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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点评

透过“大数据”
这只“奇异之眼”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
的作者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是复杂网络研
究的权威。

对教育来说， 原本隐秘、 复杂、 变化的学情
和教情， 尤其是不同年龄段学生心智、 兴趣、 动
机的变化， 一直困惑着众人。 而巴拉巴西教授告
诉我们， 在以“云计算” 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化
浪潮下， 通过对课堂、 作业、 社交 （QQ、 微博、
微信等）、 生活等大数据的深度挖掘， 几乎可以
预判出学生“93%的行为”。 各类数据的叠加和
补充， 足以对不同的行为模式、 心理特点、 思想
状态进行精确模拟， 进而直接跳过心理学和教育
学的艰涩理论， 给教育者提供可视化、 可量化、
可监控的教育决策。 当我们把教育作为严谨的科
学看待时， “它是有规律、 可预测的”， 巴拉巴
西如是说。 （邱磊）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 《大数据时代》 告
诉我们： 如同蒸汽机、 电气化、 信息化这些推动
人类文明大步前进的发明创造一样， 大数据也代
表着一个崭新的、 蓬勃的、 孕育着无限可能时代
的来临。 它的影响以及改变已经确实发生在健康
应用、 旅游应用、 购物应用等领域， 美国提出大
数据的战略地位堪比工业时代的石油， 欧盟认为
大数据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电子商
务教主马云一再认为“阿里最值钱的是数据”。
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地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大数
据时代》 恰恰就是为这样一个时代完美阐释以及
前瞻准备的书籍。 它在概念上先期明确了数据处
理的三大改变： 数据不要抽样要全体， 做事需要
的是效率而不是精确， 要相关性不要因果。

（季勇）

阿兰·柯林斯与理查德·哈尔费森的 《技术时
代重新思考教育： 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
一书， 从教育发展史视角， 分析了传统学校教育
的弊端以及技术发展对未来教育的挑战。 作者从
技术可能会使教育失去什么、 带来什么以及我们
如何降低技术可能给教育带来的风险等方面引发
读者思考， 面对大数据技术我们当如何思考教育，
重新定位教育、 领导和发挥教育的作用。 值得关
注的是， 作者提醒我们“显而易见的是， 技术已
经恶化了教育中的公平问题， 我们需要谨慎思考
如何缓解这个问题”。 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的教育
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存在， 如何从别人的经验教训
中获取我们需要的东西， 少走一些弯路， 这本书
值得我们一读。 （李达）

有人说， 凯文·凯利的 《失控： 机器、 社会
与经济的新生物学》 “可能是90年代最重要的一
本书”， 有些言过其实， 但当我们读过以后还是
感觉脑洞大开。 大数据时代， 在“众包”、 “群
蜂思维” 下我们必须“学会向我们的创造物低
头”， “当人造与天生最终完全统一的时候， 那
些有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将会具备学习、 适应、
自我治愈， 甚至是进化的能力”。 在大数据时代，
谁也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垄断者， 人人可以发声，
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专家， 作为教师， 我们应该思
考一下我们的角色和功能变换了。 （朱建）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在 《与大数据
同行： 学习和教育的未来》 中指出： 当下大数据
正悄悄影响到教育体系的每个层面， 对于全世界
的学习与教育活动， 都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毫无疑问， 这本书帮助我们一线教育工作者叩响
大数据之门。 “大数据” 这只“奇异之眼”， 似
乎能够看到每个学习个体的学习过程， 记录他们
的微观表现， 发现他们的学习之趣， 破解他们的
学习之难， 从而让教育实现“私人定制”， 让学
生“心花怒放”。 然而， 迎面而来的问题是： 基
于“大数据” 背景下的教师， 如何掌握新技术、
把握先机？ 或许， 您能在 《与大数据同行》 中寻
到答案。 （易建）

（点评教师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教师读书
会成员）

大数据的秘密
藏在这些书里

■凌宗伟

大数据的前世今生

作为教育者， 要了解大数据的前世今
生， 可以读一读托夫勒的 《未来的冲击》
和 《第三次浪潮》。 1960年， 致力于小说
和诗歌写作的托夫勒接到IBM的一个有
关计算机和人类生活关系的研究， 1970
年， 托夫勒写了第一本畅销书 《未来的冲
击》； 10年以后，《第三次浪潮》 出版， 信
息技术和服务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被普遍接
受。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托夫勒提出了
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变化所引起的信息
过载的冲击， 这种冲击会引起暂时性、 多
样性、 新奇性、 新游牧族、 临时组织、 特
组织、 亚文化、 一次性社会等多种形态的
社会变化， 进而影响未来的友谊、 婚姻、
社会、 科学和教育。

在“未来的教育” 中， 托夫勒预测信
息变革会影响到学校组织、 教学内容、 教
学方式、 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 他不仅断
言面向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就要结束， 还预
测到今天的教育新现象。 我们从约翰·杜
威的教育理论中已经可以很轻易地找出未
来主义的一些要素， 但在上个世纪60年
代， 作为杜威的对手， 哈钦斯的通识教育
还是深刻影响了美国， 面对工业化的冲
击， 我们到底是走向哈钦斯所倾向的面向
中世纪的教育， 还是杜威倡导的面向现实
和城市的教育？ 托夫勒支持和发展了杜威
的思想， 主张面向未来的教育。

《未来的冲击》 不仅批评了以哈钦斯
为代表的面向过去的教育， 支持了以杜
威为代表的面向现实世界的教育， 更创
造性地提出了面向未来教育的明确图景：
小班化、 多师同堂、 在家上学、 多媒体
和在线教育、 回到社区， 培养学生适应
临时组织的能力， 培养能做出重大判断、
能在新环境迂回前行的人， 培养人在变
化的现实中发现新关系， 以及在未来反
复、 或然性和长期设想下的通用技能。 教
育革命， 正是托夫勒最早提出的， 而今
天， 带来这个革命的真正原因我们已经明
确： 那就是大数据。

观察人类社会的“显微镜”

国内著名信息管理专家、 科技作家涂
子沛先生的两本书： 《大数据： 正在到来
的数据革命， 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 商业
与我们的生活》 和 《数据之巅： 大数据革
命， 历史、 现实与未来》 也值得一读。 薛

海培先生这样评价： 《大数据： 正在到来
的数据革命， 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 商业
与我们的生活》 “从奥巴马建设‘前所未
有的开放政府’ 出发， 描写了半个多世纪
以来数据对美国社会政治、 商业、 文化等
方面的影响， 谈及了1930年以来历任美
国总统， 可谓波澜壮阔。” 这本书用形象
直观的文字为我们解读了信息自由、 技术
创新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可以说是我们了
解大数据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在 《数据之巅： 大数据革命， 历史、
现实与未来》 一书中， 作者以宏大的历史
观、 文化观、 大数据观为我们描述了大数
据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变革。 作者通过类似
英国独立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国内革命
战争的历史故事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
故事， 从小数据时代说到大数据崛起， 给
读者描绘了一幅数据科学、 智慧文化的全
景图， 分析了中西方文化对数据不同的态
度。 西方人使用的数据是大量的、 系统
的、 成片的、 背后有专业人员给予支持
的， 而我们对数据的使用则系于个人对数
据的敏感性， 是零散的、 原始的、 以个人
经验为基础的。

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用同属东方文化
圈的日本“每年还在中小学教师中组织
‘统计讲习会’， 在中小学生之间开展统计
图表大赛， 日本政府还在全国各地建设统
计广场、 统计资料馆， 以生动活泼的形式
向大众介绍、 展示统计历史及最新的图书
资料， 在全民推广数据的概念和知识” 的
案例告诉我们，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有数据， 就会被使用， 随着数据的增多，
数据开始进入社会的各行各业和公共生
活。”

在今天， 我们已经慢慢地认识到“数
据就是社会规律的载体”， 而统计则是发
现这些规律的手段， “人类使用数据， 不
应该仅仅局限于用数据说话、 用数据来支
持自己的观点， 而是要通过数据获得启
示， 发现新的规律。” “大数据， 将成为
我们下一个观察人类自身行为以及社会行
为的‘显微镜’”。

还有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
斯·库克耶编写的 《大数据时代》 和 《与
大数据同行》， 有人说 《大数据时代》 是
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好的一本大数据专著。
在这本书里作者运用各种案例生动阐述了
大数据所带来的变革， 是一本比较通俗的
读物。 如果想要具体了解大数据与教育变
革的关系， 可以读读魏忠的 《教育正悄悄
发生一场革命》 以及阿兰·柯林斯、 理查
德·哈尔弗森的 《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
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 这两本书

更多地是从大数据给教育带来的影响出发，
谈论大数据与当下教育和未来教育的关系。

从社会网络了解大数据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弄清楚大数据与我们
的关系， 恐怕仅读关于大数据的专业书籍是
远远不够的， 还要读一些关于社会网络方面
的专著。 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詹姆斯·
富勒合著的 《大连接： 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
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 和克莱·舍
基的 《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这两本书不仅向我们介绍了社会网络方面的
知识， 同时也牵扯到社会网络与互联网和大
数据的关系。

我们知道互联网的架构是基于社会网络
的， 或者说是社会网络的一个部分， 互联网
技术的出现， 为平常百姓对大数据的认识和
运用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可能与途径。 今天当
我们谈论大数据的时候， 如果缺乏社会网络
视角， 对大数据的了解恐怕就只能停留在几
个名词术语上了。

《大连接： 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
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 主要阐述的是社会
网络的形成及其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 并
指出， 三度影响力 （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
能影响到你） 是社会化网络的强连接原则，
决定着社会化网络的功能。 随着互联网时
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手机等智能随
身设备， 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发展到可感
应、 可量化、 可应用的阶段。 借助现代移动
互联网技术， 不仅人与人之间可以连接， 人
与物之间、 人与信息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都
可以形成连接。

作者指出， 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
“人们在做文化方面的选择时， 只要对社会
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次序稍作调
整， 就可以捧红一首平庸的曲子或一位并不
出色的歌手”， 这样的情形在网络社群显得
尤为突出。 作为教育者， 如果能够从大数据

背景下的社会网络视角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或许就会改变我们对具体教育教学问题的认
知，进而改善我们的教育教学行为。

《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同样
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关于社会网络与社会媒
体、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专著。克里斯·安德森
这样评价这本书：“每一页都闪烁着智慧和洞
见，它们将彻底变革你的思维方式，告诉你如
何去看待社会化媒体主导的新纪元。 ”如果你
读完这本书， 一定会觉得克里斯·安德森的评
价没有一丝夸张。 书中没有令人费解的名词，
也没有艰深晦涩的赘述，而是借助具体生动的
故事来阐释作者对大数据时代人人社会的理
解并揭示隐藏其后的真理，让你明白今天的社
会形态是如何从“硬关系”变成“软组织”的。

“新的社会化工具催生了众多新的活动形
式。 它侵蚀了机构对于大规模协调垄断性的
地位， 从而对现存机构提出了挑战”， 这种挑
战在今天乃至不久的将来， 对我们的教育同
样会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不可预料。 作为教
师、 家长、 学生、 学校乃至整个社会， 我们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是我们每所学校、 每个
人都不得不静下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 “一
篇维基百科文章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产
品， 因为它永远也没有完成的时候”。 是的，
数据是不断地产生与更新的， 在这不断地更
新和产生中， 使得我们对问题的认识越来越
到位， 思考也越来越深入。 这样的视野其实
与教育的特质是完全吻合的。 教育， 原本就
应该是一个缓慢而优雅的过程， 没有终点，
严格说来也没有最终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
教育才可能活力四射， 千姿百态。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数据时代与互联网世
界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正如戴维·温伯格
在他的《知识的边界》里所说的：“我们既面临
知识的危机，同时，也面临着一场划时代的知
识的升级”，无论我们自觉不自觉，大数据早已
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如何更好地运用它，恐
怕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用心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推动读书
十大人物” )

也许玩微信的同仁们看到过这样一篇 《众包完成的
Nature� 大作： 世界上作者最多的文章》， 文章说的是一个有
57000位作者的Nature大作的故事。 文章的结尾说： 60亿只
猴子估计敲烂了键盘也敲不出啥玩意， 但要是60亿人类一起
敲， 即使不会再有莎士比亚， 想必莫言、 村上春树、 马尔克斯
这样的大师， 也是会如同黄河之水， 延绵不绝。

其实， 这说的就是大数据时代， 就是互联网思维———众
包、 蜂窝思维。 这些年， 市面上出版的关于大数据的书不少，
谈大数据与教育的人更多。 作为教师， 我们是一味地听专家们
侃侃而谈， 还是静下来读一点与大数据有关的书籍， 结合自己
的教育教学实际， 思考如何面对大数据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已经
带来和可能带来的挑战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儿童阅读论坛是由亲近母语研究院创办， 在大陆和华语地
区极有影响的儿童阅读论坛。 每年都会有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
一千多名校长和教师与会，被称为“点灯人的聚会”。第十一届中国儿
童阅读论坛将于2015年4月16日—20日在南京举行，主题为“儿童阅
读可以分级吗？ ”

论坛看点
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儿童阅读分级理论

儿童阅读应该分级吗？ 可以分级吗？ 论坛特邀台湾原教育部
长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认知心理学博士曾志朗先生 ，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 、儿童阅读推广奠基人梅子涵教授 、著名儿童文化学者朱
自强等海峡两岸儿童阅读、儿童教育学者全面对话儿童阅读分级
问题。

儿童阅读名家，为您展示儿童阅读的分级和教育实践
从阅读课堂到阅读活动与交流， 儿童阅读的分级如何在教育实

践中实现？ 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子鱼，大陆一线名师周益民、周其
星、朱爱朝、邱凤莲等将展现多元化的课堂，与您共同探讨儿童阅读
的分级和教育实践。

人文阅读和儿童教育演讲，拓宽您的教育视野
论坛将邀请“一席”年度演讲人、麻辣语文教师蔡朝阳，台湾自

然教育专家吴文德、一位跨界专家等为大家带来风格别样的演讲，
从儿童的人文阅读到百科阅读，为我们开拓全新的视野与格局。

年度点灯人、书香校园的分享，为您树立前行的榜样
2015年度“阅读改变中国”颁奖典礼届时隆重举行，年度点灯

人、年度书香校园、年度阅读推广机构将和大家分享“点灯”历程，
让我们为更多的孩子点亮阅读的明灯。

倡导学术自由，建设开放平台，期待您的积极参与
亲近母语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努力构建开放平台，本届论坛特

设对话团，在对话中向大家展示对儿童阅读的更深思考，论坛开放
征集童谣童诗课，并倡导大家积极参与论坛互动，表达自己的见解。

论坛地图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新闻网 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

亲近母语研究院
本届主题：儿童阅读可以分级吗？
会议时间：2015年4月16日—20日（16日报到，20日返程或考察）

会议地点：南京 报名截止日期：2015年4月10日（额满即止）
拟邀专家简介
曾志朗：台湾原教育部长、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认知心理学博士，

加州大学华裔学者协会创会理事。
朱永新：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大、北师大等兼职教授。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梅子涵：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儿童阅读

推广的奠基人。
朱自强：著名儿童文化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

所所长。
子 鱼：台湾儿童文学作家、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现任台湾儿

童文学学会秘书长。
吴文德：台北市北投区关渡国民小学校长，台湾自然教育专家，

台湾环境教育计划审查委员。
徐冬梅：亲近母语创始人，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
蔡朝阳：70后，诸暨人，居绍兴，生存于教育体制之夹缝。空想家、准公民；

爱思想、爱智慧；教书课子、卖文买书。 著有《阅读抵抗荒诞》、《救救孩子》等。
周益民：全国著名特级教师，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小学青年教

师》《语文教学通讯·小学版》封面人物。
丁筱青：江苏省特级教师，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亲近母语课题组

核心成员，著有《儿童阅读的心灵地图》。
朱爱朝：全国优秀教师，长沙市首席名师，长沙市人民政府督学。
周其星：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资深语文教师，知名儿童阅读推广

人，“三叶草故事家族”创始人，著有《彩色的阅读教室》。
岳乃红：江苏省特级教师，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亲近母语课题组

核心成员，著有《班级读书会ABC》。
刘 颖：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亲近母语课题组核心成员，著有

《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从阅读到讲述》。
邱凤莲：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亲近母语课题组核心成员，著有

《大声读给孩子听》。

论坛账单
1.会务费、资料费580元/人，15人以上（含15人）团队给予适当优

惠，欢迎教研部门组织学校集中报名；主办方可代为联系宾馆、安排会
议餐（住宿费90元—180元每人/晚，费用回单位报销）；提供学时证明；

2.如需参会，请百度检索“2015中国儿童阅读论坛”，了解参会详情。

诚挚邀请您参加

第十一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暨2015年度“阅读改变中国”颁奖典礼

“读懂大数据与教育” 特别策划· 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