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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重要活动02 京师智學刊 

4.22，由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主办，研究院与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育部虚拟现实应

用工程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一带

一路’ 战略下文化与教育高端论坛”

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一带一路”

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为本次论坛提供

了支持和指导。中国工程院院士吾守

尔 • 斯拉木、吴建平，“一带一路”

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副秘书长、中联

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

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董小龙，北京

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陕西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甘晖、校长程光旭以及兄

弟院校的领导专家出席。

“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
高端论坛在西安召开

“一带一路”教育发展研究系列成果发布

研究院黄荣怀院长

研究院开放教育资源实验室主任高媛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王晓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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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怀院长携项目团队成员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

了 3 个报告、1 个数据库。

同时，“一带一路”开放教育资源国际联盟正式成立，目前已有近 20 家单位加入。多家单位的代表出席并分享了开放教育资源

建设的成果。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

涵盖幼儿保育与教育、普及初等教育、中等及中等后教育、青年与成人扫盲、教师队伍建设、性别平等

和教育信息化 7 大领域的数据和案例。

《国际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研究报告》

通过对开放教育资源的兴起、发展及现状等进行调研，分析研究趋势、热点等，试图为“一带一路”战

略下的开放教育资源建设提炼建议及启示。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对“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信息

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数据库

涵盖国家教育发展、教育热点、教育信息化及开放教育资源等方面，可为关注“一带一路”

国家教育发展现状的用户提供直观、便捷的数据查询和分析。

http://sli.bnu.edu.cn/a/xinwenkuaibao/yanjiudongtai/20170424/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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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吾守尔 • 斯拉木

30 余位国内外特邀嘉宾共话“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吾守尔 • 斯拉木：

丝路文化建设中存在 4 个主要问题：文化遗产的保护，文

化传承与人才培养， 民族文化的传递，丝路文化的创新。

本次论坛的意义在于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做好文

化教育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经济之路，

更是文化之路。要打造各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丝绸之路，

全面开展丝路文化资源，推动丝路文化共存的数字化。

（摘录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吾守尔院士致辞稿）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建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急需优先建设用于科研教育领域的

先进学术网络，并加快建设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的信息

基础设施，尽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基于信息基

础的先进文化教育合作项目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

网络的合作项目。

（摘录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吴建平院士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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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  许永权：

文化与教育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营造“一带一路”

软环境的重要抓手。北师大结合自身学科优势，选择文化和教育两个

领域统筹设计、重点推进，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摘录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许永权副主任致辞稿）

陕西省高教工委书记  董小龙：

论坛对文化与教育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展开

研讨，意义重大。希望这次论坛对陕西如何整合文化、教育、

科技资源投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新的思路、新的办法和新的 

举措。

（摘录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董小龙书记致辞稿）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周作宇：

北师大把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整个学校国际交流工作的

主线，组建了国家智库“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

究院”，成立了“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不断

推出系列优秀成果。

 （摘录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周作宇副校长致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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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余位国内外特邀嘉宾共话“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发展

多位行业领域专家参与论坛并做主题报告，吸引了 500 余位国内外代表参会。

甘晖：《发挥文化教育优势，共襄“一带一路”战略》

吴建平：《下一代互联网助力“一带一路”文化教育发展》

周明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大学使命——文化工程与人才培养》

孙守迁：《创新设计与海上丝绸之路》

潘志庚：《虚拟现实与数字文化遗产》

维尔吉利奥·曼扎诺：《菲律宾教育体系构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明全

菲律宾大学教授 维尔吉利奥·曼扎诺

浙江大学教授 孙守迁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潘志庚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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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甘晖

“一带一路”智库集成发布仪式

陕西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马瑞映

启动建设“一带一路”文化教育传播智慧港仪式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杨祖培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

陕西师范大学发布“一带一路”智库集成并启动“‘一带一路’文化教育传播智慧港”

社科处处长马瑞映主持“一带一路”智库集成《丝绸之路通鉴》发布仪式，该智库集成聚焦“一带一路”重大现实问题和战略问

题，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一带一路”涉及的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旨在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提供全领域、全视角、

体系化的智力支撑。

副校长杨祖培主持“智慧港”建设启动仪式，“智慧港”以文化、教育与数字传播技术深度融合为理念，以“政—产—学—研一体化”

的发展模式，将政府资源、产业运营和管理、科学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实现有效整合，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保护与传播、教育现代化、

文化教育传播人才培养、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高地。

此外，党委书记甘晖做《发挥文化教育优势 共襄“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报告，李震教授做《丝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传播战略构

想》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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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
国际高端论坛在沈阳召开

陈国良：互联网提供了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机会
5.24~27，高等教育学会主办

的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系列活动暨第 49 届全国高教仪

器设备展示会在沈阳召开，研究院受

邀举办了“智慧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

国际高端论坛”。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国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康凯、

副秘书长王小梅以及来自波兰、匈牙

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

等国的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大会聚焦

智慧学习环境与开放教育资源建设， 

同时发布了《2016 中国智慧学习环

境白皮书》。

导   读

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技术发明，它还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伟大的

精神力量，那就是合作共赢，共建共享。“互联网 +”打破了权威对

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

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 国际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在我国教育领域掀起

了新一轮学习革命。面对教育资源带来的机遇，我国教育界需要及时把握，

努力提高自身的教育质量，积极参与并推进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为此，应进

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和开放教育资源意识，加快发展线上教育，促进学习方

式多样化，着力构筑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生态系统和国内教育资源共享

机制。

（摘录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吴建平院士主题报告）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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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共话智慧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

围绕智慧学习环境与开放教育资源建设，大会组织了 3 场主题报告，2 场论坛，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

主题报告：

      赵建华：《规范和应用导向的高等教育资源创新》

      Bojan Lalic:《工业 4.0 框架下中欧国家 OER 共享共创机制》

      侯小菊：《职业教育中的开放资源建设实践》

主题论坛：

    “智慧学习环境下的信息技术与职业培训”论坛

    “开放教育资源国际联盟”论坛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赵建华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康凯

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侯小菊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王小梅

http://sli.bnu.edu.cn/a/xinwenkuaibao/yanjiudongtai/20170527/3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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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发布

会议期间，黄荣怀院长携项目团队成员发布了《2016 中国智

慧学习环境白皮书》。这是 24 位项目成员联合 30 位专家工

作一年有余形成的研究成果，不仅针对学术、政策、设施、资源、

覆盖面和效率等方面进行了梳理，而且考察了 5 个基本场域

和 4 个拓展场域的基本进展，最后提出了十个观点，内容涉

及全方位学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农村义务

教育等多个方面。

研究院院长黄荣怀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方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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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文副部长

4 月 21 日，教育部朱之文副部长一行

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基础教育信息化

调研，北京师范大学董奇校长、陈丽副校长，

教育学部朱旭东部长、余胜泉副部长，研究院

黄荣怀院长等出席调研会议，并为朱之文副部

长一行介绍了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的建设成果以及研究院所取得的成

果。

朱之文副部长深入了解了 101 教育 PPT，并表

示最关心的是信息技术如何能帮国家解决教育

均衡与质量问题，互联网环境下，教师和学校

的功能需要变化，101 教育 PPT 的推广就需要

教师的素质首先要合格。

基础教育信息化调研
座谈会在研究院召开

会议现场 成果考察

http://sli.bnu.edu.cn/a/xinwenkuaibao/yanjiudongtai/20170526/369.html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评估咨询会在研究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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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评估咨询会在研究院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党委

书记程建平、陈丽副校长、郝芳华副校长、国家发改委高技司袁军处长等 30 余位专家出席会议。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

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由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承担单位，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科

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筹建。

陈丽副校长介绍成果

会议现场

与会领导专家合影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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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教育与全球城市：世界大学智慧学习”
国际研讨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

5 月 19-2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联合主办、研究院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圣彼得堡分校联合承办

的第四届“教育与全球城市：世界大学智慧学习”国际研讨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黄荣怀院长率代表团出席本次会议，

代表团成员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武法提院长、郑勤华副教授、张婧婧副教授等。  

会议围绕在线教育、学习分析、大数据和智慧学习展开，黄荣怀院长和郑勤华副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武法提院长和张婧婧副教授

主持了主题分论坛，分享了中国的经验，引导了问题的讨论。各方期待明年从“智慧城市”的角度切入，以更广阔的视角探讨教

育问题。

受学校委托，黄荣怀院长率团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洽谈两校相关合作事宜，推动两校牵头中俄有关院校在金砖国家大学联盟框

架下的合作项目等。 

两校代表合影 两校洽谈现场

http://www.bnu.edu.cn/bsdkx/84517.html http://news.bnu.edu.cn/xwzh/yxxw/1441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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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院长与 UNT 校长合影

双方洽谈现场

合作交流 京师智學刊 

赴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访问交流

研究院国际访问交流

5 月 1-4 日，刘德建、黄荣怀两位院长率团赴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UNT ）进行访问交流，就 3 月 18 日北京师范大学与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签署的两校战略合作协议事宜，做进一步的落实。Neal J. Smatresk 校长带领代表团参观了 UNT 的

学生中心、音乐学院、信息学院和艺术中心等，观看了融合媒体、技术与艺术的沉浸式表演，并围绕“如何引入技术来支持设计”

和 未来教室具体合作事宜等方面做了沟通和交流。

2017年・夏季刊 15

与国际斯坦福研究院学习技术中心 Jeremy Roschelle 博士洽谈 与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Larry Leifer 洽谈

合作交流
 

赴美国旧金山访问交流

4 月 11-14 日，黄荣怀院长率团赴美国旧金山访问交流，先后访问了国际斯坦福研究院（SRI）、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

（D.School）、美国 IDEO 设计公司、硅谷创业加速器公司、 Google 公司、Facebook 总部等，与多位专家学者以及

技术先锋对话，了解各个国际化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先进技术与科研成果，并交流了未来在相关方向合作的可能性。

黄院长作报告

参加 2017 智能教学系统国际研讨会

6 月 13-14 日，黄荣怀院长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参加了由美国陆军实验室与孟菲斯大学智能系统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2017 智能教学系统研讨会” 。该研讨会的主题是面向 GIFT（Generalized Intelligent Framework for Tutors）框架的“团

队学习与工作任务建模”，来自美国、罗马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多位专家出席，黄院长做了 “网络学习空间的小组学习与协同

知识建构”的主题报告，分享了有关小组学习的研究成果，并与现场专家进行了深度交流。

http://sli.bnu.edu.cn/a/xinwenkuaibao/hezuojiaoliu/20170512/366.html

http://sli.bnu.edu.cn/a/xinwenkuaibao/hezuojiaoliu/20170619/382.html

http://sli.bnu.edu.cn/a/xinwenkuaibao/hezuojiaoliu/20170417/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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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先生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6 月 9 日）

联合国教科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理事会代表团一行参访研究院（2017 年 4 月 7 日）

台湾清华大学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2 月 23 日）

2017 年试点省高中课程教学指导意见研制工作会在研究院召开
（2017 年 4 月 10 日）

东盟副秘书长穆赫坦博士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5 月 15 日）

西城区信息中心老师一行参访研究院
（2017 年 5 月 9 日）

各类领导和专家访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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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项目动态

2017 年

6 月 8 日，“信息技术助力教育精准扶贫、提高农

村薄弱学校（教学点）教学质量” 交流研讨会在研

究院成功召开。会议聚焦农村教育精准扶贫与农村教育信

息化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相关专家出席

会议，共同探讨教育“精准扶贫”的新路径新方法，并就

当下国际农村教育发展热点问题和与会专家进行了探讨。

“信息技术助力教育精准扶贫、提高农村薄弱学校

（教学点）教学质量”交流研讨会召开

2017 年 6 月，贵州省福泉市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修

项目第四期当地如期顺利举办。研究院专家团队赴

福泉市的中小学及幼儿园进行系列实地考察、诊断指导、

深度研讨及专题讲座等活动，助力福泉试验区建设。

贵州省福泉市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修项目

甘肃省庆阳试验区智慧校园项目

项目研讨并通过了“一体两翼”智慧校园建设方案，

智慧学习空间、智慧创新团队建设等多项活动有序

开展，探索庆阳智慧校园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苹果区域教育培训中心（RTC）项目

2017 年 5 月，项目组参加了苹果公司举办的为期三

天的 RTC 项目培训启动大会，共同探讨了 RTC 在研

究院落地的可行性，并就后续开展的培训工作在“信息技术

与学科教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交流。

王永忠 供稿

王永忠 供稿

王永忠 供稿

王永忠 供稿

http://sli.bnu.edu.cn/a/xinwenkuaibao/yanjiudongtai
/20170612/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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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 “艺术普及教育座谈会”在研究院召开，

民盟市委、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艺术普及教

育主题，形成一系列建议，并策划《中小学艺术教育普及

情况研究报告》项目。6 月 1 日，项目启动会召开，与会

专家针对艺术教育普及现状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开了讨

论，从艺术资源建设到资源呈现，从艺术教育普及方式到

成果测评，为项目形成了一系列思路框架。

 《中小学艺术教育普及情况研究报告》项目

项目组开展多次研讨会，围绕报告整体框架、数

据统计分析、报告撰写等几方面进行讨论，在黄

院长带领、各行业专家指导、项目成员的努力下，已基本

完成报告摘要版初稿。

5 月 31 日，项目组联合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

研究指导部组织北京市七个区信息中心相关人员

召开会议，会议介绍项目调研的背景、目的，并对下一步

的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和布置。目前共收集整理了 3500 多

份纸质调研问卷，为项目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

《2016 中国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项目 《2017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数字学习方式调查》项目

北京市科委 “面向在线教育的数字教育资源共享

标准规范与创新服务模式研究”项目

通过研制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特色教育资源建设

标准、公共服务体系共享认证标准，为在线教育

行业提供资源共享认证服务；研制学习行为和质量分析、

教育资源标准管理、学习资源共享认证等工具，为课题研

究提供技术支撑。

“‘互联网 +’教育体系研究”项目子课题

“‘互联网 +’时代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

课题探究“互联网 +”教育情境中学生分布式认

知特征和规律，“互联网 +”教育资源对学生自

主学习、合作学习等学习方式带来的影响，“数字原住民”

网络学习生活的行为、社交方式的特征，研究确立学生学

习与发展的基本模式，为“互联网 +”教育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和实践经验。

焦艳丽 供稿 焦艳丽 供稿

焦艳丽 供稿

蒋红艳 供稿 蒋红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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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27 日，由教育部、工业与信息化部主办，

福建省教育厅承办，网龙华渔教育、福建船政交通

职业学院、工业与信息化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

的“201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虚拟现实 (VR)

设计与制作赛项”在福州隆重举行。承办国家级规格的职

业教育选拔赛，也意味着网龙华渔教育将成为 VR 人才选

拔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201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虚拟现实  

 (VR) 设计与制作赛项举办

5 月 8-9 日，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数字教育

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研

究分会等多家知名教育机构协办，网龙华渔教育承办的第

二届“数字教育与出版”论坛在福州长乐海西（网龙）动

漫创意之都举办。研究院陈长杰副院长做了“从 101 教育

PPT+VR 创想世界谈数字教育出版的新机遇与变革”为主

题的演讲，分享了精彩的“智慧编辑”解决方案。

“数字教育与出版”论坛举办

程真真 供稿

程真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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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已匆匆过半， “一带一路”、人工智能、智慧学习……充斥着整个教育领域，研究院站在教育信息化的风口，

不去追逐风口，而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去探究智慧学习的本质。两位联席院长牵头开展学术研究，已出版多项研究

成果。

导

读

联席院长书目推荐

全球首部以教育机器人
为主题的著作，通过整
合 6个不同使用组群对
教育机器人的需求及分
析市场发展的趋势，以
满足读者对教育机器人
产品的个性化需求及市
场规模。

分析中国 68 个城市的
智慧学习环境发展现
状，有助于增进广大
民众对智慧学习的基
础性认知，对指导中
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
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通过调查智慧城市的
智慧学习情况，从智
慧学习的不同背景提
供大量精确的数据，
向读者介绍了中国智
慧学习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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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五大能力培养文

规划 表达应变执行整合

表达能力

研究院需要具备表达

（宣传）能力：对外

发布产品、研究发现，

提升社会影响力的表

达能力；对公司、学

校内部各部门的表达

能力。

应变能力

按 计 划 执 行 的 过 程

中，外部环境可能已

经发生变化，研究院

需要具备应变能力，

能 快 速 针 对 各 种 变

化或突发状况做出反

应，寻求合适的应对

方案。

执行能力

各项科研课题，研究

院需要按计划执行，

完成对社会承诺的每

一件事情。

整合能力

与企业、高校以及其

他研究机构不同，研

究 院 应 具 备 整 合 能

力，充分利用高校、

企业、政府与社会等

各方的优势。

规划能力

智慧学习领域发展迅

猛，企业、高校都高度

重视，研究院面临较

大的发展压力，需要

具备超前布局、战略

规划的能力，为未来

的发展构建远景蓝图。

研究院获得美国 TICL 杰出国际研究合作奖

4 月 28 日，研究院获得由美国 AERA 颁发的 TICL 杰出国际研究合作奖，该奖项由北京师范大学、北德克萨斯大学和华东

师范大学联合获得，分别授予黄荣怀院长及研究院聘用国际专家 J.Michael Spector 和 Kinshuk 等人。

TICL 杰出国际研究合作奖主要颁发给在科技、教育、认知和学习领域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国际研究合作者。

http://sli.bnu.edu.cn/a/yanjiuchengguo/chubanwu/list_66_1.html



曾海军博士代表研究院参加网龙公司第 81 期经理例会

研究院通过学术活动创造学术氛围

能力建设22 京师智學刊 

曾海军博士做报告

5 月 15 日，网龙网络公司在长乐基地

召开了第 81 期经理例会。刘德建董

事长发表了讲话，提出在这个时代，技术和

市场的变化都非常快，网龙也会不断向社会

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曾海军博士代

表研究院出席例会，并做了《高举高打——

建最有价值、最有影响力、最有效益的研究院》

为主题的报告。

曾海军：中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白文倩、徐晶晶：习近平教育信息化思想

高    媛：“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信息化研究报告

高    媛：“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行动计划

王永忠：101 教育 PPT 应用资源的学科覆盖情况分析

杜    静：教学情境的描述及案例

曾海军：高校 E-HR 及管理

王永忠主任作报告

4.27

6.01

6.07

    

研究院通过讲座宣传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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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媛：北京，国家开放大学第五届科研工作会，“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等教育地平线报告”

焦艳丽：杭州，《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前沿技术分享，“2016 中国互联网教育产品发展指数研究”

黄荣怀：北京，清华大学教育大数据论坛，“教育研究的数据、证据和价值”

高    媛：福州，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第三届全国名师名校长峰会，“2016 新媒体联盟中国基础教育地平

               线报告”

黄荣怀：台湾，2017VR 教育节 x VR 产业潮活动，“VR 在教育领域中的潜力与挑战”

陈长杰：台湾，2017VR 教育节 x VR 产业潮活动，“虚拟不虚 未来可及——智慧教育引领未来 共建 AR/VR

                新生态”

樊    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市基础教育信息应用成果展，“教育大数据：机遇与挑战”

黄荣怀：俄罗斯，第四届“教育与全球城市：世界大学智慧学习”国际研讨会，“中国的智慧学习环境”

黄荣怀：北京，国家开放大学成立五周年系列学术讲座，“互联网促进教育变革的基本格局”

黄荣怀：北京，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创新与发展——暨何克抗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教育技术学科

               的历史使命”

黄荣怀：北京，第二届高等教育信息化校长高峰论坛，“教育地平线报告”

焦艳丽：北京，2017 第三届“互联网 + 教育”创新周，“2016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解读”

黄荣怀：美国，2017 智能教学系统研讨会，“网络学习空间的小组学习与协同知识建构”

黄荣怀：驻马店，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虚拟现实技术教育应用”

黄荣怀：香港，混合式学习国际会议，“智慧城市中的智慧学习环境”

4 月

5 月

6 月



人物专访

本期人物：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现为东

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终身教授），

中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教育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

（特别是基于 Internet 的网络教育

应用研究）。

        创造性思维的“本质”是人类大脑产生“灵感”或“顿悟”的心理加工过程；

但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外学术界（包括国内外的教育学界、心理学界与哲学界）

都弄不清楚“灵感”与“顿悟”（即创造性思维具体体现）的心理加工过程，

所以“灵感”与“顿悟”总是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的神物；这是由于“学科分割”的历史所造成——心理学家只研究人类的内

部心理加工过程和外部的行为表现；但内部心理加工过程是由大脑皮层的神

经生理机制控制的，而神经生理机制（涉及脑神经生理解剖）在学科分类上

属于“医学”中的“脑神经科学”范畴，这是“脑神经生理学家”的研究内

容（心理学家总是把“大脑的神经生理机制”看成“黑匣子”，对黑匣子的

解密则交由医学界的“脑神经生理学家”去完成。脑神经生理学家尽管通过“生

理解剖”对黑匣子一目了然，但对心理学问题却一窍不通。这正是长期以来（自

古至今）“灵感”与“顿悟”总是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弄不清其本质的根

本原因所在！

事实上，只要你通过自主学习和查阅相关文献，最终能同时掌握“心理学”和“脑

神经生理解剖”这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上述难题即可迎刃而解。关于“灵感”

与“顿悟”的心理加工过程模型（DC 模型——内外双循环加工模型）的提出，

就是基于以上想法，为了消除这类神秘色彩，力图运用 90 年代以来脑神经解

剖的最新成果，阐明“灵感”与“顿悟”形成（即创造性思维形成）的心理

加工机制、加工环节 及具体加工过程，从而让人们真正理解“灵感”与“顿悟”

的确切内涵及其本质；在此基础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为广大中小学老师找到

了结合不同学科教学、在完成该学科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对学生进行创造

性思维培养的一整套可操作、可重复、可推广的有效途径与方法。

Q

A

何教授，您好！欣闻您的英文著作“A Theory of Creative 
Thinking - Constru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Model（创新思维理论：DC 模型的建构）”即将问世，
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创新思维的 D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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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北师大教授中最经常到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

学）一线去的一位，就全国的所有大学而言，像我这样的

也很难找到第二位。但就发表文章和撰写理论专著的数量

与质量来说，我不仅在北师大、而且在国内整个教育界也

算名列前茅，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在二者之间存在着

必然的内在联系——理论原本就是来自实践，反过来又必

须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才能体现其价值；否则，只是“纸

上谈兵”的所谓“理论”是毫无意义的。

以我在批判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基础上写成的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为例，我之所以敢于公开向皮亚杰

挑战，不是我头脑发热、想出风头，而是在“跨越式试验”

的长期深入中小学（尤其是小学）的语文教学改革实践中，

       为了能通过“创客教育”落实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宏伟

“双创”目标，必须在创客活动中大力加强对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培养，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创造性思

维是创新能力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最好能涉及以下四个

方面：

（1）关于“创造性思维”本质与结构的科学认识

（2）关于“灵感”或“顿悟”的心理加工过程模型

（3）要了解目前国内外对“创造性思维”认识上的若干误区

（4）关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方法（详见“创造性思维理论”

          一书的最后一章）

Q

A

A

您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很多来源于您的“基础教
育跨越式发展”项目，据悉这个项目从 2000 年开
始，至今已整整 17 年了。请您谈谈“基础教育跨
越式发展项目”和教育技术研究实践与理论创新的
关系？

迟瑞  岳丽杰 供稿

Q 当前创客教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您认为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创客教育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发现儿童真实的认知发展与皮亚杰的理论有明显冲突，而

且该理论严重影响并阻碍母语教学。迄今为止，全球的母

语教学在小学一、二年级都是只关注识字，到三年级才开

始写话、写句子；另外，全球小学的中低年段（1- 4 年级）

都是强调形象化教学、不敢在这一阶段涉及逻辑思维培养

问题，其根源都是来自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

这才使我鼓起勇气去挑战皮亚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

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即“儿童思维发展新论”；

正是在此新理论的指引下，我们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从

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把“识字、阅读、写作”三者结合在一

起的、自主创新母语教学理论与“2-1-1”母语教学模式；

而这均源自本人长期在中小学（特别是小学）所进行的语

文教改试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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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正值何克抗先生八十大寿，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创新与

发展——暨何克抗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 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办，研讨会吸引了来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中

小学教师等 400 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出席研讨会，并赞许何先生把自己的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实践的土壤中，一直践行“教育的实验室，建在

学校里、建在课堂上”的理念，被称为“小学里的大教授”。十几年时间里，何先生的足迹遍布全国 30 多个试验区，把先进的

教育技术用于提升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他提出的“跨越式教学法”，已经惠及成千上万的学生，让他们的人生因

此而改变。

黄荣怀院长出席研讨会并作报告，谈到何克抗先生的学科贡献及学术定力非凡，论文的总引用频次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教育领域都

排名第一，可见其学术影响力。

当日，何克抗先生获得第一届“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个人成就奖。

何克抗教授在会议现场

何克抗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http://fe.bnu.edu.cn/html/002/1/201706/3127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