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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
互联网与教育的结合不可避
免。那么，面对互联网甚至是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需要做什
么准备？我想，最核心的就是
要有互联网意识。

首先，教师需要明白知晓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这代人的特点。只有知道服务
对象是什么时代的人，教师才
能更好地把握他们的特点，因
材施教。

今年新入学的大学生，大
多是 1999 年出生，很多 00 后
也已经迈入大学校门，他们完
全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
的一代。在互联网时代，这些
孩子最大的变化就是在知识的
丰富性上远远超越了教师。

要了解这些孩子，教师自

己首先需要变成一个互联网
人。无论喜欢与否，教师都必
须与时俱进。认知与有实际体
会是两回事，我们务必要求自
己去用互联网，才能真正懂得
互联网与互联网文化，也才能
真正懂得这些孩子。在这种体
验中，教师才会发现互联网的
好与不好，才会去改变自己已
经固化了的教育教学方法。

当然，在熟悉了解的基础
上，教师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
网以及衍生的人工智能给教育
带来的好处，创新教育教学方
式方法：从简单的互联网工具
的使用，到具体的学情监测与
运用；从基本的教学方式的改
变，到育人方式方法的调整。

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复杂
的，加之各地情况的复杂性，

我们很难总结出几条经典的方
法可以照搬，很多时候需要教
师用心体会总结，提炼出更适
合当地情况与学生情况的方式
方法。

重视互联网，但不等于过
度依赖互联网，教师最需要准
备的是一个教育者最基本的要
求：心中有学生，做好一个教
师的本分，不仅教知识，更需
要育人。

从绝对的知识传授角度来
说，互联网以及衍生的人工智
能未来可能会比绝大多数教师
做得都好，效率会更高。但人
的成长与教育绝不是简单的知
识传授，学校教育中的“育”
向来就存在复杂的内涵，绝不
是程序可以替代的。

1994 年，互联网刚刚进

入中国，当时互联网先驱人物
钱伯斯有一段名言：未来互联
网影响最大的，是教育。但
是，2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发
现互联网影响最小的恰恰是教
育。为什么？2012 年慕课兴
起，2013 年起在中国掀起了
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教育”
的热潮，大量资本涌入，国家
相关部门也给予了高度的重
视。今天回头去看，不仅高举
互联网大旗的教育企业大都归
于沉寂，而教育，也没有像资
本所吹嘘的那样发生颠覆性的
变化，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是教育本身的规律，
也是教师存在的最大价值。教
师不仅教孩子们知识，也是在
陪伴教育他们成长，心中有
人，这是计算机、程序永远无

法完成的。教师一个会心的笑
容，一个及时的拥抱，都可能
及时化解掉学生心中的心结，
成为他成长中的一个个加油
站。如果仅仅是知识的传授，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
时代的来临，教师这个职业可
能就会很快消失。

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
互联网为龙头的信息技术的发
展，各种新兴技术会层出不
穷，迭代也会更加快速，教育
必然面临更为深刻的变化。但
无论这种影响与巨变是什么，
只要教师心中有学生，明白并
坚持自己的教书育人的基本职
责，就永远不会落伍，就永远
会是一个好老师。

（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
编辑）

教师要有互联网意识
陈志文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
展，“无人+”时代来临，
教育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面对技术变革，我们教师该
如何而为，才能确保未来是
为我们而来呢？

教师应该为“人师”，
而非“经师”。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教
育都是一项以灵魂唤醒灵
魂、以情感浸润情感、以智
慧引领智慧的事业，正因
此，它要求教师要成为学
生 人 格 塑 造 、 品 德 养 成、
精神提升的引路人。教师
要始终成为学生成长路上
的 一 面 高 高 飘 扬 的 旗 帜 ，
要成为四有教师，成为学
生 成 长 路 上 的 精 神 导 师 ，
以爱育爱，以情动情，培
养精神明亮的人。

精神的丰富、情感的真
挚、人格的伟岸，这些是技
术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的，
是“人师”独有的特质。

教师应该提升科学素
养，为创新之师。

教育的未来应该把焦点
放在有意义的学习上，教师

着力做的是帮助学生解决生
活中通过技术无法解决的问
题。教师应该具有与时俱进
的创新素养，有很好的信息
素养，会整合各种技术、资
源等，让学科教学成为学科
教育，让课堂鲜活灵动、欣
欣向荣。

教师应该涵养人文底
蕴，为儒雅之师。

越是发展，越是需要有
人文底蕴做支撑。一个具有
人文底蕴的教师，他的心智
是豁达的，情感是纯净的，
意志是坚韧的。而这些都是
学生一生和谐发展所必需的

“元素”。要获得这些底蕴，
教师就要博览群书，让阅读
成为一种习惯；学会反思，
勤于笔耕，让写作成为一种
享受。

未来的教师不是知识的
化身，而是学生全面发展的
引路人。

未来的教师是真正的人
师，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结合的典范。

（作者系河北唐山市第
一中学副校长）

做“人师”而非“经师”
王卫国

最勇敢的追求是超越

我认为，技术变革时代的好
教师，要注重所教所学的“实
用”性。“实用”简言之即学语
言、练思维、学做人。知识很重
要，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持续
学习的能力和知识的产出能力。

我在讲授综合性学习 《漫话
探险》 时，设计了讲探险家的故
事、辩论探险利弊、模拟探险三
个环节，分别训练学生搜集信

息、整理分析信息的能力，主要
练习“说”；通过辩论，提升对探
险的认识，培养学生全面认识事物
的态度，主要练习“想”；根据情
境，自己设计脱险方案，达到学以
致用的目的，主要靠合作，练习

“做”。技术变革时代的老师，需要
注重所学的实用性，既关注课堂知
识的呈现，更要指向课堂外孩子们
的应用能力培养。

▶▶北京市十八里店中学张振华：

9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播出
的《开学第一课》中，帘幕后坐
着来自意大利的机器人特奥和
真人分别演奏乐曲。人工智能
机器人的演奏流畅，无任何差
错，完美得无可挑剔。

技术变革时代，一个智能
机器教师可能会出现在课堂
上，这既是新技术，也是新挑
战。这种挑战下如何做个好教
师呢？

好教师的标准是：道德高、
方法好、会讲课。教师的言行
透露着师德，言传身教的表率
是最好的教育。教师面对不同
性格的学生要有好的方法，要
因材施教而不是千篇一律。只
要有爱心，了解学生，会引领学
生，就是一个好教师。

与机器相比，教师有思想、
有情感、思绪万变，人的情感温
度是随时调节高低的，而机器
不会随时与学生互动，更不会
察言观色。教师在用自己的情
感讲课，那份情感会感染学生，
那是一个愉悦的过程，是一个
分享和接受的过程。再完美的
智能机器人，总是一个表情、一
个动作、一个腔调，时间长了也
会令人乏味。

技术变革时代教师要勇于

接受挑战，以人为本，真真切
切去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作者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
兰区利民中学学生家长）

言传身教作表率
王淑贤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
临，教育给了极好的呼应。微
课、翻转课堂、智慧课堂、未来
课堂、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的新
名词在这一两年里冲击着教师
们的思维，教师无论“自愿”或

“不自愿”都逐渐地融入其中，
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
但教育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
模式，甚至教育根本就没有模
式。原因很简单，教育的对象
是人，教育的目的也是人。

大约 4 年前，我所带的班
级开始接触“未来课堂”：孩
子们上课用平板电脑，作业、
考试都在电脑上完成，上课的
花样多了，学生兴趣也高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手机、电脑，
随时随地的学习变成了可能，
有记者之前问过我：叶老师，
随 着 “ 互 联 网 + ” 时 代 的 到

来，你会不会担心教师在教育
中的地位会大大降低？我的回
答是：当然不会！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
明白我们老师在教育活动中到
底是什么地位。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作
为一名普通教师，我们仅有的
一点学识如何去给学生无限的
创造力？

教师是学生人生路上的引
领者？凭良心讲，作为一名
30 多岁的年轻人，我的阅历
尚浅，我没有底气说我一定能
引领学生。

教师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
陪伴者？我真做不到随时随地
陪伴。毕竟 3 年后，孩子们就
会离开学校，有的或许会从我
的生命中永远消失。

当然更不是监督者。我工

作 13 年，时间不长，但是越
来越觉得对学生应该有一颗敬
畏之心，在学生面前有时要示
弱。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给孩
子们提供更大的舞台，让孩子
们更加自由地成长。

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忽视
了教师，教育的特殊性在于我
们服务的对象是“人”，服务
的目的是“人的成长”。教育
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用生命去
影响生命的过程。

所以，技术永远都不可能
替代老师。因为在知识传递的
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情感的交
流，学生收获的不仅是知识的
积累，更多的是方法的探寻、
情感的体验，最终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成长”。这是一个把
有限变为无限的过程。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排

斥技术介入教育，技术应该更
好地服务于教育，而不是教师
的“脚手架”。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技术带
给我们的便利。自从有了技
术，课堂更活跃了，氛围更民主
了，学生参与度更高了，也能更
加快速、准确地获得学生反馈。

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像历
史这样的人文学科，现代教育
技术的介入，一下子打开了孩
子们的视野，课堂不再局限于
教材，我们可以在网络的世界
里寻找更多素材；伴随而来的
新课题，就是教师该如何引导
学生正确、合理、有意义地选
择网络资料。

但如果技术用得好，课堂
会有更多的“生成”，而教案
会有更少的“预设”，教师和
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实现真正的

“ 交 流 ”“ 对 话 ”， 甚 至 “ 质
疑”，并且通过一起探究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学
生的理性思维。

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积
极 主 动 地 学 习 新 技 术、新 理
念。不管是有技术、无技术，只
要我们的教育活动尊重学生、
尊重规律，都是有意义的。

“互联网+”让我们的眼光
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与教材；而

“心中有人”让我们的教育面向
人的成长，当我们的格局大了，
胸怀广了，我们的教育就能尽
可能做到——变有限为无限。

不 惧 怕 ， 不 拒 绝 ， 迎
“新”而上，才是我们教育的
底气和力量。

（作者系全国模范教师、
四川省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历史
教师）

迎“新”而上才有力量
叶德元

随着教育 AI （人工智能） 时
代的到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也”的传统概念将会发生一些变
化，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的实质不会变，变的仅仅是我们
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

首先看传道。随着“人生规
划”课程的开设，依靠对学生职
业潜质科学测定的大数据，教师
指导学生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
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是 AI 时代
师德的表现。

其次看授业。AI时代，学习主
要是靠学生自己，依靠多种媒体获
得，老师不是知识的唯一源泉。因
此，教师主要是帮助学生利用AI教
育系统去发现筛选甄别信息。

最后看解惑。解惑，成为 AI
时代更为重要的一个教师功能。
AI 时代，在不能通过机器解决的
问题面前，教师的解惑作用就表
现出来了。此时学生的疑问，正
是你呈现知识的最佳时机，也是
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

▶▶四川省大竹中学教师杨标:

作为一个新教师，我深刻地
感受到了互联网的不可抗力。很
多 00 后的孩子对网络的利用超出
我们的想象，而我们的一些教育
理念还停留在旧时代。我将从两
个方面谈谈利用互联网做好新时
代下的人民教师。

一是利用互联网达到教师的
自我提升。说到利用网络，很多
教师会想到互联网上的各种备课
资源，我认为这种想法太狭隘。
教师自我提升，更多的是开拓我
们的视野方面，比如一些微信公
众号，例如中国教育报、好教师
等等。

二是利用互联网达到学生知
识的拓展延伸。很多教师和家长
对学生上网这件事情是有些抗拒
的 ， 我 认 为 与 其 限 制 学 生 上
网，不如告诉他们一些有助于
学习的网站。我在每学期的第
一节课会向学生推荐类似于网易
公开课等不错的教学网站，供学
生查找学习。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陈喆:

教师在技术变革中，仍要怀
有爱心，这也是机器人做不到
的。师爱是严与爱的结合，是教
育的桥梁。

教师要改变自己的思维，在
教学中融入新科技。现在互联网
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学生对
这些新科技非常感兴趣。若教师还
不改进教学方式，势必不能引起学
生的兴趣，教学质量也自然上不
去。教师可以在自己的课堂引入人

工智能等技术，让信息技术走进课
堂，这样既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也可以使课堂在教师的“控制”中。

教师更要做一名学习者。科
技在变革，教师也要做出变革，
而不能做一名守旧者。教师要积
极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智能，熟
练运用互联网，教师要比学生更
先一步学习新知识，只有这样才
能引起学生的信服，进而在课堂
上才能“掌控”学生。

▶▶山东省肥城市桃都中学于桂金:

网言网语

专家说

教师说

家长说校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