自己独特的方式。无印良品和优衣库
都是出色的企业案例研究，推出了非常简单、坦率、非装饰性
的作品。这是日本的方式。韩国也在寻求其适合年轻人的风
格，目前选择了流行风格。 

奥：中国呢？

李：中国仍在探索之中。我经常在中国的设计学校教课，经常
对年轻的学生和从业者们说：醒醒吧！

中日韩三国的教育风格截然不同。不同的学校采用不同
的教学方式。中国是公立学校，学费较低；在韩国和日本，所
有优秀学校都是私立的，学费非常昂贵，非常重视个人意见。
在中国，教授的观点份量很重，学生害怕打扰老师，老
师发现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学生。 

在亚洲设计网络中，我们试图找到一种学生独立
性的通用语言，让他们既是在教授们给出的指导原则
内发挥，同时又有一些自由。 

我们应该首先从可及性开始。比如，在亚洲博物
馆中，你会发现展品非常有限，没有互动，只有非常昂
贵的作品，而关于如何理解它们的说明信息很少。亚
洲学生是不会去自己国家的博物馆的，他们认为那些
作品没有意思，因为他们不了解那些作品，也不知道
作品里面包含着什么。但许多亚洲学生去了欧洲，就
会参观很多博物馆，并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去是因为他们已
经在书本中学习过这些作品，所以能够理解作品。

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你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文化，还包括
生活、人类和人性。这才是目的。 

亚洲现在是新的世界中心，许多精美的设计都出自亚洲，
这意味着创造新的设计也可以产生新的思想基础。它们是在
中国设计和创造的，起源于中国。

我在首尔担任设计中心3主任时，我们从收到的五个概念

中选择了扎哈·哈迪德，因为即使她的方案成本是普通建筑
的三倍，我们仍想向国际表明，韩国人可以建造复杂的东西。
扎哈的想法来源于韩国历史。来源于我们的故事，而不是她
的故事。 

如果中国能够发展以文化为导向的设计，它就会
创造出新产品、新设计和新趋势。现在，所有重要的新
投资、新产业都发生在亚洲，而不是在西方。 

是时候（不幸的是，发生的速度不够快）教育我们
的年轻设计师们，要优先创造自己的设计风格。首先，
需要教育和资源（平台、数据库）来训练学生，但这是
必要的。我们在ICCSD内部也在进行辩论。

奥：ICCSD能否在此议程上起带头作用？

李：ICCSD是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国家机构。他们能够促进并
支持进一步愿景的形成。挑战很大，但他们与教科文组织也
有良好的合作。

这些国家的真正问题是文化和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
展并不容易。如果投资促进行业发展，则会对可持续性产生
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保持平衡，并制定一套通用准则。我认
为，我们应该专注于创建评估工具，把它提供给城市、公司和
创意学校：一种新的自我评估工具包。

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实体可以独立地控制其行事方式和
执行方式：太快还是太慢？做得太多还是太少？是否进行了足
够的研究？是否投入了足够时间进行战略性思考而不是例行
活动？借助评估工具，可以确保自己的行动保持良好平衡，然
后将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进行比较。

奥：近些年来，公司组织和机构中似乎有一种新趋势是“建立
设计驱动的文化”。您在进行设计教育时对此持什么观点？

李：过去，设计教育的关键原则是寻找解决方案。而现在我想
说，定义问题远比找到解决方案更重要。在与公司或品牌合
作时，解决方案应由公司和投资者提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
的目标是什么。而资金问题通常会使解决方案不可行。但是
设计不是寻找解决方案的途径。而且，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设
计就无能为力。

如果改为定义问题，那就成为最
重要的方面。专家研究真正能做到的
是确定是否存在问题。找到问题的根
源是最困难的部分。设计师的目标
是：寻找和定义问题。这就是设计师
可以帮助到企业的方式。

创新来自文化导向的过程。这就
解释了为什么韩国家用电器是世界
上最好的家用电器之一。举一个实际
的例子：冰箱。分析产品时，设计师发
现韩国家庭主妇通常有背部问题，因

为冷藏室在底部，而冷冻室在顶部。一旦确定了问题，他们就
可以集中精力寻找解决方案。由于明确了问题，找到解决方
案就变得更加容易。

在设计产品时，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尊重和照顾到消费者
的文化和尊严。它并不总是关乎价格或美观的问题。了解并
尊重产品的未来用户意味着关注年轻一代以及他们的愿望。
我想再次强调，没有理解，何来关心？  

赋能非洲 
数字企业家
珀尔修斯·姆兰博、 
莉迪亚·齐赛切·恩戈马

不久前，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还是接近科幻小说的东
西，离现实相去甚远。但如今，这些技术已经成为全方位影响
我们的生活的服务、产品和方案的基础，从我们如何通讯和
消费信息，到我们储蓄和花钱的方式莫不如此。但这些技术
的普及仍不平衡，一些地区——特别是非洲——难以抓住推
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所带来的机会。

专访 — 李淳寅

3 http://www.ddp.or.kr/eng/page/37/detail?menuId=108

可持续性： 
寻找方法来保留所有

记录的内在价值

我们需要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以便他们利
用这种理解来思考将来
如何做出更好的设计。 
这是文化导向的设计 

和文化导向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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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有着诸多重要的不
同之处。此前的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和煤
电、社会化大生产以及数字科技为标志——都
有明确的边界，每一次都只是改变了某一类
活动。

相反，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方位革
命，并创造了不同部门之间的新联系——比如
健康与金融、计算机与农业、营养与交通等。
这一范围广阔的跨学科转型造成了前所未有
的破坏，也带来的无尽的机会。

但这些机会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和前几次
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能同时改变整个
世界。某些国家——特别是收入水平较高、较
容易获得资源，数字渗透率也更高的国家——
站在了这场革命的前沿，而其他国家则远远
落后。

除非非洲赶上亚洲和西方，否则它将继续
失去宝贵的机会改善效率，刺激增长，增进包
容，推动发展。因此，非洲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推行数字革命，这意味着为私人部门创新和
企业家精神创造条件。

非洲企业家已经证明了他们在数字
创新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在金
融业。肯尼亚移动网
络运营商W利用手机
迅 速 普 及 的 机 会，在
2007年创立了移动支
付 平 台 M - P e s a 。此
后，M-Pesa让大约2%的
肯尼亚家庭（18.6万户）摆
脱了极端贫困，也改变了
肯尼亚的经济格局。

类似地，由我创立并担任
首席执行官的Zazu公司正在
构建一家只在数字领域经营
的非洲银行，第一站是赞比亚。
我们的产品之一Zazu 619是一
个文本短信平台，教会人们他们
的金融权利。该平台在短短一年
时间里便普及了一百万赞比亚人。

未来十年，每年都将有1100万非洲年轻人
进入劳动力市场，要为他们创造足够多的工
作岗位，这种数字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至关重
要。毕竟，私人部门贡献了发展中国家90%的
新增岗位。

但要充分利用私人部门的潜力，政府必须
花更大力气建设支持性的营商环境。涵盖多
领域的政策，包括支付系统、数据隐私、劳动
力和消费者保护，以及竞争政策等: 必须明确
要以鼓励创新和促进中小企业增长为目标。
这就要求政府起到领导作用，同时还要为私
人部门行动方创造提供洞见和建议的空间。

此外，政府必须投入资源普及金融和数字
知识，这是让非洲采用新技术，进而确保数字
革命尽可能包容的关键。如果人口缺少运用
创新的知识和技能，那么再石破天惊的创新，
引入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如果只有一小撮精
英能够从中获益，那么经济转型和全面繁荣
仍将可望而不可即。

在赞比亚，Zazu等私营公司和FSD Zam-
bia和Asikana网络等发展组织一直致力于
普及金融和/或数字知识和意识。但这仍然不

够。政府必须为更多公司和组织创造激励，推
出更多金融和数字知识普及项目。

同样重要的是，非洲政府必须投资于数字
基础设施。最初的花费将是巨大的，但回报会
比投入大得多。只有具备了现代的国家数字
基础设，中小企业才能提供公平、平价的数字
创新普及。

非洲不能再仅仅依靠采掘业和低附加值
制造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在这里，如果非
洲经济体想要繁荣，就必须据此做出调整。这
意味着构建有效的法律结构，确保可靠的连
接，并实现当下和未来数字创新的平等普及。 

www.zazuafrica.com

珀尔修斯·姆兰博
（Perseus Mlambo）是致力于

简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金融服
务普及的金融科技公司Zazu创
始人兼CEO。他此前曾在日内瓦
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伦理办公室
工作。

莉迪亚·齐赛切·恩戈马
（Lydia Chiseche Ngoma）是

赞比亚作家、诗人。

不完全成长宣言

1. 允许事件改变你
你必须愿意成长。成长不同于发生在你身

上的事情。你创造它、感受它。 
成长的先决条件是：乐于体验且愿意被这

些体验改变。

2. 忘掉善 
善是已知的、公认的品质。 

成长未必是善的。
成长是对黑暗深处的探索， 

可能收获满满，也可能空手而归。 
如果你执着于善， 

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成长。

3. 过程比结果重要
当结果驱动过程时， 

我们只会抵达已经到过的地方。 
如果过程驱动结果，我们可能不知会抵达

何处，但将抵达渴望到达的地方。

4. 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爱你的实验
乐趣是成长的发动机。将你的工作当作美
丽的实验、重复的努力、不断的尝试和失
败。目光要长远，让自己每天享受失败的

乐趣。

5. 要深入
探索得越深， 

就越有可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6. 捕捉偶然
一个问题的错误答案是另一个问题的正
确答案。收集错误答案是成长的一部分。

要问不同的问题。

7. 学习
工作室是学习的地方。 

以生产需要为借口去学习。 
每个人都将受益。

8. 漫游
允许自己漫无目的地走神。漫游相关的领

域，放下判断，搁置批评。

9. 随时随地开始
音乐家约翰·凯奇告诉我们：不知道从何

处开始是一种常见的麻痹状态。 
他的建议是：随时随地开始。

10. 每个人都是领导者
成长随时可能发生。当它发生时， 
任其生长。学会跟随正确的方向。 

顺势而为，从善如流。

11. 收获创意
编辑应用。创意需要动态的、流动的、 

丰富的环境，而应用需要批判性的严苛。 
提高创意相对于应用的比率。

12. 继续前进
市场及其运作有强化成功的趋势。 

抵制它。允许失败和迁移成为你实践的 
一部分。

13. 慢下来
偏离常规的时间节奏， 

可能会出现令人惊奇的机会。

14. 不要装酷
酷是穿黑衣的、保守的恐惧。 

不要被它限制。

15. 问愚蠢的问题
渴望和纯真推动成长。 

评价答案，而不是问题。想象一下， 
终生像婴儿一样速度学习。

《不完全成长宣言》写于
1998年，布鲁斯·茅在其

中阐述了他的信仰、策略
和动机。

布鲁斯·茅

布鲁斯·茅（Bruce Mau）是
加拿大明星设计师，1985年至
2010年期间在布鲁斯·茅设计
公司担任设计师和创意总监，
他也是无边界学院（Institute 
without Boundaries）的创
始人。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www.project-syndicate.org

非洲不能再仅仅依靠
采掘业和低附加值制
造业了。第四次工业

革命就在这里， 
如果非洲经济体想要

繁荣，就必须据此 
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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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合作
工作伙伴之间充满了冲突、摩擦、斗争， 

也会兴奋、愉悦并激发巨大的创造潜力。

17. ____________________.
刻意留白。 

保留空间以容纳你未来的 
想法，也为他人的思想留下空间。

18. 工作到深夜
当你走了太远、醒着太久、 

工作得太辛苦以至于与世界分离之时， 
奇特的事情会发生。

19. 隐喻
每样东西都有代表其他物体的能力。 

思索其寓意。

20. 小心冒险
时间承前启后，今天是昨天的孩子、 

明天的父母。 
今天的工作会成就你的未来。

21. 重复
如果喜欢，再做一次； 

如果不喜欢， 
也再做一次。

22. 创造自己的工具
创造自己的工具以建造独特的物体。

自创的工具纵使简单，
也有可能开启全新的探索之旅。

记住：工具放大我们的能力，
小工具也能产生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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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站在他人肩膀上
利用他人的成就，你可以探索得更远。 

你的视野也会好得多。

24. 不用软件
软件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在用软件。

25. 不要清理桌面
也许早上醒来你会看到前一晚熟视无睹

的东西。

26. 不要参加奖项竞赛
不要参加，对你没好处。

27. 只读左页
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就 

是这样做的。减少信息量， 
把空间用来信手涂鸦。

28. 创造新词
扩展词典。新的条件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表达形式， 
新的表达创造新的条件。

29. 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忘掉技术。创造力不依赖于任何设备。

30.组织=自由
设计或其他任何领域中，真正的创新发生

在情境里，通常是协作的情境。 
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之所以能创造毕尔
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因为只有他的工

作室能够在预算内完成。“创意人士”和 
“商务人士”的区分之迷思， 

是加拿大音乐人、文学家里奥纳德·诺曼·
科恩所说的“过去之锦灰”。

31. 不要借钱
还是弗兰克·盖里的建议： 
财务独立保证创新独立。 

虽然这不是火箭技术， 
但是坚持这个信念好像是出奇地艰难， 

很多人挫败于此。

32. 认真倾听
每一个进入我们轨道的合作者都有独特

而复杂的自我世界，超乎我们的想象。 
倾听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理想的微妙细

节，他们的世界将和我们的相叠加，并彼
此改变。

33. 去实地走访
世界的带宽远远超过你的电视机、 

互联网，或任何全景式的、交互的、沉浸式
的电脑虚拟环境。

34. 犯错犯得快一点
不是我的点子——我借的。这个理念来自

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

35. 模仿
不惧羞耻地模仿。尝试尽可能逼真地模

仿。你永远无法达到惟妙惟肖，差别可能
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观察一下艺术家理
查德·汉密尔顿的马赛尔·杜尚的装置作品
《大玻璃》模仿版，就可以认识到模仿是

多么丰富的、未充分利用的技巧。

36. 咿呀 
当你忘记要说什么，像小女孩Ella一样， 

创造其他非言语的表达方式。

37. 打碎之、拉伸之、弯曲之、碾碎之、 
爆破之、折叠之

38. 探索其他边界
当我们回避使用技术包时， 

会获得巨大的自由。 
我们找不到领先优势， 

因为它们被踩在脚下。尝试使用因为经济
周期而过时的旧式技术工具， 

那里还潜藏着丰富机会。

39. 咖啡小憩、兜兜风、漫步植物温室
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预期之外的地点，

苏斯博士称之为“等待的间隙”。 
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曾经

组织过一场艺术与科学的会议， 
他安排了常规会议的所有环节：酒会、 

聊天、午餐和接机，唯独没有正式的会议。
显然，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并促成了许多

合作。

40. 跳脱束缚
跨越樊篱。学科界限和管理制度是试图避

免创新野蛮生长的控制手段， 
给多样化的、复杂的、逐渐演化的过程带

来秩序。我们的职责是跨越藩篱， 
穿越不同的学科领域。

41. 大笑
来工作室的客人们经常评论我们笑得有

多开心。自从我意识到这一点， 
我就开始把它作为衡量自我表达舒适程

度的量表。

42.记忆
成长是历史的副产品。没有记忆， 

创新不过是新颖。历史指引成长的方向。 
但记忆只是过去某些时刻或事件的模糊

印象，一个不完美的、差异的、局部的、 
但是鲜活的对过去的重构， 

因此孕育了成长的潜在可能性。

43. 授权
当人们感到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时，

自由意志才有可能发生。

世界学院： 
一所汇集设计 
智慧与实践的国际学院

世界学院（TGS）总部位于北京，成员是一群来自国内外的设计专家，其宗旨
是探索当代创新的无限可能，构建一个持续运转的跨学科网络化研究系统。

自创始以来，世界学院先后为多个项目提供策展支持，包括在2018年威
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展出的“穿越中国城市：构建共同体”，以及2019年7月在
香港展出的凤凰传媒项目“清明上河图2.0”。

在中国社会创新的关键催化剂和市场建设者——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
支持下，世界学院策划了 B/Side Design Festival 创意节。这是一个为期5天
的高强度实验项目， 吸引了48位具有不同设计和社会实践背景的研究员，以
及49位不同学科领域的开创性演讲者、贡献者和创意人士，主要探索三个核
心主题：农村创想、另类设计和集体主义X.0。

世界学院还帮助学术机构举办研讨会和开设一年制课程。例如，与皇家
艺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和工作坊，主题为“中国邻
里单位”，研讨会是项目“中国的集体形式”的一部分；帮助北京服装学院艺术
与设计学院开展了一个为期10个月的新研究项目——网络社区实验室，并为
学院策划了2019年毕业展，主题是“重要的另一半——不完整为设计”。  

bside.design/the-global-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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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SHAU启动了“100个微型图书馆”计
划，旨在利用环保型的设计方案和材料，创建
具有社会功能的复合社区空间，以惠及印度
尼西亚的低收入社区，提高社区居民对阅读
的兴趣。自2016年以来，SHAU已经联合各方
力量，在印尼各地建成了五个微型图书馆。

最新完成的项目是位于爪哇岛中部三宝
垄市的 Warak Kayu 微型图书馆。该项目由
SHAU设计，由PT Kayu Lapis Indonesia 公
司承担预制工作。这个项目是社区、私营企业
和政府合力打造的成果，也是 Arkatama 
Isvara 基金会赠予三宝垄市的礼物。这家微
型图书馆不收取任何费用，由三宝垄当地的
慈善组织 Harvey Center 与当地政府合作 
运营。

在建筑设计上，SHAU针对热带环境采用
了被动式气候设计和材料，同时开展了类型
学实验。整个建筑被抬高，形如印尼传统的“

吊脚楼”，在下方创造出的空间能够进行各种
空间配置、多种项目和广泛的活动。该建筑位
于市中心的公共广场，因此不仅可以作为图
书馆，还可以用作社区中心，也是表现印尼工
程化木制产品和制造能力的一张名片。 

SHAU希望通过微型图书馆来增加所在地
块的价值。通常，他们会选择当地社区已经在
使用的地块。每个微型图书馆都采用独特的
设计，满足每个社区的规划需求，发挥场地的
自身潜力。每个微型图书馆项目的设计和实
现方法会因合作伙伴和具体的资助模式而
异，但SHAU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在现有
活动的基础上，增强而不是试图改变地块的
用途性质。

“100个微型图书馆”计划里第一座建成
的是2016年竣工的Bima微型图书馆，位于印
尼万隆市 Taman Bima 的一个小型广场上。
广场上原本有一个舞台，当地社区主要在那

印度尼西亚微型图书馆

里集会、举办赛事、聚会或体育活动。SHAU决
定通过为舞台增建遮荫结构，使它成为一个
可以遮挡风雨的场所，来增强其功能。因此他
们将图书馆建在了舞台上方。Bima微型图书
馆最独特的特征要数它的立面：2000多个回
收的冰淇淋桶以二进制代码排布出一条信
息：“书籍是开启世界的窗户”。

通过创建这种由社区运营的微型图书
馆，SHAU希望在城市中心图书馆与移动图书
馆之间增加一种新的图书馆形式，并希望将
其纳入国家图书馆系统，以便为更多的当地
社群服务。SHAU设想将来能在东南亚及更多
发展中国家推广微型图书馆这种形式（因为
这些地区的情况类似），因此也期待与更多建
筑师、赞助商、社区和市政当局的合作。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miclib.com或 
www.shau.nl（Instagram：@shauarchitects）。

Bima微型图书馆立面内外。 摄影：Sanrok Studio

Warak Kayu微型图书馆。 摄影：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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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社会影响力奖
Emma LI

iF国际设计论坛在2017年特别设立“iF社会影响力奖”，以鼓
励针对社会问题和挑战提出创意解决方案的项目计划，奖金
总额达10万欧元，将直接挹注获奖项目。获奖项目由全球iF团
队评选得出，它们将获得奖金支持以便继续发展。奖项类别
依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涵盖从对抗饥饿和贫穷、发展永
续农业到保障人权等多项主题。

iF社会影响力奖每年征集两次。2020年第二轮征件已开放报
名，请于2020年11月19日前将项目上传至“iF世界设计指南” 

（www.ifworlddesignguide.com）。

2019年iF支持的获奖项目（之一）
项目名称：Echo-Hub-Leros |  
莱罗斯岛的难民社区中心
类别/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发起单位：Echo100Plus，奥地利维也纳

Echo100Plus是奥地利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多年来致力于协
助被迫滞留在希腊的难民。2016年10月，该组织成立了
Echo-Hub-Leros，这是一个位于希腊莱罗斯岛的社区教育
中心，由一群职业教师和志愿者组成，旨在帮助难民的生活：
从急救措施开始，再延伸到教育、就业和休闲活动层面。这是
一项特殊的学校项目，为难民提供实际的计日工作机会，以
及不同领域内的培训。Echo100Plus的主要宗旨是教育学
童，帮助孩子们的新生活能有良好的开始。该项目获得5000
欧元的奖金。

评审讲评：“在难民努力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中，能接
受音乐、计算机和语言课程非常重要。Echo100Plus也扮演
了桥梁的角色，带动当地民众一起参与社区中心的服务，所
以莱罗斯岛当地的居民和难民相处融洽，胜过其他的地方。
这个项目确实值得仿效。”

获奖感言：“在当今这个时代，想提高民众的意识，对来到
希腊的难民伸出援手，越来越困难。因为大家不想再听到难
民的消息，人道援助越来越不受重视。能获得2019年iF社会
影响力奖的肯定，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能够获得
这项殊荣，我们无比高兴，也很感激。”  

坎帕纳研究所：
打造未来社区 

“坎帕纳兄弟”展览，2017年4月27日至8月20日在库里提巴的奥斯卡·尼迈耶博物馆举办。
摄影：Henrique Towns

坎帕纳研究所在2009年由国际明星
设计师费尔南多和亨伯托·坎帕纳共
同创立，是一个非营利性私人机构，
旨在“促进文化，保护和保存历史艺
术遗产，传播巴西艺术，尤其是建筑
与设计”。研究所在圣保罗附近的布
罗塔斯设有档案馆，收集了大量材料
及文本文献，以及坎帕纳兄弟在整个
职业生涯中收集的完整作品和原型，
相应的工艺知识库和数字研究平台
即将对公众开放。研究所的活动涉猎
范围广泛，包括为农村和服务水平不
足社区开展的社会工作，通过合作创
作特别版来“拯救”巴西偏远地区濒
临绝种的传统技术，针对低收入群体
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计划，以及举办
展览来推广那些正在快速消失的本
土文化和手工艺品。  

www.institutocampana.org.br/

MADE实验室:  
重新思考设计学科
的高强度实验室 

MADE实验室是一个由MADE计划
（www.madeprogram.it）发起的

教育计划，MADE计划是位于西西里
岛锡拉丘兹的Rosario Gagliardi美
术学院新开设的项目。2017年的实验
室第一期，主题指导方针是“原真性 

（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悖论）”，研究
设计如何帮助重新思考对居住城市
空间的保护，例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遗产的有2750年历史的
锡拉丘兹城。实验室第四期计划于今
年7月举行，由设计二人组Forma-
fantasma和Moncada Rangel建筑
师工作室策划，主题是“稀缺超越丰
富去思考”。 为期五天的研讨会将深
入进行思辨性和实践性研究，通过这
些研究，设计能够以“稀缺性”概念为
前提，去帮助重新制定我们关于设计
和 建 筑 的 先 入 为 主 的 立 场 ；并 且， 
学习去热爱并争取这种稀缺性，可能
能够最好地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
思考我们作为人类要如何居住在地
球上。多位国际设计师和学者将参与
本期实验室，包括 Nacho Alegre、 
Berger＆Berger、Carolien Niebling 
和Jan De Vylder等。  

www.madeprogram.it -  
www.madelab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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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YOUR OWN CITY 

HHoouussee

Don't forget to decorate it!

适用于所有人的工具： 
在封锁隔离期间推动 
创新和科学教育
#architecturefromhome 
福斯特建筑事务所

 

The briefUse a drinking straw to pierce through a raw potato.

The method1.   Hold the straw by its sides, without covering the  

hole at the top and try quickly stabbing the potato.

 2.   Repeat the experiment with a new straw but  

this time place your thumb over the top,  

covering the hole.

STRONG AS  
A DRINKING 
STRAW

How does it work?
Covering the top of the straw with your thumb traps air 

inside, forcing it to compress as you stab the straw 

through the potato skin. This creates enough rigidity 

within the straw to pierce the potato.

Designed by Phil, 
Design engineer at Dyson

ENGINEERING  
CHALLENGE 04

MaterialsTwo stiff drinking straws

A firm, raw potato

The brief

Push a wooden skewer through a balloon  

without popping it, creating a “balloon kebab”.

The method

1.  Dip the skewer in the cooking oil. 

2.  Push the skewer into the balloon until  

it pierces the skin.  

3.  If the balloon bursts, try again – look for the 

places where the rubber is least stretched.

How does it work?

Most of the balloon is stretched evenly, but there are two points where the rubber is least 

stretched. The tied section and the darker patch at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balloon have the 

lowest surface tension. Most of the balloon is under high tension, so attempting to push the 

skewer through just makes the balloon pop. At the low tension sections it is possible to make 

a small hole without breaking the overall surface of the balloon.

BALLOON 
KEBABS

Designed by Phil, 

Design engineer at Dyson

04SCIENCE  
CHALLENGE

Materials

A balloon inflated  

until ¾ full

A wooden skewer

Cooking oil

挑战卡
戴森基金会 

全球各地的学校受疫情影响纷纷关闭后，戴森基金会的设计师们设计出了一
系列挑战，以帮助7岁及以上的儿童在隔离期间在家学习。

挑战卡包括22项科学任务和22项工程活动，孩子们可以用鸡蛋、绳子和
气球等常见物品来完成任务。

从制造气球动力汽车到用意大利面条建造桥梁，从制作指南针到创造水
下火山，每张挑战卡都包含简要说明、方法、材料清单、最重要的提示，以及关
于其工作原理的科学解释。

挑战卡是封锁期间供孩子们娱乐的工具，但疫情过后它们一定会成为家
里或教室里的理想工具，激发好奇的儿童对工程和科学的兴趣。  

jamesdysonfoundation.com

How does  it work?
Plants need a transport system to move  food, water and  minerals around.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combine to move water through plants – transpiration  and cohesion. 

Water evaporating from the leaves (transpiration) draws water up the stem of the plant to replace what is lost. This works in the same way as sucking on a straw. Water that evaporates from the leaves “pulls” (cohesion) other water behind it up to fill the space left by  the evaporating water. 

COLORED CARNATIONS Designed by Adam, Science teacher and former  
Design engineer at Dyson

The brief
Create multi-colored flowers.  The method

1.  Use the scissors to cut the stem of the carnation 

in half lengthways.2.  Take two cups and fill them with water.  
Add a different colored food dye to each cup.

3.  Put the split stems of the carnation into the cups 

and leave overnight.4.  The next morning you should find that your 

flower has changed color.5.   What do you notice about the petals?

SCIENCE  CHALLENGE 21

Materials
White carnationsTwo colors of food dyePlastic cups

Water
Scissors  
(with adult supervision)

Beam bridge

Arch bridge

Truss bridge

Cantilever bridge

Cable stayed bridge

Suspension bridge

The brief

Construct a free standing bridge out of spaghetti, 

strong enough to support a 1/2lb bag of sugar.

The method

Think about bracing strands together for stre
ngth. 

Some shapes are better at absorbing loads – 

triangles are particularly st
rong. Rubber bands  

make for good junctions. 

Top tip

Be patient.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you’ll become 

proficient at working with spaghetti.

SPAGHETTI  

BRIDGES

Rubber bands

How does  

it work?

Bridges manage  

two important forces: 

compression and  

tension – pushing  

and pulling. Too much  

of either and they  

buckle or snap.

Why not take inspiration 

from these iconic  

bridge designs?

Designed by Kristia
n,

Design engineer at Dyson
ENGINEERING  

CHALLENGE 
03

Materials

Spaghetti 

Small rubber bands  

or bag ties 

Tape

1/2lb bag of sugar

Design icons

CHALLENGE CARDS44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challenges  

from the engineers at Dyson.

Please note that the activities contained here in are intended for children  

ages seven and above. Adult supervision is recommended for all projects.

HOW MANY CAN YOU COMPLETE?  

Check the box once you’ve completed the challenge.

17 
SCARED PEPPER

11 
INERTIAL EGGS

05 
LIQUID DENSITIES

21 
COLORED CARNATIONS

15 
FLOATING PAPER CLIP

09 
BRIGHT AS A NEW PENNY

03 
FLOATING PING-PONG BALLS

19 
HOW TO MAKE A  LAVA LAMP

13 
MEASURE  THE SPEED  OF LIGHT

07 
TORNADO IN A BOTTLE

01 
CHANGING STATES

22 
INVISIBLE  INK

22 
ATTRACTIVE NAILS

16 
BUILD A COMPASS

10 
CARTESIAN DIVER

04 
STRONG  AS A DRINKING STRAW

20 
POTATO POWER

14 
METAL ETCHING

08 
CARDBOARD CHAIR

02 
MARBLE  RUN

18 
BURNING PUDDING

12 
DESIGN AND BUILD A HELICOPTER

06 
THREAD SPOOL TANK

21 
MAKE A PERISCOPE

15 
GELATIN  AND OIL

09 
BOAT POWERED BY A CHEMICAL REACTION

03 
SPAGHETTI BRIDGES

19 
HOMEMADE WATER BOMB

13 
WATER CLOCK

07 
CARDBOARD BOAT

01 
GEODESIC DOMES

17 
A TOUGH NUT TO CRACK

11 
BALLOON CAR RACE

05 
ELECTRIC MOTOR

16 
FIRE EXTINGUISHER

10 
LENZ’S LAW

04 
BALLOON KEBABS

20 
IVORY  SOAP

14 
WEATHER BALLOON

08 
NON-NEWTONIAN FLUID

02 
UNDERWATER VOLCANO

18 
DANCING RAISINS

12 
100 + 100 =  192?

06 
EXPANDING GASES

SCIENCE  CHALLENGES 

ENGINEERING  CHALLENGES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学校停课，英国
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开发了一系列名
为#architecturefromhome的建筑
挑战，希望与在线社区分享乐趣和学
习机会，让孩子们在家里玩得开心。

这些挑战包括绘画、手工、游戏、
思考、阅读、观看和其他让孩子们（和
大人）娱乐的活动。

建筑爱好者们也可以和事务所在
线分享他们的挑战成果，事务所正在
创建一个活跃的#architecture-
fromhome项目数据库。

到目前为止，事务所向孩子们发
出的挑战包括：让他们用纸建造一座
摩天大楼，创建他们自己的城市，画
树，和全家一起画摩天大楼，编一个
照片故事，以及学习如何利用张力和
压缩力来保持高楼耸立。  

fosterandpartners.com

“一起玩”手册
乐高基金会 

 
作为墨西哥儿童早期发展支持战略
的一部分，乐高基金会和墨西哥的合
作伙伴编写了一本手册，其中有大量
的游戏活动，旨在说明游戏的重要
性，以及在幼儿时期通过实用而有趣
的方式来玩耍从而建立情感关系的
重要性。该手册专为父母和照顾者而
开发，其理念是“通过游戏来学习”，
尤其是“所有人的游戏”。

手册还考虑了残疾儿童，采用整
体方法，就五个主要领域（身体、社
会、认知、情感和创造力发展）的技能
发展提供了特殊见解。

2020年春季，受疫情影响，学校
纷纷关闭，各种社区活动相继取消。
为适应这样的情况，乐高基金会更新
了手册，调整了手册中建议的所有活
动，以便所有家庭都可以在室内开展
活动并通过游戏与家人一同学习。  

legofound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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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助力停课 
不停学的实践创新
陈丽

自今年2月初开始，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用在线教学的
方式来组织学生居家学习。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
规模的在线教学实践。中国是互联网大国，前期积累的教育
教学资源，为这次大规模的在线教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现
在全国有超过2亿名学生、近1500万名教师在利用网络开展
教和学。这里面有挑战，但我觉得更是机遇。

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终端自诞生以来一直在快速发展，
但在学校教育领域，它只是课堂教学的一个辅助手段。这次
疫情使得它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正是在

创新一：
教学流程发生变化——

“先教后学”变成“先学后教”
课堂教学最典型的流程是老师先讲，学生

练习完成知识迁移，然后学生再去做作
业。但是在网络授课中，很多老师把顺序

做了调整，出现越来越多的“先学后教”的
案例。老师让学生先利用原有的资源和题
库学习和练习，然后在课上再进行重点的
提炼和有针对性的讲解，课后再利用线上
交流进行答疑解惑。这样做的意义是，老
师可以利用宝贵的师生直接互动的时间
去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发展能力。也就是
说，原来课上的主要职能是传播知识，帮

助学生获得知识、理解知识、记住知识；现
在变成帮助学生解决薄弱环节，进而利用
这个时间帮助学生在知识迁移应用过程

中发展高阶能力。
很多老师在这次在线教学中摸索出来，学
生完全可以自己利用资源去获取知识，甚
至完成做题的环节。这种在线教学流程的

改变，也就是有的老师使用的“翻转”方
法，或者叫“混合式学习”。“先教后学”转

变为“先学后教”，这对教育教学的意义非
常大，特别是对师生面对面交互的效果会
产生极大影响。只要充分利用网上的数字
资源和工具，老师就可以做更有利于学生

发展高阶能力的教学工作。

创新二：
学习方法的创新——
有指导的自主学习

有悖于学生学习必须有老师陪伴的惯性
思维，在这次的在线教学过程中，我们在
各个学段都看到了学生们的精彩表现。 

很多孩子自己制定一天的学习计划。 
通过这样的实践，孩子们感受到学习是自
己的事儿，教师只是学习过程的促进者和

帮助者。
网络平台提供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认知
工具、题库、学习过程管理系统、学习过程
数据分析系统，利用这些可以有效地开展
自主学习。当然自主学习在不同的学段，

需要获得的教师的指导是不同的。在中小
学，教师的指导需要更详细、更紧密；在大
学指导的方法和节奏又会不同。但是总体
而言，有指导的自主学习，已经成为2亿多

中国学生居家学习的重要形式。
自主学习对学习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要求

特别高，但自主学习将是终身学习的最主
要的途径。有的大学高学段课程的学生在
问卷调查中表示，希望疫情过后也可以继
续采取这种方式完成学习，并坚信这样的
方式不影响学习效果。我觉得这是一种学
习方法的创新，是一次从观念到体验再到

能力上的学习方法创新的实践过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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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三：
教学管理的创新

在互联网教学中，所有教和学的行为都会
留下痕迹，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基于数据来
进行过程的监控，进行个性化的学习过程

的分析，进而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北师大未
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给在线教学提供的
支持，可以基于不同学科的学习情况为学
生做综合的诊断和分析，可以跟踪学生每
一次作业的完成情况，对每一个知识点的

掌握情况做精细的分析。有的时候会看到，
在这个环节发生的问题，原因可能在其他
环节，比如小学生应用题做不好并不是数

学没有学好，而是语文理解能力不够。互联
网为过程监控、精准诊断、个性化指导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功能，这些功能也将是下一

阶段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的重点。

这样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师生在快速地成长。这一次疫情中
的在线教学实践，既是一次大实验，也是一次师生信息素养
的实战培训，是对我们教育信息化的环境建设、资源建设、教
育教学改革前期积累的一次大考验。在各级政府强有力地组
织保障和指导下，在所有老师的努力快速学习、积极主动创
新下，我们的在线教学逐渐找到了感觉。很多老师渐渐适应
了在教和学时空分离的情况下，用新的教学方法来进行学科
教学，进行教学创新实践。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线教育的教
学实践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有九个重要的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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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四：
课程形态发生变化

互联网云平台使得跨班级、跨学校的师生
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同一门课，而且利用
互联网的自组织特点，不仅实现老师对学
生的指导，还可以实现同学之间的指导。

我们早期理解的云就是计算能力、存储能
力，现在看到云也可以是一种课程能力。

未来的课程不一定是以学校为单位，可能
以区域为单位，也可能以全国为单位。一
名好的老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在更大范围

内服务于更多的学生。不仅老师是教学的
力量，互联网使得学生和家长也可以成为
教学力量。进一步拓展，各行各业的精英

都可以通过网络成为教师。所以说互联网
可以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共同服务于学习
者。这种云的服务模式可以打破原有的学

校教育的围墙，让教育与社会融合。

创新五：
课程理念的创新

课程就是由老师把知识传递给学习者， 
按照这个理念来安排课程，在基础教育领
域是必须的。但在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领域，这个理念显然是过时了的。作为替

代，互联网可以为这一类领域的学习提供
一个社区，让学习者与实践者进行互动，

彼此快速获取经验。我们把这类课叫做社
区型的课程。

这类课程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巨大的效
能。网上有各类教师研修的社区，有的区
域组织所有的老师一起备课然后分头去
教学生，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老师负责讲、

其他老师去做辅导这样的模式。通过群体
智慧的汇聚来完成知识生产，在汇聚过程
中完成知识传播，每一个学习者既是知识
的贡献者，又是知识的受益者。这是一类
新的课程，它秉承新的理念。在这类课程
中，老师不再是知识的载体，他/她是社区
的构建者，是社区建设的促进者和帮助

者，是学习者，也是实践者。

创新六：
课程建设模式的创新

过去的课程建设，包括在这次疫情的早
期，很多地方让每一个老师都录课，觉得
资源的建设、课程的建设是老师自己的 

事儿，这给老师带来特别大的困难。 
因为学习资源的制作是一个高难度的工
作，绝对不是简单地录个视频就可以了。
因为资源开发、课程建设是资金密集型

的，前期需要很大投入。而且学习资源开
发的组织方式要求都不一样，它不仅要求
有内容呈现的能力，还要有媒体的能力、

设计的能力等等。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
种新的课程建设的可能性，那就是共建共

享。可以把每个学校最精华的东西拿出
来，通过互联网让所有的学生共享。 

这样既保证了资源的质量，又降低了每个
学校投入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优质

资源惠及所有学生。

创新七：
教学活动的组织方式创新

很多人误以为在线教学就是把传统课堂
往线上搬，但事实上那不是教学，而只是

分享讲座而已。在线教学是一个流水线的
模式，跟传统的课堂教学不一样，它中间

有技术，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媒介来完成的
教育教学，所以它的劳动是分工的。很多
中小学在这次疫情中摸索出了自己的办
法，它们把教师的职能分工，有的老师负
责讲，所有区域的学生都听同一个老师

讲，原来班里的老师做辅导，答疑解惑，批
改作业。有很多家长也承担了学习支持服
务的功能。事实上老师未来也可以这样，

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要以讲为主要职能，他/
她可以是做学习辅导，或者是做过程的管

理。还有的地区基于前期学生的课业水
平，把学生重新编班，由不同的老师针对

同一层次课业水平的学生进行教学。这也
是教学组织方式的一种变化。

创新八：
资源建设模式的创新

我们看到有些老师会把与学生在线互动
的过程录下来，再给其他同学看。我认为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建设的创新，把
它称为一种生成性的资源。因为教学不只
是内容呈现，师生互动的过程以及在互动
过程中学生获得的约束、激励和帮助，其

实是最珍贵的。把互动的过程记录下来作
为资源，使得不仅具有内容呈现的属性，

还有呈现互动过程的属性。就像有的学生
在课堂不提问，看别人向老师提问，课堂
不回答问题，看别人回答问题，这叫替代
性交互。通过观摩别的同学和老师的交

互，来完成自己和老师的交互。有这类资
源作支持，学生自己利用资源学习的时

候，也跟在课堂上参与课程学习一样，所
以说这是一种新的资源建设模式。

创新九：
高水平的信息化环境

在线教学依赖稳定的、高质量的信息化环
境，未来信息化环境的建设和支撑，需要
全社会协同，政企合作、校企合作是重要

的模式。在未来基于信息化环境的教育教
学改革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怎么有

效开展长期的可持续的合作，让企业积极
主动地为我们提供高水平的信息化支撑

服务。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次疫情期间看到的教育实践九个方面的创
新。在线教学是疫情期间让我们“停课不停学”的权宜之计，但
是它本质上也是变革趋势。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每一个人都
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个性化的、优质的、灵活的、终身的教育服
务。而这样的教育服务，如果仍然用原来的学校的这种组织形
态，用课堂的教学方式，用传统的知识传递的课程形式是难以
满足的。互联网是人类原有的物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之外
的信息空间。作为新的空间，它为构建满足新需求的新的教育
体系，为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接班人和劳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可能。互联网+教育就是在探索在这三个空间的支撑下，用
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构建服务全
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疫情加速了这样的变革过程，疫情过
后，我们应该共同去总结这些模式，快速把这些模式固化到教
育体系中，加速构建新的教育组织体系、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和
新的教育管理体系。  

陈丽：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
大学副校长、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
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
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专
业的学科带头人，致力于“互联网+
教育”的专题研究。

本文整理自2020年4月3日陈丽
教授在北京政协“委员讲堂——抗
击疫情网络直播”节目中的直播演
讲，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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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教培机构的
适应性变革
杨碧琼

2020年一开局，全国上下就被迫迎来严峻的
考验。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对教育行业，
尤其是K12教育行业的影响突如其来，而且或
将深远持续。从1月起，各地学校相继延期开
学，线下培训机构被叫停，各地严禁中小学生
参加聚集性教育活动。2月12日，教育部办公
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中小
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
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各学校在延期开学期
间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电视空中课
堂，免费提供有关学习资源，供各地自主选择
使用。“停课不停学”“在线学习”瞬间成为全
民关注的教育关键词。

K12教培在中国：千亿元刚需，线上发展迅速
K12在我国通常指小学到高中学段的基础

教育。受国情影响，这个阶段由小升初、初升
高、中考+高考的升学路径组成，在升学压力
之下，除学校教育外，课外辅导作为重要的提
升手段成了刚性需求。我国K12各学段学生的
校外参培率很高，撑起了千亿市场的校外培
训体系。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就显
示，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教育总体参与率
为48.3%，生均支出约为5616元；全国范围内
小学生学科补习参与率为33.4%，初中生为
60.8%，高中生为48.2%。

K12教培行业除了在线下提供民办学校、
课外辅导、托管服务之外，在线上进行的品
类、方式及规模，即便在本次疫情之前，也不
可小觑。据上海艾瑞咨询公布的《2018中国
K12在线教育行业研究报告》，2013至2016
年，中国K12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率基
本保持在30%以上，到2017年，这个数字攀升
至51.8%，市场规模达到298.7亿元，当年也
因此成为K12在线教育规模化变现元年。

尽管K12教育市场刚需性强，但是由于该
阶段的学习试错成本高，导致家长对待在线
教育态度较为谨慎，也就是为什么K12在线教
育在发展初期占比较低，2012年占比仅为9%

。随着新一代“八零后”“九零后”父母教育意
识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以及新一代孩子对互
联网的天然熟悉，加上在线教育场景和硬件
升级、广告推广等作用，近年来K12家长及学
生群体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正在快速增长，
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9年K12在线教育的
占比已提升到21.3%。这场新冠疫情，让全国
范围内的家长都对在线教育有了更加显著的
认知提升。

疫情期间：线下转线上，探索运营模式
疫情一方面使得线下机构业务受挫，短期

内不得不全面转型发展，另一方面也让在线
教育需求激增。

3月9日，“爱学习”集团联合“腾跃校长在
线”对全国31个省市的2000多家K12教育培
训机构进行调研，随后公布了调研成果，即

《K12教育培训机构疫情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在此报告中，87%的受访机构表示已经受到
较大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三大因素分
别是：营收减少、场地租金压力大、人力成本
高。60%的机构预计上半年净营收将遭遇滑
铁卢式下跌，跌幅超过50%。很多培训机构因
此将希望寄托在暑期业绩上，暑期班的营收
压力倍增。

教师和场地是传统K12课外辅导业务必须
具备的两个基本要素，艾瑞咨询称，在一个典
型的线下机构里，教师薪酬和场地租金要耗
费掉约60%的营收。黑天鹅带来的重创可以
想见。不过很多机构也在调研报告中表达了
对2020年第三季度的乐观预计。“爱学习”集
团副总裁、爱学习双师业务负责人温鑫曾表
示，“按照2003年表现出来的行业规律，疫情
结束后，线下培训机构极有可能在秋季招生
阶段迎来补偿式反弹。”

但在转机到来之前，自救要持续进行。很
多机构全面转型线上，同时在努力探索适合
自身发展的在线运营策略。

传统K12机构突然转型线上，要面临新的
运营难题。从各机构反馈的数据来看，家长关
心的问题包括学生上课关注度、老师和学生
的课堂互动、老师的在线教学水平、在线教学
的课堂内容等等。对于半路上被逼转型线上
的教育机构而言，由于缺乏对在线教育模式
的理解，学科产品无法满足线上教学支持和
师生交互需求，会造成学生学习体验不佳，最
终导致流量流失。上述报告数据显示，有90%
以上机构的选择与第三方合作转型。其中，大
型机构更偏好与能实现教研+教学+教辅一起
转型的第三方合作，中小机构通常在与第三
方合作使用直播工具后，再考虑教研、教学等
转型合作。

对于大部分线下机构而言，放弃原本的地
面优势并不现实，所以实际上更易接受兼顾
线上线下的OMO（Online-Merge-Offline）
模式。但据亿欧智库（www.iyiou.com/intel-
ligence）分析，从目前各培训机构的业务和
采取方式来看，多数机构对OMO这一概念并
没有统一认知，“OMO与其说是模式不如说
是生态”。亿欧智库在4 月份发布的《CO-
VID-19对教育行业影响分析报告》里将它们
分为四类：

一、线上、线下独立业务线。从企业整体层
面来看，同时拥有线上和线下业务。两项业务
可能在具体授课过程有相交，但从组织架构
上属于不同团队。例如：新东方线下学校和新
东方在线、精锐1对1和精锐在线、学而思培优
和学而思网校。

二、线上、线下课程打包。线上课程和线下
课程在课包中一起售卖，作为学习的两种途
径，均以直播为主。常见的做法是周末线下集
中上课，周中采用线上上课，比例分配略有不
同，师 资 可 能 是 相 同 。 例 如 ： 京 翰 教 育 、 
优胜教育。

三、双师课堂、外教直播等。B端服务商 
（专门服务于培训机构）如“爱学习”、“爱乐

奇”、“好未来”等，为其他机构提供双师直播、
外教直播、线上测评等服务，将线上服务融入
线下教学。

四、AI录播课程作为教学辅助。除了双方
合作外，还有三方合作的案例。例如爱学习与
飞博教育、葡萄智学三方共同推出的OMO英
语产品FlyUp，采用的就是线下中教+线上AI
教师+线上外教的方式。

“后疫情”时代：OMO将成行业主流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好转，疫情

防控工作逐渐脱离应急状态，全国开始稳步
有序地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截至5月11
日，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均已启动返校复学工作。经历了线上模式洗
礼的K12教培行业进入“后疫情”时代。尽管各
地K12机构线下复课的时间点也已日渐明朗，
但疫情强制将原来的线下学习场景转移到了
线上，可以说完成了免费的用户习惯培养，疫
情期间培养起来的习惯偏好、学习与生活方
式必然会有部分延续。而且，疫情也催化了对
在线教育相关软硬件设施的加速研发投入。
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K12阶段在线教育进一
步发展的助推剂。

腾讯广告在其发布的《疫情影响下的K12
在线教育新市场洞察》报告中指出，有五类人
群为K12在线教育市场创造了新机遇：1.老客
新增：疫情之前就在使用，疫情期间增加了使
用频率或时间；2.线下流入：原来只用线下辅
导，疫情期间首次尝试在线辅导；3 .全新流
入：未使用过任何形式的辅导班，疫情期间首
次尝试在线辅导；4.线下潜客：原来只用线下
辅导，疫情期间产生尝试在线辅导的高意
愿；5.全新潜客：原来不使用线下辅导，疫情
期间产生尝试在线辅导的高意愿。

教育线上化已然是大势所趋，但纯线上模
式显然也无法满足所有需求。通过这几个月
的实践，可以看到，学生线上学习的弊端显露
无遗，如不能随时反馈、在线学习效果难跟
踪；对教师而言，线上授课需要适应新的内容
输出方式，教学预期降低；对家长而言，监督
成本高是个主要问题。因此，学生和家长都对
K12机构恢复线下培训有着迫切需求。

这样看来，多场景融合、线上线下互动的
OMO模式，或可成为能够满足各方需求的解
决方案。但正如上节末尾所述，目前整个教育
行业对OMO模式的认知还相当分散，探索还
处在初级阶段。疫情期间大型教培机构很多
选择与第三方合作，也就是B端提供商。经历
了转型线上的传统K12机构的管理者，对如何
转型OMO模式、如何实践OMO教学产品有
了一手体验，或许也意识到OMO教学产品需
要强大的技术、产品、教研、教学实力作为支
撑，这会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与第三方合作
完成转型OMO。

对于B端提供商来说，面对传统机构转型
OMO模式的行业大势，是机遇也是挑战。如
果能够为K12机构提供稳定的技术平台、成熟
的产品体系、持续的运营指导、转型周期短、
投入低、上手快的OMO教学解决方案，或许
将影响到整个K12教培行业未来的产品形态，
甚至会培养出新的学习习惯。  

Illustrations by LAVA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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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堂是
什么样子？
方柏林

如何把线下课堂发射到云端
在线教育，应该是将加涅（Robert M. Gagné）
等人所言的教育设计借助教育平台来施展
开。在《学习的条件》（The Conditions for 
Learning）中，加涅提出，为了给学生创造学
的条件，教学中应该包含九个步骤：

①吸引注意；
②告知学生学习目标；
③鼓励学生回顾过去所学；
④提供刺激；
⑤提供指导；
⑥提供呈现所学机会；
⑦提供反馈；
⑧评估学生的表现；
⑨提高记忆和转换。

我们利用加涅的理论，对面对面的教学进行
一次“手术解剖”，就会发现，好的老师在讲课
中会不自觉地运用这些原则。加涅的理论多
依据心理学上对于人认知过程的一些了解，
其中既有认知主义对于人思维发展的了解（
如回顾、生成这些概念），也有行为主义对学
习的理解。其中一些概念需要一定的心理学
知识，而且步骤过多且复杂，翻译成中文后可
能还容易引起歧义。例如“提供刺激”，未必是
指提供刺激性的内容，提供“猛料”，讲段子 

“刺激”学生的麻痹，或者是提供花哨的转换
和动画效果——这一切未必全都有助于学生
的学习，处理不当甚至有害。加涅所谓的“刺
激”，是指行为主义中所说的“刺激—反应—
巩固”这个概念，我们最熟悉的例子是巴甫洛
夫条件反射。也就是说，刺激是以对学生来说
最为优化的策略，把内容展现给学生。它关系
到教学的组织，比如内容的切分与排序、媒介
的选择；也关系到学习者的内在条件，比如他
们是否在乎学习的内容，他们有没有学习当
下内容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我将这个过程在网络教学中
的运用，简化为网课的五个步
骤，并用下图来表示：

 

告知教学目标：在课程的每个教学单
元或者直播的每节课里，老师应告诉
学生这个单元涵盖哪些内容，希望他
们完成哪些活动、达成哪些目标。否
则学生在学习时就会盲目。形成这种
目标、并将其与教学环节结合也有助
于老师思考自己的教学策略。     

讲授教学内容：使用阅读材料、音频、
视频、游戏化可见或其他内容共享工
具，向学生讲授自己的教学。这个过
程与面对面的课堂讲授比较类似。如
果使用视频，建议简短，围绕不同的
主题，而不是将45分钟的课堂教学照
搬到网上。

提供消化机会：给学生一些作业或者
活动，帮助他们学习。这可能包括讨
论、作业、练习、游戏，以及其他适合
具体课程的学习活动。

评估学习结果：使用测验、讨论，测试
学生对学习材料的掌握程度。这可能
与上一步骤有些重叠，但上一步骤侧
重于形成性测评，而此步骤更偏向于
总结性测评。

给予适当反馈：使用页面或视频向班
级、小组或个别学生提供反馈。这通
常体现在批改作业或测验讲解中。在
传统教学中，老师提供反馈多针对全
班，但学生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所
以反馈同样应该增加个性化。我建议
多使用音频、视频给出反馈。因为对
大多数人来说，说比写快，一旦技术
平台不成问题，口头的留言反馈速度
应 该 更 快 一 些 。在 课 程 管 理 软 件
Canvas里，老师批改作业，就可以
用“多媒体评论”这个功能，用语音或
者视频批改作业。

互动与社区：学习不能忽略社交成
分，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我们要鼓
励创建并维护一个充满活力的在线
学习社区，促进学生与教师、学生与
学生的互动。在线讨论是一个很好的
工具，老师也可以使用“协作”和“聊
天”工具。纯文字沟通不一定能够建
立这种社区感，老师也可以考虑加入
一些多人在线视频的活动，增强社 
区感。

线上课堂的设计原理
总体来说，线下课堂的内容，大部分在线

上也可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在方法上照搬
线下的模式。把线下课堂上的授课过程录下
来放到网上，效果一般不会太好，因为学生在
电脑前的注意力撑不了那么久。关于线上和
混合教学，鲁本·普特杜拉博士 （Dr. Ruben 
Puentedura）提出了著名的SAMR理论，这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替代（substitution）、增强

（augmentation）、调整（modification）、
重新定义（redefinition）。该理论中的“增强”
和“调整”两个概念之间界限有些模糊，也不
必作过于复杂的区分。我们不妨以其为启发，
将其简化一下，变成对线下教学的翻版、增强
和创新。

翻版：仅改变媒介内容，形式上克隆线下模
式。①老师将自己在课堂上的教学全程录像
后发布在网上。②学生用纸笔完成作业，扫描
或者拍照上传。③线上测评比较难以翻版线
下的模式，但也有老师让学生前往固定考点，
或是寻找监考人，邮寄试卷给学生，让其在他
人监考的环境下，在固定时间完成考试。

增强：模仿线下课堂的方式，但使用在线工具
所提供的一些功能，强化教学效果或效率。 
①老师使用视频直播方式授课，增加一些在
线投票功能，或是开/关麦克风方式，管理班
级秩序。②学生提交作业到课程管理系统，老
师在线批改，可利用一些在线工具，比如评
注、语音评论、视频评论等方式给学生点评；
有些作业的初稿可以先让学生互评，最终稿
才让老师去评，这就对作业本身的流程进行
了调整和增强。③设计在线测评，让学生在线
上完成。这可以设置考试时间范围（例如星期
一整天都可以登录考试）、时间长度（比如限
30分钟完成）等。它是对线下测评的增强，因
为老师可使用题库，给不同学生不同考卷。另
外考试还可以分批发布，让不同班级的学生
在 不 同 时 段 去 考，像 美 国 大 学 入 学 考 试

（ACT）一样。

创新：凭借教学平台、现有技术工具以及人工
智能的辅助，大尺度颠覆过去的教学方式。 
①老师授课方式创新且多样化，除直播外，还
可用录播方式，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接触教
学内容；制作如游戏、模拟、数字故事等有趣
的学习体验；或者使用外部教学材料，自己作
为辅导者答疑解惑。②用创新的方式让学生
消化吸收学习内容，比如让学生自己制作在
线练习、小组讨论、游戏、竞赛等；也可依据建
构式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依靠自己的背景、地
区、知识、技能，各自贡献力量，丰富课堂教
学。③拓展测评的外延，让学生不只是用考试
来衡量自己的学习成果，而是增加一些项目
式作业、演讲演示、真实任务等，比如针对教
育系的学生，可以要求他们创建日后可以拿
来使用的课程大纲。

以上三个层次，可以是循序渐进的。总的
来说，第一个翻版模式，只能作为短期或者应
急时的过渡，会越来越不可取。把课程搬到网
上，不是简单的照搬。课堂进入网络，会改变
老师的教学过程，改变学生的学习过程。根据
维果斯基 （Lev Vygotsky) 的“活动理论”，当
工具介入任何一个人类活动时，都会对主体、
客体、活动的目标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来赫尔
辛 基 大 学 教 授 、“活 动 、发 展 和 学 习 中 心”

（C R A D L E）主 任 恩 格 斯 特 姆（Yr j ö E n -
geström）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延伸，认为工具
的介入也影响了活动所依附的社区、分工合
作和相关规则。

网络课堂可不就是这样？这个虚拟的课堂
影响了社会分工，比如老师需要课程设计和
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协作。网课也改变了社
区关系，比如家长、学生、老师、学校之间的互
动方式。一些规则也在产生或改变，比如在线
直播课上什么时候发言、在线讨论的礼仪和
规则，这一切都在改变。

国内现在在线教育火爆，值得欣喜。但产
业界的平台似乎还没有机会发展成熟起来，
我们依然缺乏共同的、稳定的课程开发和管
理支持系统。不过经此一“疫”，由疫情带动的
对在线教育软硬件方面的巨大投入，会帮助
催生出教育平台领域的腾讯和阿里巴巴。腾
讯在疫情期间迅速推出的“腾讯会议”，上线
才几个月，在使用简便上已有赶超Zoom之
势。国外使用的在线课堂，尽管功能强大，不
足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进入门槛过高，缺乏
市场竞争，以至于对市场需求反应迟缓。像
Blackboard这样的国外课程管理软件，自引
入国内后已经有所发展，但是远远称不上普
及。究其原因，除了水土不服外，在老师和学
生的观念上可能也有诸多需要突破的地方。
对中国教育平台而言，这里面既有机遇，也少
不了挑战。  

本文选自作者新著《网课十讲》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20年）

方柏林：笔名南桥，教育学博士、文
学译者、专栏作家，现任美国艾伯
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曾为《
中国日报》《中国教育报》《南方都
市报》、WISE Ed Review等多家媒
体撰写专栏。著有《网课十讲》《过
剩时代的学习》《帕慕克们怎样读
书》等，译有《喧哗与骚动》《河湾》《
布鲁克林有棵树》等。

缺乏专业的课程管理系统，老师会
为了教学需要，在技术应用上东拼

西凑。这些工具纷繁芜杂，好处是造
就了非正式学习的机会。社交媒体

工具进入门槛低，可以拉平起点，让
更多人及时获得信息；这是它的长

项，也是它吸引教育者的地方。 
但是，除非它们从教育着眼，重启新 

版本，否则并不适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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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
不确定之美
王敏

一百年前，为应对机器给人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包豪斯诞生。百年
之后，我们面临着新的机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机器深度学习、脑机
连接，诸多技术与概念快速进入我们的世界。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让我们又期盼又担忧。有人说它是通向未来的
希望，将强化未来的设计；也有人说它是未来人类的毁灭者，是设计
的终结。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相信AI会是设计师的合作者；它将是
设计师的机器人，将设计师从重复性、技术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借助
大数据、不断强大的运算力和设计师无限的想象力，设计会被用于社
会创新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探讨技术和机器给设计带来的影响，我
们或许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一些预测未来的依据。

设计师与机器
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桌

面出版革命是一场影响了设计出版与传播的
技术革命，它彻底改变了设计行业的工作模
式、印刷行业的工作程序以及出版行业的运
作。当时技术的革命也带来了很多挑战，比如
80年代是字体设计数字化的初期，技术为
上，字体与排版的审美因素常常被企业经营
者和工程师忽略，以至于在初期桌面出版生
成的文字排版和打印效果品质都很低，电脑
排版遭到很多专业设计师的鄙视。

而且当时已经开始谈论人人都是设计师，
设计师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因为以往排字、照
片色彩处理、印刷稿各自都需要专门人士来

进行，但桌面出版革命消灭了这些工种。现在
看起来谁都可以做宣传页、做手册了，不需要
设计师了。在2000年之前，美国的平面设计
学生毕业后找到专业工作的一度只有15%。
那时出现了对手工排版、铅字以及铅字印刷
物的怀念，类似今天都市人对田园风光的留
恋与向往。几乎是在桌面出版的初期，Adobe
的设计师便开始试图用新的技术手段去模拟
传统工具的工作模式与审美特质，以求抹去
电脑化的痕迹。

但随着互联网与多媒体的出现，技术给设
计行业和设计师带来的更多是机会。在一段
时间内机器带来的设计审美品质的丧失、专
业性的缺失、职业的消失，转眼成为设计行业

发展的动能。技术带来了设计行业的兴旺发
展，并且改变了设计师的行为。在桌面出版消
灭了排字、修图、制作黑白稿等技工之后，设
计师从原来单纯地出创意、出草稿变成需要
既是创作者也是技术人员。设计师要花费时
间去学习电脑技能，要知道怎么使用各类软
件硬件，要了解技术问题和制作问题。而现在
技术又会将设计师从这些问题中解放出来。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把这些工作都
交由机器去完成，让设计师专注于创意。这看
起来似乎是又回到了桌面出版之前的状态，
但设计的生成手段更多样，更有效率，也更有
力量。

图片来自Canva.com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测和
统计，截至5月初，新冠肺炎疫
情已经导致全球191个国家的
15.8亿名学生停课，占全部在校
学生的91.3%。在传统的课堂教
育模式被迫按下暂停键的同时，
科技为在线教育按下了加速键。
今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
集各国教育部长召开紧急会议，
探讨如何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前提下维持教学
活动。线上教学被认为是当下最有效的替代
方案。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为各国启
动大规模远程教学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开放
可供线上教学的应用和平台。

在中国，有2.65亿名学生、1600万名老师
在共同开展线上教学，这是历史性的重要教
育事件。疫情催化了本身就已在快速增长的
在线教育行业。3月，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 
Q1中国中小学在线教育行业运行监测报告》
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68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在非常时
期行业蓬勃增长的背后，依靠的是科技企业
技术深度和资源积累的强力支撑。

2月初，教育部发布了“停课不停学”公告。
为应对远程大规模班级教学，保证线上课堂
契合教学规律、保证教学效果，亟需搭建一个
有效的在线教育平台。腾讯基于在线教育领
域的技术积累与经验沉淀，根据武汉市教育
局教学计划，高效完成了从最核心技术框架

搭建到直播页面视觉设计，向武汉中小学提
供丰富在线课堂功能。疫情期间，腾讯推出
的“腾讯教育工具箱”，根据教育主管部门和
学校的不同需求，匹配不同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例如“腾讯课堂极速版”和“腾讯空中课
堂”，为全国多所学校提供在线教育服务。

腾讯教育推出的两套在线教育解决方
案——“腾讯课堂极速版”和“腾讯空中课堂”，
以其操作简单、稳定流畅的特点，吸引了大量
用户。老师使用前者开课非常简单，一部手机
即可。后者则是依托腾讯智慧校园及企业微
信两大平台能力构建而成的，教师和学生通
过企业微信完成授课、作业、测评等环节。在
使用线上工具的过程中，老师也被激发起了
创新性。有的老师会引入优质慕课资源，作为
在线课程的补充；有的老师通过灵活使用教
学工具，将线上线下课堂融合发展，优化了线
下课堂没有的教学环节。他们会将各种在线
工具组合应用，灵活选择各项功能，让网络课
堂教学变得更有趣。

在 线 课 堂 也 要 求
每天要准点上课。这就

意味着，与春晚红包或“
双十一”活动时的短期突

增的窄带宽流量不同，在
线课堂的流量会出现非常

明显的所谓“短瞬间峰值”，
再加上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线

下活动都转移到了线上，网络流量的
增长体量之大，难以想象。凭借着过去在技术
和资源上的积累，腾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了数倍、数十倍的扩容，保证其在线教育平台
能够支持百万以上人数同时在线，稳定应对
直播答疑、大班课等高并发场景，实现老师与
学生的实时互动。

这几个月来国内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践，
无疑会给接下来全面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供
重要经验，也有望促进教育领域的诸多创新。
总结这次实践，它似乎能为解决我国各地区
以及城乡之间教育差异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有望帮助推动“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的实现。但企图借助在线教育实现优质教育
的普及，显然也面临很多问题。在线教育行业
现今仍处在初始阶段，还需要科技企业与政
府合作，共同提出在线技术解决方案。  

 

成都高新区的老师通过腾讯空中
课堂给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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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
过去三十多年来，Adobe与Apple等公司

的技术大大提高了图像制作、设计制作的效
率，很多工作因为机器（这里的机器也包括软
件）从而实现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操作，这在
PhotoShop、 InDesign等工具的演变过程中
可以体现出来。2003年我在硅谷的最后一个
项目是为Adobe设计可以全球应用的设计模
版，其中包括软件包装、市场宣传手册、宣传
页、网页等。这些模版用 Adobe InDesign 设
计，放在Adobe的中央服务器中，任何地区的
分公司或办公室都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用 
Adobe InCopy 输入当地语言文字， InDe-
sign便会自动生成包装与其他文件用于印
刷。这种基于模版的自动化设计与今天基于
模版的系统相比当然要落后很多，但目的是
一样的。现在 Adobe Sensei 技术作为Adobe
创意设计软件的底层技术，大大提高了使用
者的工作效率。

类似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 Font Map 是
IDEO一款交互式字体搜索工具，能帮助用户
快速找到合适的字体； Fontjoy 是由自由设
计师兼工程师的 Jack Qiao 开发的一对神
经网络系统，让使用者在构建网站或平面设
计项目时更加容易确定字体；阿里汉仪智能
黑体，字形由汉仪字库的字体设计师黄珍元
主创设计，字库产品协同阿里人机自然交互
实验室，通过计算能力自学生成。在设计场景
应用上基于模版的设计生成技术已经很广
泛 ，国 内 外 有 很 多 基 于 模 版 的 系 统 ，如
Brandmark、 Logo Crunch 、 Logopony、 
Looka、 Tailor Brands、 Canva、 ARKie等。
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这些图像生成技术可
以大大改善设计的生产方式及效率。

王敏第一次使用Adobe Illustrator把文字随意编排，1987年。当时的Adobe 
Illustrator尚不能做色彩处理，这两件作品是王敏先用黑白激光打印机打印出黑
白图形，然后以热转印方式而得的色彩效果。

斯坦福大学教授王戈的图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
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

AICAN作品，AICAN.IO|AICAN@ARTRENDEX.COM

特赞designNet     特赞企业AI运行方案

人工智能作为设计师的合作者
人工智能的关键是让机器掌握认知的能

力，但在设计领域，由于设计需求、场景、观
念、人性的多样化，要让机器做到这一点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通
过自动化智能、增强智能、扩展智能，让设计
师的能力更加强大。

人工智能可以将大数据、运算能力和设计
师的想象力聚合在设计上，产生更大的能量。
举一个例子，特赞这几年不仅为企业和设计
师搭了一个平台，还在做一个有关设计的人
工智能系统，叫做designNet。这个系统会不
断收集设计师的案例，会形成一个大数据，教
机器去学不同的设计方法、不同的设计风格，
从而让人工智能系统变得更聪明，可以更好
地成为设计师的合作者。

机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生存和工作，但创
造更好的未来还需要设计师的介入。设计是
有目的性的，是基于人类需求的目标所产生
的行为。人工智能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
的意志为驱动的。这样的机器，整合大数据、
运算力和设计师的想象力，就能服务于社会
创新和可持续性发展。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有
影响力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教授，李教
授在斯坦福成立了“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
院”，她的三个基本理念就是：人工智能技术
应该受到人类智慧的启发；人工智能的发展
必须以其人类影响为指导；人工智能的应用
应该增强人类，而不是替代人类。

人工智能作为创作者
人工智能会不会终有一天发展出自己的

意识，成为独立的创作者？我们来看一下人工
智能在艺术品生成上的发展。

目前人工智能的图像生成技术主要是“样
式转移”，或者叫“风格转移”，通过教AI去理
解和复制人类创造的艺术，再使用AI去创造
艺术作品。这种技术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来复
制、重新创建并混合艺术品的样式。比如人工
智能系统DeepArt，将照片转换成艺术史上
著名的风格，可以看到它们在每个角落选择
的四幅原始艺术品，处于不同位置生成不同
程度的风格混合，中心图像则是所有四个部
分均等混合的结果。致力于连接科技与音乐
的斯坦福教授王戈用一个图表形象地说明了
这个过程。

但机器自主而不是基于给定风格去创作
已经成为可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艺术与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用于
艺术生成的AI系统AICAN，“该系统不涉及人
类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但涉及人类创意产品
的学习过程”。他们让机器自己去决定作品的
风格，让机器自己去创作，但会让机器先学习
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最后他们做了一
个测验，让观众在机器作品和人类艺术家作
品之间做选择，结果很多人选了机器创作的
画，认为机器的画更有目的性，色彩搭配和构
图都很好。这说明作为自主设计师的人工智
能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机器掌握了一定的认
知能力，具有记忆、语言、理解、推理、学习、表
达，特别是模式认知上的功能，它就会慢慢形
成独立创作的能力。但指令还是人给的，还是
人去给它一个目的性。

未来设计业态将是人与机器携手共进，设
计师将在与计算力的博弈过程中，回溯人性
本源。未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不仅仅是市
场和技术的力量，更是创意和想象力的力量，
也可以说是未来型设计教育的力量。  

王敏：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前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文整理自2019年10月26日王敏教授在“纪念包豪斯100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的演讲《包豪斯百年之后——人工智能时代的不确定之美》，
文字来自《设计》杂志2019年第24期，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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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大国家战略和民生领域
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2020年2月28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将拓展毕业生升学深造渠道，着力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预计同比增加
18.9万人。

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2020年研究
生报考人数达341万人，同比增加了50万人，考研竞争激烈。同时，这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不少企业造成了冲击，大学生就业面临更严峻的挑
战。扩招研究生，是应对疫情、减轻就业压力的必要之举。

此次扩招将重点集中在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应急领域，重点投
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专业，而且以专业学位培
养为主，以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为主。

2018年中国内地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和毛入学率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
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等各
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3833万人，其中研究生
招生85.8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
数据来源：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大米和小米
教育中心
Jeremie Lichtfus

大米和小米教育中心希望我们为其北京新址打造一个全新
的旗舰教育分店室内设计，该教育中心致力于为自闭症儿童
及家长提供教育相关服务。该空间内含接待区域、家长等候
区域、员工办公区、咨询室、培训室及不同功能的课室。

空间平面近乎正方形，这促使我们将所有功能及使用群
体聚集起来。设计概念围绕着空间中的木制核心区域展开。
我们希望这个木制中心独特而且实用，能够联动横向及竖向
流线，多个视角的可视性也加强了孩童玩耍时的安全性和趣
味性。教育中心的其他部分保持了简洁的白色空间，以便把
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央的木制空间上，物料和颜色均经过
了精心选择，为这些孩子提供最适当的环境。 

MAKADAM | 劢可丹建筑设计：www.mkdd.co
大米和小米：www.dmhxm.com

所有图片摄影：董立平；图片提供：MAKADAM

空间内避免硬体边角的出现。

教学空间

接待区和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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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着学：
实地笔记
何京蕴
众建筑 - 众研发创新总监

这是有关众建筑创新学习空间设计项目—— 
“玩学架”的项目描述与实地笔记。

“玩学架”是由众建筑发起的一个项目，
旨在通过开放和协作式设计过程来探索Loft
空间的潜力，推动学前儿童的认知和社交发
展。中国的教育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
这 一 背 景 下 ，众 建 筑 研 发 出“ 玩 学 架 ” 

（见注释1）。该项目根据新的目标和教育政
策，促进STEAM和其他创新课程的实施，为
自主学习和在玩耍中学习提供更多机会。

从2018年开始，众建筑就通过在中国城
市和农村的几所学校开展项目，来研究教育
景观。在了解背景和困难之后，众建筑提出
一个设计构想：是否有因素可支持更富有创
意的教育理想，同时不必过于依赖教育工作
者培养、大规模学校改革和昂贵的创新课
程？如果空间环境可以通过小规模的空间干
预，更密集地用作第三个教学维度，情况又
会怎样？如果成功，空间学习工具和形式可
以轻松复制，教师能够利用空间和学习之间
的重要联系，更便捷地整合创新学习方法。
空间环境的设计和学习成果间的关系不仅
仅 是 推 测，还 得 到 了 最 新 科 学 研 究 的 证
实。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改变课堂设计
的某些关键元素可将学习成绩提高16%。 

（见注释2）

这是我们第三次来到河北省献县阳光幼儿园。近500个3至7
岁的儿童分散在传统操场上，两边都有教室。这所学校是一
个大型非政府组织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乐平公益基金会
牵头，旨在提升学校的课程和学习环境。环顾幼儿园，你会看
到最新的教师培训课程以及各种DIY方法和创意，所有这些
都来自有限的资金和预算。一条长长的绳子穿过操场走道，
上面挂着各种旧的锅碗瓢盆、盖子和其他废弃金属物品，用
于帮助孩子们探索声音、音乐和游戏。教室里有用作教具的
空盒子，它们构成一个建筑探索区。在一面粉色和绿色的墙
上贴着一排排图画，上面是常用机器的各种零件和机械 
装置。

河北省献县阳光幼儿园操场景象。摄影：众建筑

河北省献县阳光幼儿园大班教室。摄影：众建筑

河北省献县阳光幼儿园。摄影：众建筑

为实现这一构想，众建筑开发出“玩学 
架”。这是一个模块化系统，通过产品和空间
设计解决方案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学习能
力。目前，这种空间学习模式主要用于学前教
育，这个阶段的教育不强调考试，有更多机会
可以进行基于游戏的创新学习。这个年纪的
儿童运动技能有限，这意味着创造性学习工
具的选择较少。

“玩学架”目前正在设计阶段。它由一个
基本结构和与其连接的填充材料组成。坚固
的结构保证了安全，并为附件提供了一个框
架。填充选项高度灵活，确保整个Loft能够满
足广泛的空间和功能需求，使各种灵活的定
制成为可能。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Loft要经过多次车间
和环境测试，对设计进行试验和改进。众建筑
与中美两国的学校和专家合作，对设计理念
进行现场测试。测试环境覆盖广泛的教学领
域，除了学校和教室，还有很多非正式场景，
如文化空间和节日。众建筑对这些测试和结
果进行评估，以便不断改进和升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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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献县阳光幼儿园进行比例模型测试。摄影：众建筑

第三次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规格和比例测试，这
些测试是学习工具结构的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创造灵活、可
扩展、符合人体工程学且适合目标年龄群的空间，以及一个
鼓励集体活动和玩耍的结构。明校长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将这些结构设置在教室内，让两组4到6岁的儿童（每组6
至8人）以他们喜欢的任何方式与结构互动。在校长的简单提
示下，孩子们开始探索一些基本填充物的结构和可能性。有
的孩子参加集体游戏，有的则是单独玩耍。很快，我们发现，
我们一开始使用的尺寸太小，不足以支持集体和社交游戏。
尽管只是一次简单的规格测试，但孩子们依然兴致高昂，这
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索尺寸、功能和用途的热情。

河北省献县阳光幼儿园“玩学架”第一个原型测试视频图片。 
拍摄：众建筑

项目早期的合作伙伴是北京乐平公益基
金会和河北省献县阳光幼儿园。乐平正在进
行教师培训和课程升级，阳光幼儿园提供教
室空间，作为“玩学架”的重要试验场地。这
样，我们既可以分析教师的需求和期望，又可
以分析学前儿童的直接兴趣，并与更广泛的
管理人员和家长们互动，在互动和用户建议
的基础上优化设计。通过反复试验和反复的
协同设计过程，我们能够获得深刻的洞见，并
找到更多利用设计的方法，从而对整个社会
产生积极影响。

在美国，Loft是“垂直学习”研究的重点。“
垂直学习”是凯特琳·马洛伊博士和沈海恩与
爱尔兰纽镇学校（一所受Reggio Emilia教育
理念启发而建立的幼儿园）合作开展的一项
名为“Loft空间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的调
查，目标之一是获得更多数据集，为Loft的发
展提供更多文化输入，并探讨空间设计如何
进一步影响学习成果。

在深圳参加设计互联“社会设计：寓学于乐”展览工作
坊。摄影：众建筑

在深圳龙岗参加2019深港双城双年展Pop-Up Campus
工作坊。摄影：众建筑

大约在开始前半小时，我们仍在讨论如何将任务介绍给18个
5至7岁的孩子，我们讨论具体方式和不同的步骤。我们与来
自“More than Architect”的资深协调人团队合作，讨论我们
希望给予的自由度，以及如何使用有限或更广泛的工具来实
现。在工作坊中，我们着重使用“玩学架”的一个配件工具包，
允许参与者建立自己的结构。我们决定从工具包中去掉一个
更为结构化的部分，让参与者尽情发挥想象力。此举非常成
功。工作坊的第二部分给了我们更多惊喜，家长和孩子们越
来越有兴趣，纷纷加入到任务中。他们自己组装面板并共同
创建一个结构。这让我们感到惊讶，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为
自己创造的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构感到自豪。

无论是教室规模的工具还是更大的学校
建筑设计和校园，众建筑的最终目标都是创
建创新学习环境，在整个学习景观中培养儿
童、学生和学习者的五个关键特质：积极性、
好奇心、个性、社会交往和接触世界。我们认
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这些特质对于应
对未来复杂的问题至关重要，无论是作为个
人还是整个社会。  

在深圳龙岗参加2019深港双城双年展Pop-Up 
Campus工作坊。摄影：众建筑

“玩学架”的开发得到以下机构支持：乐平公益基
金会、阳光幼儿园、Design Trust、设计互联、纽镇
学校、More than Architect、UABB、南都基金会和
Future Plus。

同时，众建筑欢迎各方进一步支持并表达合作与共
同发展的意愿。有兴趣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们：anouchka@peoples-architecture.com

1. Didi Kirsten Tatlow, “ MANUFACTURING CREATIVITY AND MAINTAINING CONTROL 
- China’s schools struggle to balance innovation and safeguard conformity” 
(Berlin: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 February 14,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merics.org/en/china-monitor/manufacturing-creati-
vity-and%20maintaining-control 
2. Peter Barrett, Fay Davies, Yufan Zhang, Lucinda Barrett, “The impact of class-
room design on pupils' learning: Final results of a holistic, multi-level analysis” 
(Amsterdam: Elsevier,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Volume 89, July 2015, Pages 118-133) Available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
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2315000700

艺术家对教室环境中使用“玩学架”的印象。插图：众建筑



一所藏地森林学校的
教育探索

2015年，长期致力于推广可持续旅游的刘璇
在受邀去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中路乡调研的
过程中，机缘巧合，提出了在当地建立一所森
林学校的想法。中路乡距离丹巴县城约12公
里，位于河谷边的山地上，地处墨尔多山省级
自然保护区内。传统的嘉绒藏寨层层叠叠、依
山而建，其间散落着有上百年历史的古碉楼。
森林学校就选址在当地最高处，范围包括原
有的一栋结构保存完好的藏式民居、相邻的
另 一 处 民 居 以 及 两 座 房 子 之 间 的 四 亩 空
地。2018年10月，这所名为“登龙云合”的森林
学校完成了规划设计和空间改造，正式落成。

早在2015年计划启动之时，谈及对森林
学校的愿景，创始人刘璇说，希望这所学校能
够探索出一种模式，一方面展示自然教育，另
一方面积极构建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
和谐。五年过去，森林学校在自然教育领域、
社会企业领域以及乡村振兴领域成绩斐然，
陆续获得了“四川省森林自然教育基地”“四
川省中小学研学实验基地”等授牌，“乡村生
态环境贡献奖”“高原社会企业致敬奖”等奖
项，还通过与村民的共同努力，引领中路乡变
成“乡村振兴示范基地”。

自然教育：全人发展和城乡融合、本土元素和
全球视野

自然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刘璇为学校构思
的方向，她还为此提出了几个原则：第一，要
将当地学生作为受益对象之一，在当地培养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第二，教育对
象要面向全世界，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多地
了解中国，更是因为自然保护本身就是一个
全球性话题；第三，要开发出一套独特的课程
体系，要利于全人发展。

森林学校的定位也在五年的发展过程中
越发清晰：一所践行本土创新教育、培养跨学
科深度学习能力的未来学校。学校自行研发
落地了以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为核心的自然
研习、自我探索、自在创变和乡土教育四个主
题板块的课程体系，让学习者在这里学习逻
辑、理性的科学思维，探索沉静、感性的内在
智慧，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拥有创造美

好世界的积极行动力。这里的学习者包括国
内外在校学生、亲子家庭、青年创变者、新农
人、智慧长者以及当地村民、返乡青年等等。

凭借着周围优美的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
源，学校面向孩子展开了一系列自然教育课
程和体验活动，不仅让当地的孩子重新认识
并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给城市里的孩子一个
体验自然的课堂。孩子们可以跟着向导一起
在户外辨识植物、采蘑菇；可以爬上碉楼，了
解当地的历史；也可以跟着民间手艺人学刺
绣和编织。学校在当地村寨开展生态厕所、新
能源利用、污水和垃圾处理、生态农业等一系
列生态环保课题的研究与实践，举办“疯狂玉
米节”传承当地文化和风俗，通过工作坊、研
学营、森林论坛等多种形式，让学校成为跨界
交流平台，吸引当地居民、政策制定者、设计
者等各领域人士共同探讨中国乡村发展和环
境保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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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用现代文明保护自然和传统
对森林学校而言，社区发展依旧是个教育

命题，即如何通过改变村民的认知来改变发
展的行为。森林学校推动成立了丹巴县第一
个以生态旅游为主导的农业旅游合作社，并
借此推行与村民之间的“协议保护”制度。 
即：通过与合作社签订协议的方式，激励社区
成员承诺水源保护、垃圾分类、对土地友善；
相应地，这些社区成员将率先进入合作社，享
受森林学校提供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共
享经济收益。这个制度在提升当地社区文化
自信的同时，也能让他们有尊严地留在家乡， 
实现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森林学校借助这
个制度，让当地社区享受到更多发展红利， 
比如：

(1) 让经济利益流向村民。森林学校在进行
校舍改造时，聘请了45位当地工匠参与，让
他们既收获了劳动报酬，又有了和外界设计
师交流的机会。学校经营过程中，各家民宿会
负责接待研学旅行的参与者；学校还设计了
各类深度生态旅行活动，让更多村民参与 
其中。

(2) 建设社区能力。森林学校借助农业旅游
合作社与当地社区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在不
断完善管理机制的同时，也引导着这里的旅
游业发生改变：让在地旅游从过去的农户个
体自发参与升级为有组织、有管理的集体参
与，最终的希望是当地社区可以早日实现自
主运营。

(3) 培训和推广。森林学校定期为村民组织
生态旅游培训、村落自然导赏培训和在地餐
饮培训，重点培养大学毕业后选择返乡的年
轻人，让他们看到乡土旅游的希望。针对藏乡
最宝贵的传统文化，学校着重进行保护和推
广，比如将这里的手工艺设计进研学旅行的
课程，帮助合作社建立传播渠道等。

登龙云合森林学校在五年的探索中走出
了自己的运营模式。在产业层面，作为国内极
少数的拥有从规划设计、建筑设计、课程研发
到运营管理能力与实操经验的创新教育机
构，他们已与国内多家机构与企业展开合作，
为行业伙伴提供创新教育基地设计与规划、
课程体系研发、运营咨询与筹开等一体化服
务；在内容层面，他们深度挖掘在地自然资源
与文化资源，通过课程研发将其转化为创新
教育内容，以供学校或以个人身份前来的国
内外学习者付费学习；在社会创新层面，基于
自身专业背景、前沿发展思路、多元专家团队
与在地实操经验，登龙云合能够为政府提供
创新教育、乡村振兴、旅游扶贫等方面的咨询
服务。当然，这一切所围绕的核心依然是教
育，教育在这里是桥梁，既承载着观念转变，
也担当着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提升。  

更多详情参见：yunhecentre.com

《墨尔多神山》自然戏剧

森林学校的大厅

学校所在村寨收获薰衣草

第一流的 
乡村教师
杨碧琼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或者甚至亲历过一些关于乡村教师的感人故
事。故事的主人公因其坚守和奉献被誉为人师典范、时代楷模。这些
基层教师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基石，获得荣誉，理所当然。在赞美乡村
教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精神之余，这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去支持乡村
教师群体。但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乡村教师的贡献远不止是自我
奉献而已。 

云南省贡山县捧当乡中心学校的桑磊老师送学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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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坚守乡村
这是所有那些感人故事当中一定会出现

的要素，因为尤其是在当代，能做到这一点
的人越来越少。今年1月6日，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司长任友群在一次校长领导力论坛上
给出了一组数据：现在全国乡村教师人数在
290万左右；其中，乡村小学老师大概186
万，初中老师是50多万，高中老师只有5万
或6万，特殊教育和幼儿园老师数量更少。

2015年国家发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时，有报道曾提及中国

有330万乡村教师。城乡教师在编制、职称、
待遇等方面的差异，是阻碍教师扎根乡村的
原因之一。上述《支持计划》特别为此提出了
一系列相关举措，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机
制，既让人才下得来，又让人才留得住。五年
过去，看来还需要继续努力。

包括桂馨基金会在内的很多社会组织也
在为此努力。桂馨借助各类支持项目，不仅
为乡村教师、教师子女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注重文化传统的传承
在当今世界多元环境下，优秀的传统文化

对于锚定中国人的精神内核有重要作用。正
是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让下一代更多地了
解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了
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行业正在将这一理
念贯彻到学校教育的各个学段，以及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

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
区，都保留着丰富的传统民间文化或民族文
化。和所有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它们也
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在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
方面，很多当地学校和教师都起到了积极作
用，承担起教育民众、激发意识的责任。他们
把当地传统文化编进教材，带领学生了解知
识或者实地考察，或者练习本民族独有的舞
蹈、音乐或手工艺。有的教师在授课时使用汉
族—本族双语言，或者开设民族语言课，帮助
本民族文化的延续。

重视创新
陶行知在《第一流的教育家》里说，称得上

是第一流人物的，或者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
是有创造精神；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
有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
要远。总的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

我们的乡村教师在探索创新方面并不缺
乏胆量，既有课程设计上的创新，也有教学模
式或方法上的创新。甘肃省的一位老师，因为
觉得教材里的历史和学生距离太远，于是自
己设计了一节课，让学生通过走访村落遗迹、
采访老人，去探寻自己家乡的历史。内蒙古的
一位老师，总在寻求突破，不仅在全校（后来
发展到组织教师成长营，联合当地名师以及
城乡大批乡村教师一起）推广儿童阅读，甚至
还率先实施了班级小组教学，把课堂的自主
权完全交给了学生。这些创新，既是由于农村
地区教学资源匮乏因而不得不为，也是因为
自然资源丰富因而有条件为之，加上很多乡
村学校规模较小因而可以为之，但更根本的，
是因为这些乡村教师想要为之，也得到了足
够的支持力量让其为之。  

也为教师的职业培训、终身教育提供条件。
通过与项目所在区或县（市）教育局合作实
施“幸福园丁计划”，桂馨也特别关注这个群
体的心理健康，借助心理咨询师、职业导师
等专业人士提供培训和咨询的方式，旨在提
升教师的幸福感和职业认同感。

注重学生的人格养成
桂馨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樊英曾经

说过，对于中国乡村的孩子们来说，“为师者
教他勇敢，他便强悍体魄和锤炼内心；教他
学识，他便明了周围世界，探究未知；教他道
义，他便自知人人平等，他人不可侵犯；教他
慈爱，他便知生命之宝贵，施恩于人并为他
人奉献”。

这是对我国《礼记》里所提“人师”的精辟
阐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现实里，大多数农
村孩子，最终还是会留在农村。如何让这些
孩子有健全的人格，有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
本能力？

首先是让更多的学生不辍学。其次是教孩
子了解家乡，培养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学会与
环境共存。获选桂馨“南师计划”的教师，很多
都利用所在区域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因地制宜
地设计出自然或乡土课程。他们要做的也就是
这件事。有的教师把本民族传统习俗编成校本
教材，融入日常教学实践；有的教师带着学生
学习传统手工艺，不仅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甚至还为部分学生提供了谋生手段。

还有留守儿童的问题。民政部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
童697万人。四川省的一位小学校长曾说：“我
们学校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是留守儿
童……尤其在我们这种农村学校里，家庭教
育真的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的家庭就算是
父母在家，孩子依然像留守儿童一样，因为没
有人照顾。”在这些地方，老师既是传道授业的
师者，也是关爱体贴的父母，更是行为引导的
兄长，还是儿童社会化过程的深入参与者。

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简称南师计划），由国学
大师南怀瑾先生生前捐资发起，2012年10月由桂馨基
金会和南怀瑾文教基金会共同设立。南师计划关注乡
村教师群体，以弘扬师德精神、倡导有价值的教育实
践与创新为目标。
南师计划每两年实施一届，截至2019年已实施四届，
全国范围内613位乡村教师参与申请，80位教师入
围，60位教师获选。第五届评选目前正在进行中。
此外，桂馨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馨火基金）、线上学习

（馨火学堂）、实地参访（馨火访学）三方面工作，支持
乡村教师持续学习、成长和实践。
 
更多信息请浏览官网：www.greenandshine.org

贵州省雷山县郎德乡岔河小学吴如坤老师正在教学生吹芦笙。

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希望小学的高瑞兰老师在给孩子讲绘本。 山东省沂南县孟良崮实验学校的王绪堂老师指导学生制作树叶贴画。

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的李伟老师在校园花田里上数学课。

贵州省雷山县郎德乡岔河小学
吴如坤老师在语文课上教一年
级学生写字。

河南省清丰县高堡乡英满城小学的王艳着老师给学生讲故事。

四川省绵阳市塘汛镇初级中学的王礼洪老师带学生去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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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阳 
（化名，精神障碍，杭州，b.1990）
《田园》，布面丙烯

晨阳最喜欢的创作题材是风景画。复杂图形和具有数码解构
感的画面是阳阳作品中的重要特色。在这幅画作中，草地、田
野、树丛和屋舍被缤纷的色块建构起来，无论是密集有序的圆
点，亦或扭曲与不规则的条纹，仿佛都具有一种蓬勃生长的生
命活力。这样的景观静谧中潜藏着喧嚣，仿佛既来自陶渊明诗
中悠然见南山的淡远，也可以是梵高画笔下法国南部乡野的
浓烈。

小龙 
（化名，脑瘫，上海，b.1988）
《世界同心》，布面油画

小龙是个阳光俊朗的大男孩，脑瘫并未使他消沉悲观，相反他
总用自己的乐观和快乐感染着周围的人。小龙的作品稚拙大
气，用色大胆，造型不拘小节。他骨子里是一名浪漫主义者，作
品往往在奇思妙想间流露出温情与希望。新冠疫情期间，小龙
创作了一系列与抗疫主题相关的画作，《世界同心》正是其中
一幅，表现了全球团结一心，战疫必胜的决心和勇气。

小燕子（化名，智力障碍，上海，b.1988）
《万物生》，纸上马克笔

小燕子的作品中，有匪夷所思的梦，有心驰
神往的乐土，也有险象丛生的地狱，那是一
个光怪陆离，充满鬼怪、精灵、外星人和未知
事物的神秘世界。像是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
力量，创作灵感对她来说总是源源不断，自
然且水到渠成，奇异而天马行空。在她的世
界中，善与恶并没有本质或尖锐的分别，酷
嗜在作品中使用“恶”的形象，如波德莱尔般
对“恶”的意义有着执着的探寻热情。与其很
多其他作品一样，《万物生》画面的图案极为
复杂，给人一种眩晕感。那些密集组合的图
形如眼睛、如羽毛、如锋利的刀刃，紧紧将一
个女孩层层包裹在核心。这样的画面常常会
令观者心中掠过一丝不安，在我们与外部世
界的关系中，万物由心而生而灭。

WABC: 艺术是疗愈 

捷麟（化名，自闭症，广州，b.1994）
《宇宙星云》，布面丙烯

捷麟是一位有着一定学者症候群特征的自
闭症青年，除了热爱绘画，他对时空的随想
也很特别，喜欢运算日历并用图像记录下一
些时空中的故事碎片，仿佛来自岁月深处的
回声。这幅《宇宙星云》来自他对星空和宇宙
的畅想，像是一种召唤，对每个走进捷麟画
作的人开放，并在外部世界的广阔瑰丽和内
在世界的纯净神秘之间构筑桥梁。

刘一（化名，自闭症，上海，b.1988）
《星星怪物》，布面油画

刘一善于将多种形体、色块巧妙组合，构成叠压交错的有趣画
面。同时他还是一位善于捕捉人物生活细节和神态的漫画大
师。这幅油画中，刘一将星星等几何元素与肖像画创作融合在
一起，塑造了一个色彩丰富，看似抽象的“星星怪物”。这是属
于刘一的色彩游戏，也是他的图像乐园。

WABC (World of Art Brut Culture)无障碍艺途成立于2010年，旨在通过为精智障
碍人士提供艺术疗愈服务和公众倡导活动，提升精智障碍人士表达能力，增强公众
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度与包容度，使更多的精智障碍人士能够融入广泛的社会生
活。WABC艺途公益基金会致力于通过艺术改善人与人的沟通，发现自我，关爱生
命，推动社会融合和善意发展。2016年，WABC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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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SSIA ARMENI
#0157
Imag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 Alessia Armeni

涂色书

为了让人们在封锁隔离的日子里能好过一
点，“米兰艺术指南”（Milano Art Guide）的
罗塞拉·法里诺蒂（Rossella Farinotti）和吉
马里亚·比安库齐（Gianmaria Biancuzzi）
邀请不同世代的多位当代艺术家，共同创作了

《涂色书》。
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浏览，把A4大小的

图纸下载到自己的设备上或者打印出来。艺
术家们希望用自己的创意，让人们以一种富
有想象力的全新方式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
希望美好的涂色过程能让所有隔离在家的
人，无论是独居的人还是有家人或室友为伴
的人，都能暂时忘记眼前的困难。  

VINCENZO LUCA PICONE
OASIS
#0295
Imag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 Vincenzo Luca Picone

米兰艺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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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NI CUOGHI
MALEDETTA PRIMAVERA
#0022
Imag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 Vanni Cuoghi

PIERO CORVA
CORSA SOSPESA
#0008
Imag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 Piero Co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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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城市

在荷兰，每一块土地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被触碰过、改造过或保护着。

荷兰的“荒野”在几个世纪前就已消失， 
人与动物的接触仅限于花园、公园和动物园，
或农业中的功能性景观。这个项目旨在探索
野生世界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界里，植物学、
设计和建筑在可持续技术框架和舒适的田园
环境之外相遇。  

Giovanni Bellotti和Erik Revellè
The Why Factory / Félix Madrazo, 
Wim Schermer,  
Bas Kalmeijer

0 years

5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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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ed

Drunk

Enthusiastic 

Angry 

“我”的情绪

森林：“在中国教授平面设计课程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学生们不太喜欢画草图。大部分学
生希望想清楚了再动手，所以就导致动手前
说得很多，想得也很多。这跟我的祖国荷兰的
艺术教育方法截然相反。因此，我打算让我教
课的北服二年级学生学习少想、多做。我会给
他们布置一些简短的作业，希望能让他们的
创意思维活跃起来。此处收录的这个作业，是
我给所有学生布置了一种情绪，要求他们按
照这种情绪去设计中文的‘我’字。第一堂课，
不允许用电脑，他们只能在纸上画；第二堂
课，所有学生都在电脑上做出了黑白的汉字。
我和学生们共同从作业里选出了一些，构成
这一系列的‘我’。”  

森林&北京服装学院二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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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李开复人工智能的艺术
李开复访谈

李开复是中国科技界和全球人工智能开发的领袖级人物，他1988年在卡耐基梅隆大
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在苹果、SGI、微软和谷歌担任高管，并出任谷歌中国
总裁。他现在是北京创新工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著有《人工智能超级大国》（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他在访谈中
谈论了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人工智能领域的现状及未来。

报业辛迪加（PS）： 您曾长期在美国公司工作，现在管理着一
家高科技风险资本公司，对于人工智能开发和研究的两大主
要环境都非常熟悉。每种研发环境中各有哪些权衡？中国对
美国有哪些优势，决策者要想实现中国赶上和超越美国的目
标必须做出哪些改变或改进？

李开复（李）： 如今，中美双寡头已经显而易见。中国人工智能
在迅速崛起，取得了多项结构性进步：庞大的数据集，年轻的
科技人才队伍，富有进取精神的企业家，以及强力而务实的
政府政策。中国的态度可归结为科技为先，试验为先，速度为
先，所有这些让中国正在变成主要人工智能力量。

中国的大厂商与美国公司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并在研究
和科学知识，以及全球平台体验方面迅速赶超。由于中国是
世界科技领导力的后来者，清晰而持续的政府政策也有助于
加快研发资金的增长，并鼓励中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全面采用
和落实人工智能技术。

在我近几年来与世界各地国家领导人的互动中，我很高
兴地看到更多的国家采取了科技和投资的，尤其是人工智能
方面国家战略以推动经济。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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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您最近曾说，在创新工场进行的大约40笔人工智能投入
中，只有少数真的威胁到就业。这毫无疑问会令许多读者感
到惊奇，因为取代劳动力的自动化已成为媒体报道人工智能
的主要关注点。主流叙事忽视了哪些最有前途的人工智能应
用？又有哪些人们从未听说过的能够增强价值的应用？

李：人工智能已经从发现的时代进入了实施的时代，最大的
机会属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能够实现巨大的效率改进和成
本节约的企业。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主要在中国），我看到
银行、金融、交通、物流、超市、餐厅、仓储、工厂、学校和药品
发现等领域都有热门应用。但我对人工智能在教育和医疗领
域的作用报以最大希望。

我想强调教育相关应用，这是一个中国可能很快会领先
全世界的领域。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有一些公司正在开发个性
化和游戏化学习数学、改近英语发音，甚至批改考试和作业
的人工智能方案。这有望将教师从日常工作中解救出来，让
他们把时间花在有启发和刺激作用的与年轻一代的联系中。

在医疗方面，我们投资的公司将深度学习和生成化学相
结合，将药物发现时间缩短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我们还
投资了一家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优化供应链的公司，缓解了
中国农村1.5亿人的药物短缺状况。我非常有信心，人工智能
教育和健康应用的演化将会普遍惠及这一代人以及子孙 
后代。

PS：反过来问，从行业角度和媒体报道中，哪些人工智能领
域言过其实？

李：许多人工智能的反乌托邦愿景预言会出现无处不在的超
级监控，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宣告人类的终结。我要澄清一下，
从目前的科技看，这样的超级监控是不可能的。不存在未知
的AGI（通用智能）算法，也没有明确的实现AGI的工程路径。

奇点不会自然发生，即通过深度学习运行的自主工具
（AV）突然“醒来”，意识到它们能够联合起来构成超级智能

网络。我确实认为，AGI言过其实，在人群中间创造了不必要
的恐慌。

实现AGI需要一系列人工智能基础科学的突破，一系列规
模与深度学习相当甚至更大的进步。这些突破必须破除当下
的“狭义人工智能”程序的关键限值，赋予它们各种新能力：
多域学习、域独立学习、自然语言理解、常识推理、规划，以及
从少数例子中学习等。

实现心理智能机器人的下一步需要具备自我意识、幽默
感、爱、同理心和审美能力。这些重要障碍是今天的狭义人工
智能——识别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并做出预测——所无法 
克服的。

我无法保证科学家不会实现未来AGI和超级智能所要求
的突破。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期待现有科技水平不断进
步。但我认为我们距离AGI成真的那天还有几十年的距离。

PS：人工智能应该有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全球契约吗？ 
（《世界人权宣言》会根据遗传学和其他领域的科学进步而
更新。）

李：《世界人权宣言》是否是正确的载体，我无法评论，但全球
合作很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我的书中，我敦促我们克服
竞争本能，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根本不知国界为何物，我
们的共同挑战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必须承认我们的命运紧密
地交织在一起，不管你身处什么经济阶层和哪个国家。

话虽如此，认为我们可以为制定一套简单的全球人工智
能伦理标准，并认为工作已经完成，这样的观念恐怕有些天
真。没有一个机构背负着撰写基本规则条文的使命，也没有
一个机构拥有执行规则的权力。我们必须承认，对人工智能
的态度和愿景因地区和国家而异。我们必须设法合作实现可
行的方案（我对于这一挑战也贡献了一些个人时间）。但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PS：您说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模仿创造力和同理心等关键
人类特性。那么人类道德呢？如果让人工智能做出道德决策，
比如，当SAE Level 5 AV（即有充分自主权）面临“火车问
题”时，政府是否必须介入，还是可以逐渐让行业制定相关 
标准？

李：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倾向于认为，这类情景，以及可能制
定用来解决这些情景的“标准”，将基于数据的积累，因此会
逐渐由行业决定。工程师显然要专注于开发安全的、经严格
测试的系统。

PS：您说，如果我们正确开发人工智能，它将让我们免于劳
苦，解放更多时间用于闲暇。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憧憬，至少
可以追溯到凯恩斯；但是，尽管几十年来出现了众多节约劳
动力的创新，但我们的工作似乎比以前更多了。为什么我们
要相信这一次会有不同？

李：简单说，因为人工智能不止于——远不止于——引入洗衣
机或工业生产线。人工智能革命至少与工业革命等量齐观；
但可能规模更大，也肯定速度更快。蒸汽机智能取代体力劳
动，而人工智能既能完成体力任务，也能完成智力任务。

对于认知任务，学习的能力意味着 计算机不再局限于执
行一套由人类写出来的指示。相反，它们可以不断从新数据
中学习，表现得比人类程序员更好。对于体力任务，机器人不
再局限于重复一组动作（自动化），还会基于掌握的数据探索
新路径（自主化）。

总而言之，这让人工智能能够完成社会各领域数不清的
任务：驾驶汽车，分析疾病，提供客户支持，等等。人工智能在
这些任务上的超人表现将大大提高生产率，很有希望将我们
从日常杂务中解救出来。

PS：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闲暇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和家人共度时光对我很重要。  

专访 — 李开复专访 — 李开复

李开复是中国和北美领先风险资
本公司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没有一个机构背负着撰写
基本规则条文的使命， 

也没有一个机构拥有执行
规则的权力。我们必须承

认，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愿
景因地区和国家而异。 

我们必须设法合作实现 
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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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应对全球疫情：
以Coursera为例
萨拉·奥兰多

Coursera由达芙妮·科勒 （Daphne Koller）
和吴恩达（ Andrew Ng） 联合创立，其愿景是
随时随地为任何人提供能够改变生活的学习
体验。它是业界顶级的在线学习平台之一，拥
有200个大学和行业合作伙伴。超过2400家
企业使用Coursera企业版，最为惊人的是，
全世界有6000多万名注册学员，其中1000万
为上月新增。新冠肺炎疫情使接受在线教育
的学生数量激增，最热门的课程包括：数据科
学、计算机科学、商业和医疗保健。

Coursera包含多种商业模式，产品价格
广泛，有上千门课程可免费旁听，还有一些课
程费用通常为每月39-89美元，再有是传统
在线学位课程，费用在1.5万到3万美元之间。

CourseMatch
3月，随着疫情的蔓延，大量学生被迫停

课，Coursera宣布推出一项疫情应对计划，
向受疫情影响的大学提供免费访问权限，向
世界各地的大学开放2600多门课程。大学可
以通过Coursera for Campus访问Course-
ra课程。

“但是需求量很大，这是一个问题。”迈克
尔·尼采尔 （Michael T. Nietzel） 在接受《福
布斯》杂志采访时说，“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
使用Coursera产品，他们需要一个解决方
案，来识别出Coursera上与自己学校的课程
最匹配的课程。”

4月，为解决这个问题，Coursera推出了
CourseMatch，这是一个机器学习解决方
案，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查找Coursera
和 大 学 课 程 间 的 语 义 相 似 性，并 自 动 将
Coursera课程与全球各大学的校内课程进
行匹配。它可以处理100多种语言的课程目
录。截至4月15日，公司表示已经匹配了1800
所院校的260万门课程。

Coursera复工计划
疫情期间，Coursera通过其平台Cour-

sera for Government推出复工计划，帮助
各国、各州和各个城市的失业人员提升技能，
以重新就业。Coursera与美国各州政府以及
世界各国政府合作（目前，哥伦比亚、哥斯达
黎加、希腊、马来西亚、巴拿马、乌克兰和乌兹
别克斯坦的政府都已加入了该计划），免费提
供来自多所顶尖大学和企业（包括亚马逊和
谷歌）的3800多门课程，涵盖400个专业。这
些免费课程（以往的费用通常为每年399美
元）侧重于技能和专业认证，可帮助失业人员
在高需求领域找到新工作。

在2020年9月30日之前，为失业人口提
供服务的政府机构可免费为失业人员提供
Coursera课程。在9月30日之前注册的学
生，在之后将可以继续学完课程，直到2020
年12月31日。

Coursera首席执行官杰夫·马金卡尔 
达 （Jeff Maggioncalda） 在4月24日接受
CNBC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这项计划能让
全球数百万受影响的工人受益。”  

杰夫·马金卡尔达于2017年6月加
入Coursera，担任首席执行官。此
前，他在金融引擎公司（Financial 
Engines Inc）担任了18年的首席执
行官，该公司由他和经济学家兼诺
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共同创立。马金卡尔达拥
有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
学硕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的经济
学和英语学士学位。 

www.coursera.org/coronavirus

Coursera是一个全数字平台，旨在以现
代化的方式满足企业培养、衡量和跟踪技能
的需求。Coursera平台最有趣的功能之一是
它的“技能图” （Skills Graph） ——使用一个
共同的技能货币、一个可挖掘的数据库，通过
一 系 列 算 法 将 学 生 、内 容 和 职 业 联 系 起
来。Coursera应用一组机器学习算法来识别
关键技术趋势和学生的能力差距，还可根据
企业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基准，帮助企业了
解员工当前的学习状态。

从世界经济论坛到《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
论》，许多组织都在使用这些可信赖的行业洞
见。就连百度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Coursera
的评估系统来招募人才。

Coursera的规模（包括学生和内容数量）
、成熟度和深度都很突出。“作为为数不多的
几个在线学习平台之一，只要公司能保持其
主要的吸引力，及时更新其庞大的数据集， 
它 就 能 够 保 持 在 业 内 的 地 位 以 及 价 
格点。”战略分析师迪翁·辛克利夫（Dion 
Hinchcliffe）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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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一带一路”
创意与可持续发 
展研修班成功举办

2019年12月18日，首期“一带一路”创意与可
持续发展研修班在北京市西城区设计之都大
厦开班，来自亚洲、非洲的20多位学员参加了
此次培训活动。

课堂现场 

“一带一路”创意与可持续发展研修班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简称“创意中心”）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
院主办，北京设计之都发展有限公司协办，围
绕创意、设计、科技、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等
主题，通过讲座、工作坊、实地调研等方式，向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的学员分享
中国在创意与可持续发展领域探索与经验，
促进文明 交流互鉴，共同用创意推动可持续
发展。 

作为创意中心的战略合作伙伴，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于2014年起承担商务部学位学
历教育任务，主要招收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
及从事媒体、文化、教育、城市建设、民间外交
等领域工作的政府人员，项目实施取得了良
好效果。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18日-19日为主
题讲座，20日学员们将进行实地考察，参观中
关村软件园与白塔寺改造计划。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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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中心与全体学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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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一：《中国如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前驻法国领事、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前资深项目官员杨宝珍女士授课 

12月18日上午，前驻法国领事，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前资深项
目官员杨宝珍女士，以“中国如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为主题，介绍了中国近年来在扶贫、教育、卫生、妇
女地位、环保、和平正义，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
果。 中国愿意分享经验，为早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贡献力量。课程结合了大量生动的实践案例，对学员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

课程安排 实地考察

12月20日上午，学员们前往
中关村软件园实地考察北京
科技创意发展，了解软件园发
展情况、产业布局和创新服务
情况。在园区，学员们感受到
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活力并接
触到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的
前沿，与园区代表就园区产业
布局、双创企业、国际合作、孵
化网络体系以及人才培训等
情况进行了沟通。

(1)

课程二：《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创新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覃京燕授课 

12月18日下午，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覃京燕进行了题为“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创新设计”的课程培
训。课程围绕联合国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介绍量子创新思
维，结合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从技术哲学与创
新思维及设计技法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课程四：《乡村振兴的龙塘模式 探索》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佳琛授课  

12月19日下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佳琛围
绕“乡村振兴的龙塘模式探索” 这一主题进行了授课。以乡村
振兴项目为例分享龙塘村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方面的初
探情况。 

课程三：《中国的文化可持续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何颂飞授课 

12月19日上午，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何颂飞讲授了“中国的
文化可持续设计”主题课程。他介绍了中国发展取得的成果
及面临的问题，指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因地制
宜，在社会和文化上要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和发展问题，找
到适合自己的解决办法。 

(2)

(4)

(3)

12月20日下午，学员们来到白塔寺学习北京城市更
新经验。在参观了白塔寺片区内已经改造完成的院落
项目后，他们对每个院子的创意设计理念及可持续改
造措施进行了详细了解。学员们对地区内传统文化与
现代元素相融合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表示出了极大的
热情，白塔寺再生计划在探索老城胡同片区的创新实
践也给他们带来了更为深远的思考价值。  

学员反馈

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次研讨
会上，我们可以从专业领域的讲师那里获得真知灼
见。作为外国学生，很幸运我们能向他们学习。我要感
谢这次很棒的研修机会。

——Muhammad Raihan Ronodipuro印度尼西亚

我从此次培训中收货颇多，了解到扶贫政策，认识到
可持续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协作。全世界都必须谨慎应
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因为 AI 可能会演变为道德
风险。

——Chausiku Kafuti Kuya 坦桑尼亚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传奇般的变化。它的成
功故事给了发展中国家很多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想多
学一点。通过此次培训使我们了解如何受益于中国的
经验，以及如何受益于当前中国模式所提供的机会。 

——Didier Kamori Mutwale 刚果（金）民主共和国

此次培训让我受益良多，得以深入了解中国政府采取
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标杆，尤其对
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实施的公共政策统筹考虑了城
镇和农村的环境和发展模式，在实现 2030 可持续发
展目标方面成绩斐然。 

——Jean Baptiste Chinya Ay Munguromo 刚果（金）民主共和国 

通过此次培训，我们了解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联系以
及中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采取的举措，同时，也表明
科技创新可支撑社会和企业发展、繁荣农村市场并优
化生态环境。中国一直以来倡导对外合作，向发展中
国家如非洲传递经验。

——Mechal Takele Balcha 埃塞俄比亚 



肖澜
创意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

在新年和中国春节这个本该喜庆的季节里，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厄运
和磨难。我们在抗争，我们在努力，我们有转机，我们更有信心。不幸
的是，这场厄运正在中国之外开始蔓延和扩散，变得更加让人担心。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命运。中国加油，世界联手。历史证明，所有的灾
难都挡不住人类发展 的脚步，坚信明天会更好，我们共同努力吧！ 

创意中心制作短视频
声援抗击新冠病毒

汉斯·道维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助理总干事  德国

我们通常在新年和节日时能感受到的和平
与幸福，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却都被蒙上了

阴影。你们需要控制一种我们称之为新冠肺
炎的恶意病毒。我们所有的爱，我们所有的
同情都是与中国人民，与其他城市，美丽的
城市和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感同身受。
最重要的是武汉，以及它的市民，是这一新

流行病的中心。我们希望你们所有的努力都
会成功，不久病毒就能被控制，我们所有人
都能恢复正常生活。请放心，你们永远在我
们心中，我们想念你们，我们竭尽所能帮助

你们。

梅里·马达沙希
创意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  加拿大

你好，这是来自梅里·马达沙希的祝福。我住在巴黎，但我常
常想念中国。我当然希望疫情一个短期的问题。很快我们又
能见到你们，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心里充满幸福。我向你
们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爱和问候，我希望这场悲剧很快就

会结束。保重。谢谢你们！ 

岁末年初，病魔肆虐。几万名白衣天
使，逆风而行，踏平万难，打响了史无
前例的湖北保卫战。在这场战役里，
有“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情
义，也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情
谊。在这场战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最好诠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简称“创
意中心”）执行主任、咨委会委员和专
家朋友们录制视频，对所有身在疫战
中的人们表达诚挚的问候和鼓励。

雅恩·蒙特比
创意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  上海

新年充满了希望。病毒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恐
惧和痛苦。我想说的是，我们将会消灭这种

病毒，当然要把我温暖的思念献给日日与病
毒战斗的人民。家庭、医生、护士和所有的市
民，对他们所有人，我要感谢你们的承诺和
努力。全力支持他们。给予他们我所有的 精
神支持。我是雅恩·蒙特比，生活在中国。今
天他们让我为成为中国朋友并生活在中国

而感到无比自豪。再次感谢你们！ 

马良伟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

武汉汉口是我的老家，是我爷爷奶奶居住的地方。我爸爸年
轻的时候也在那个地方出生，在那儿长大。现在我很多的叔
叔、婶婶，我的堂兄弟、堂姐妹都还在那里。还好，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人染病。我的一个侄女，是医学博士，现在正在武

汉的方舱医院里参与救治工作。我祝福他们一切都好！今天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月14号，希望今天是一个拐点，希望疫

情很快过去，我们的社会逐渐好起来。祝福武汉！谢谢。

理查德·利弗
剑桥商学院 Ignite 计划导师  英国

你好，我是理查德·利弗教授，来自剑桥。我想念我
在中国的朋友，支持你们每一个人抗击病毒。中国

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想念你们。我们在一起，我们都
是朋友。祝你们好运！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总执委  北京

现在我们不仅需要天时、地利，而且需要人和，中国
人的合作，因为我们风月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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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2030论坛—— 
“疫情后的城市治理” 

在线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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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当前，国际
新冠肺炎疫情呈加速发展趋势，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其
由“epidemic”（流行病）升级至“pandemic”（大流
行病）。应对新冠肺炎也并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球
1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的共同关切。从2020年1月到
5月，人们对新冠肺炎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传染病认识
不断加深，防控手段也因地制宜。“山川异域，风月同
天”，在全球化时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更凸显出“人类
命运共同体”，以及全人类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从公共卫生政策、城市规划、现代科技应用、社区
营造、环境保护到全球治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专
业人士不断更新应对措施，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值
此时间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
展中心（以下简称“创意中心”）于今年5月举办“创意
2030论坛”线上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疫
情后的城市治理”主题进行研讨，以实现健康安全的
可持续城市发展。

创意2030论坛是创意中心年度重点活动，以创意
可持续领域的热点话题为年度主题，为参会的城市、
商业领袖和创新者提供互动、分享案例、规划未来联
合行动。

在本次“疫情后的城市治理”论坛上，创意中心执行主任肖澜作开
场致辞，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这样的
特殊时刻，举办创意2030论坛，聚焦城市治理，探讨未来城市治理在
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发展方向，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较早走出城市治理模式，也是恢复较快的一
个国家。目前我们已陆续进入到复工复产和面向未来的谋划之中。”
肖澜说。

疫情给城市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机会，那么，机会在哪
里呢？肖澜认为，科技、教育和文化三个支柱对社会运行和生产生活
具有巨大价值。生命健康领域的科技突破在抗“疫”第一线发挥了重
要作用，给人民带来安全感，带去健康，也带领大家恢复到正常的生
活状态。创意在大背景下孕育而生，创意带来了新模式、新变化，带给
未来巨大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希望借助此次活动共同激发、共同讨
论，形成更多的智慧，推动更多的实践，带领人们走入疫情后更好的
未来生活。“总之疫情是会过去的，阳光总会出现”。

参与本次活动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包括创意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汉斯·道维勒，创意中心咨
询委员会委员、全球文化网络总裁梅里·玛达沙希，世界工程组织联
合会主席、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董事长龚克，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新玉，中
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明，北京清华同
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潘芳，达沃斯可持续联合发展研究会主席
段妍玲，MC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知名建筑规划设计师麦克·米切尔
等专家。在此次活动中，专家学者将围绕疫情后的国际合作和经济展
望、城市规划、城市品牌与交流、社区治理、智慧城市与循环经济、文
化产业、环境保护、产城融合等话题进行分享。

本次论坛视频将制作成片，使用中英双语字幕，通过创意中心自
有传播平台、论坛协办单位及合作媒体平台等进行发布。  

关于此论坛的更多嘉宾和论坛视频内容,请参见ICCSD官方微信， 
以及活动专题链接http://city.cri.cn/special/141e3be3-47f6-5ffb-db16-
e1585d7ad39b.html

肖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执行主任

李新玉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
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专家

委员会委员

向勇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丹尼尔·沃尔(德国)   
可持续发展咨询创新教育 

组织的创始人和董事

孙宇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杰平
南水北调中线水质与环

境保护中心
（移民环保局）主任

刘佳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
授，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博士后

张红武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
清华大学黄河研究 

中心主任

宋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科研助理、
助理研究员

文春英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郎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研究主管

潘芳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研究院董事、副院长

段妍玲
达沃斯可持续联合发展

研究会主席

梅·伊斯特(巴西)  
盖娅教育公司首席执行
官，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研究员

 麦克•米切尔 (美国)   
美国MCM国际集团

CEO，曾任洛杉矶奥运会
资深副总裁

陈伟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产城融合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

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
员，文化蓝皮书《中国

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主编

汉斯·道维勒（德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咨询委员会主席，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

助理总干事

梅里·马达沙希（加拿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咨询委员会委员，全球 

文化网络总裁

龚克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
席，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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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一百就在那里

儿童是由一百组成的。
儿童有一百种语言，
一百双手，
一百个想法，
一百种思考的方式
游戏的方式，说话的方式。
一百，总有一百种
聆听的方式
惊奇的方式，爱的方式
一百种歌唱和理解的快乐
一百个世界去发现
一百个世界去创造
一百个世界去梦想。
儿童有一百种语言

（还有一百个一百个一百）
但他们偷去了九十九种。

学校与文化
分离了身心。
他们告诉儿童：
思考不需双手
做事不需头脑
只需听而不必说
不必带着快乐来理解
爱与惊奇只属于复活节和圣诞节。
他们告诉儿童：
去发现那个已经存在的世界。
一百之中
他们偷去了九十九。
他们告诉儿童：
工作与游戏
现实与幻想
科学与想象
天空与大地
理性与梦想
水火不容。

于是他们告诉儿童
一百不在那里。
儿童说：
不可能，一百就在那里。 洛利斯·马拉古兹 

雷焦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市的幼儿 
和学前教育的历史，在洛利斯·马拉古 
兹（Loris Malaguzzi）的生活和思想中 
占据重要地位。2020年是马拉古兹诞辰 
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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