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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杭实验学校 郑 英

1
儿时，最盼望的事有两件：

一件是生日。这天，最隆重的环节

是：外婆奢侈地烧一锅面（搁往日是断断

舍不得），然后煮两个鸡蛋，煮得通通透

透，剥得光溜，慎重地放在面上，最后小心

翼翼地铺上红萝卜丝做的浇头，雪白的蛋

面衬着橙红的浇头，点缀得温情馨香。

此时，外婆会坐着看我狼吞虎咽地

吃面，脸上满是微笑，带着欣慰、满足和

疼爱。

第二件是过年。和所有小伙伴一

样，我一定是提早准备了新衣，叠得方方

正正，放得小心翼翼，犹如一件无价华

服；提早一周剪了头发，期待新的一年从

头开始；跟随大人一起大扫除，扫出新年

新气象……

最激动人心的是发压岁包的时刻。

我尤其期待外公的那个，不是因为

数额，而是因为每年他都特意去二十里

外的镇上，将5元换成25张连号的两毛，

再用红纸条扎上。淡绿的币纸配上大红

的纸条，清新又典雅，像一本精装的书籍

配上了一条精美的腰封。

每次，我都是双手慎重接过，然后聆

听外公的教诲和叮咛，肃穆、虔诚。过

后，我对这个压岁包格外珍视，不到万不

得已，断然不会动用它。

这两个温情的生活细节，极具仪式感，让本是

平凡的日子散发出温暖的光芒。它带着恒绿的色

彩留存至今，没有丝毫褪色，如同一枚鲜亮的戳印

带着时空的印记定格在我的心里。

人生的许多时刻，确实需要借助一场仪式，来

表达内心的庄重、真诚，赋予未来以期盼、祝福和新

的意义。我们在这个时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都将带着清晰的印记储存在心里。

2
什么是仪式感？

《小王子》有一个片段给出了极好的解释：小王

子驯养狐狸后，第二天又去看它。

“你每天最好相同时间来。”狐狸说。

“为什么？”

“比如，你下午4点来，那么从3点起，我就开始

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4

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

价。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

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

“仪式是什么？”

“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

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生活庸常、细碎，需要手动加一点情怀的力量，

这种情怀需要一点外部加持，这种加持就是仪式。

史铁生说：怀一颗虔敬的心，有意识地让某一

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这便是仪式感。

3
课堂，也需要仪式感。

《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

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课堂之上，重视仪

式感，这不是泥古于师道尊严，而是根植于教师职

业的责任感。

作为育人的主阵地，课堂的使命是传承文化，

滋养灵魂。其外显形式可以是生动有趣，也可以是

静默深思，但都不离庄重、虔诚，对文化本身的尊

重。课堂之上，只有教师怀有虔敬的仪式感，才不

负其神圣、庄严，引导学生求真向善臻美。

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每每去

授课，都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书本，而且特

意用颜色做了区分，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

袱皮，其他的则用蓝包袱皮。

他课前总是郑重其事地换上长衫，然后早早到

教室，在黑板上写好重点。

他会在课堂上点名叫学生朗读，哪怕读错一个

字，都必须停下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

朵。即便后来双目失明，他依然坚持授课，“不教书怎

么能叫教书匠？”即便满腹经纶，他依然每周花两天时

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其非凡卓绝的背后，

是献身于教育的那种神圣的孤独和寂静的苦行。

对于授课，陈先生始终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

式感，这是一位教师最优雅的姿态，栖息着师者一

颗高贵的灵魂。

对于课堂，我也是心怀虔敬。每次课前，我都

提早5分钟进教室，打开课件、投影仪，拉上电脑桌

边的窗帘，看值日生将黑板擦拭干净，然后静静坐

着。预备铃响起，我走上讲台，挺拔地站立，带着微

笑，但神情庄重，待所有学生端坐完毕带着期待的

眼神聚焦于我，我才宣布上课，声音铿锵有力，然后

师生相互鞠躬问好，彼此

以最饱满的状态和热情，

开启一节课的旅程。

于我，那三尺讲台便

是我的一方世界，本应神

圣、庄严。心有仪式，自

有明月清风。

□本报记者 黄莉萍

雨欣喜欢京剧，喜欢自己扮相的

斑斓夺目，唱腔的宛转悠扬，眼神的顾

盼生辉；雨欣也喜欢写字，喜欢翰墨的

香味，一撇一捺的端正，更喜欢文字中

的那些故事、文化和韵味。

雨欣是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石港

小学的一名5年级学生。教师节前的

那个周五，她特意等在文正书院，把自

己的书法作品当作礼物送给了自己的

书法指导、特级教师顾跃进。在雨欣

的眼中，临近退休的顾跃进更像慈祥

的爷爷。

写字，更是做人
顾跃进从事写字教学已有近40年。

上世纪80年代初，喜欢书法的顾

跃进组建了有10多名学生的书法兴趣

小组。不久，学生们突飞猛进的书法技

艺，静心凝气的优秀学习品质，令家长

们欣喜和惊叹。很快，石港小学就设立

低中高三段的铅笔、钢笔、毛笔书法兴

趣小组8个，吸引了300多名小组员。

时至今日，顾跃进已经有了他的

“书法巴学园”。

掩映在芭蕉叶下的文正书院，有

学生个人书画展厅、汉字博物馆和多

间练字室。书院中的每一个孩子、每

一支毛笔、每一滴墨汁、每一方砚台，

甚至院中的每一株小花、小草都是自

由的。书家老顽童顾跃进从不刻意限

定小组员们的选帖、临帖，或书法创作，

总是和颜悦色地给予建议。但顾跃进

每学期给小组员们的16个“考核标准”

中，除了“会比较了”“字有帖味了”“喜

欢写字了”“作品展出了”“登台表演了”

等，更有“习惯变了”“会交流了”“会整

理”“发现美了”“会倾听了”……

“写好端端正正的字，做好堂堂正正

的人。”一开始就将“写字”和“育人”紧密

结合的石港小学，一到六年级，全程“写

字育人”。“在石港，‘写字育人’是所有任

课教师的事情。”政教处主任陆艳林介

绍，每一位教师都要练实“三字”基本功，

每一位教师都是“一本活字帖”。

每天中午20分钟的写字小课，由

各科教师轮流任教。教师们并不只关

注书写，更关注学生的文具保养、范帖

习字本收藏、读帖背帖、听讲看范写等

细节。“每个细节都提出具体明确的行

为要求，坚持长期训练，不断匡正，培

养了孩子们做事有条理，谨慎细致、专

心凝神，自主反思改进的行事作风。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陆艳林说。

上学期，教师小燕在班里举办“我

的写字故事”擂台赛整整1个月。“端端

正正练写字，规规范范学做人”，在这

样的主题下，学生们纷纷上台，“说出

自己的书法故事”。有讲自己怎么端

正坐姿、走姿的；有讲自己写诗并装裱

在自家餐厅的；有讲墨渍弄脏衣服自

己怎么洗的；还有讲自己以字会友故

事的……

写字，更是文化
一笔一画写汉字，一字一句传文化。

文正书院花鸟虫鱼琴瑟和音，亭

台楼阁错落有致。最最别致的，是书

院在各楼连廊打造的“书法长廊”。30

余扇书法屏风，一面是历代书法大家

的代表作，一面是学生们的书法作

品。一溜边的案桌上，一张张雪白宣

纸上各种风格的学生书法作品，特意

压上一支支的莲蓬。

“毛笔坊”“拓印坊”“装裱坊”……

这些与书法相关的社团让书院更添灵

韵；《墨渍点滴》《一笔一画》《稚墨香

苑》……校本教材中不仅有技法，更有

《书家轶事》《字里千秋》里的文化；写

字小课、集中展示写字指导课、社团活

动课，写字教育更有间架建构课、碑帖

欣赏课、布局设计课……

每学期都开展的写字教育研讨

周，教师人人执教展示课、研究课；写

字教育中心组的教师，对所有课例进

行分析研究，构建出欣赏课、新授课、

复习课、展示课、文化课等多种写字教

育课型。“如写字入门课程的内容就相

当丰富，有传奇有趣的书家轶事，有汉

字演化的绘本故事，还有系列的录像、

图片、专题音乐等。”校长马建介绍，该

校拍摄了《文房四宝悄悄话》《走进书

法名家》《书法名帖我来品》等系列专

题片。

“石港这个有着千年文化的古镇，

家长们都重视写字。”顾跃进促进写字

文化上的点子总是特别多。他曾带着

全校师生“千人共书‘中国梦’”；让学

生在折扇、小伞上创作风格各异的书

法作品，送给前来参观的嘉宾；联合小

镇武术名师，自主创编“书法太极操”；

开展班级写字竞赛，邀请教师、家长、

社区书法爱好者代表对数百幅学生作

品一一欣赏评判，无记名打分决定奖

项；举办家长写字比赛，获奖家长最荣

耀的事情，就是颁奖嘉宾正是他们自

己的孩子……

“这些年下来，我们学校开展了包

括趣味猜字游戏、‘说文解字’小当家、

一字之碑历史典故讲演等汉字文化活

动，还开展了书法童谣创演、写字情景

剧表演、现场古诗文书法创作比赛等

将写字教育和传统文化传承血脉相连

的文化活动。”马建认为，真正了解汉

字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能激起学生

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写出来的是汉

字，竖起来的是民族精神！”

□本报记者 黄莉萍

“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来判断，

80%教师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被人工

智能所替代。”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华中师范

大学教授刘三女牙给了在场的教师“当

头一棒”。

“就像无人驾驶还不能成为现实

一样，基于大数据和高性能计算的人

工智能和人脑相比依然有缺陷。这些

缺陷在无人类参与的驾驶、教育或医

疗中，都会导致致命的错误。”参与《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制定的中国

传媒大学脑科学与智能媒体研究院院

长曹立宏教授的这两句话，让现场的

人类瞬间充满自豪感。

人工智能让深度学习成为可能。

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教

育大变革时代的大幕已然开启。“老师

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教师会被人工智能“消灭”？
阿尔法狗打败人类顶级围棋高手

的新闻曾经“悲伤”了很多人类，但科

学家们依然对人脑充满“膜拜”之情。

“脑科学发展到今天依然有很多

未知领域，在脑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人工智能，还无法取代人类高阶思

维甚至潜意识‘指挥’的行为。”曹立宏

感慨，人类有非常强大的认知功能，

“从感知到行为，遇到突发情况时人类

往往有奇迹般的反应，依然是人工智

能无法模仿和复制的。”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教师的很多功

能，比如单纯知识的传授。但有一样是

不能被机器所替代的，那就是学生的养

成教育，比如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等三观的养成。”刘三女牙认为。

“我认为人工智能只是教育的一

种手段。教育离不开教师人格的影响

和人文环境的浸染，不能把人工智能、

信息化的作用夸大。优秀教师的人格

魅力对学生一生的影响，是任何东西

都不能取代的。”合肥第八中学校长王

建明说。

但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深度改

变教育，改变教师的教育行为。

受认知神经科学等脑科学启发而

构建的人工智能，将使深度学习成为

可能。曹立宏介绍，人类能有长期记

忆因为有海马体；人类出生后大脑神

经元的连接、消除，以及连接强度的变

化；脑区的不同功能和发育成熟的不

同时间……这些都影响着人类的学

习。“不了解大脑科学的教师，是很可

悲的。因为他们往往会做一些违反生

命规律和认知规律的事情。”

不懂脑科学的教育有哪些？
专家们的观察如下：

“好多时候，我们当老师的会不停

灌输学生知识。据我的观察，咱们教

得有点太多了。教得多不如教得好。”

“怎么才能教得好？其中对脑科

学的了解，会大大帮助教师们怎么去

想办法教得好。”

“例如睡觉太重要了。其实睡觉

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尤其对刚学的一

些东西，它需要进行一个记忆固化的

过程。如果你不让学生睡好觉，基本

上是学进去的东西，过一会儿就可以

全还给你。”

“不喜欢让学生运动。其实有氧

运动能让大脑的运动皮层兴奋，而其

他的皮层可以休息。这样的休息对于

补充能量达到新的平衡等非常重要。”

“不放心学生自主学习，忽视自主

学习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其实小孩

生出来的时候，刚开始它就是一种自

主学习的探索。而后，他们只有在老

师和家长的引导下进行自主学习，才

能真正养成维系一生的学习习惯。”

“害怕叛逆。叛逆其实是人能

够独立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能

力。叛逆到最后就是完全的自主学

习，有自主学习才有可能有真正的

创新创造。”

“不了解不同大脑区间的发育时

间。像负责人类高阶思维的前额叶，

老师和家长应有意识地通过大量的

阅读和讨论，帮助学生从小训练批判

性思维。发育时间一旦错过，就很难

改变。”

……

“大脑的发育有自己的规律。如

果你教的东西太多，学生就没有余下

来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和创造。”

实现智慧教育的大数据“大”吗？
“这几年，我国师生网络学习空间

开通数量从 60 万个激增到现在的

6300万个。”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介绍，各地都在积极“云集”丰富的终

身学习公共服务数字教育资源。

飞速发展的智慧教育，令参加全

国智慧教育高层论坛的专家们充满

信心。在他们宣读的共识中，可以看

到——“人类与机器将处于共生环境

之中，进一步发挥人的高级智慧和高

阶能力，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

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为此，

教育必须变革。”

论坛向教师们发出倡议：“要发挥

首创精神，积极探索和实践多形态、多

路径推进智慧教育的发展，让人工智

能技术促进学生学习，释放他们的全

部潜能，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更好的人

文关怀，引领教育变革，真正实现教育

的优质均衡发展。”

“要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

环境，提供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

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制化。”中央电

教馆馆长王珠珠这样畅想。

而目前，精准推送、教育定制能否

实现？

（下转第3版）

这样的文化中，还会缺书法教师？
——石港小学“写字育人”文化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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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规划中提到，要发展便捷、高效包括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智能服

务。一时间，教师将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预测、猜想在坊间迅速流传。近日，第四届全国智慧教育高层论坛在宁波召开。关于人工

智能对教育的“颠覆”，来看看专家们都怎么说——

人工智能“来袭”，教师当如何站好讲台
看智慧教育如何构建未来教育生态

9月7日，“京剧名家进
校园”活动走进长兴县小
浦镇中心小学。国家级京
剧名家姜亦珊、方旭和杨
少彭不仅奉献了精彩唱
段，还手把手地指导“小京
班”的小票友们。

（本报通讯员 马卫平
许斌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