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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腾讯主要创始人、原首席
行政官陈一丹登上中央电视台《开讲
啦》栏目的录制现场，向台下深圳大学
的师生们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业故事，
和对深圳精神的理解。

台下的观众不知道的是，就在录
制开始前的最后一刻，陈一丹仍在一
个角落，苦练即将到来的演讲。

出现在媒体、公众面前，对这位全
球金额最大的教育单项奖“一丹奖”的
创办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很熟悉的事。
在腾讯的15年，陈一丹极少接受采访。
如今，“也就是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和教
育，需要抛头露面的场合多了，才有了
一些变化。”接近他的工作人员说。

捐资创办民办非营利性本科高校
武汉学院、探索“公立非公办”改革的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捐赠 25 亿港元创
办“一丹奖”、成为西湖大学校董⋯⋯
这些年，陈一丹在教育领域动作频频。
无人怀疑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但从瞬
息万变的互联网抽身到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的教育界，他是否还长袖善舞，是
否还舞动从容？

“深圳‘开荒牛’精神对我影响很深”

1981 年，10 岁的陈一丹随父母迁
至深圳。他在深圳读书、成长，考入深
圳大学，毕业后还在深圳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工作数年。深圳，这座变革之
城，在陈一丹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深
圳的“开荒牛”精神，一直伴随着他成
长，影响着他的人生。

凭借这种精神，陈一丹在腾讯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投身教育之后，他先
后涉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一次，
他依然希望可以用在前沿的探索，为
中国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记者：您在深圳度过了自己的少
年和青年时代，深圳的“开荒牛”雕塑
是这个城市的象征，您怎么理解“开
荒”的含义？

陈一丹：作为在其中成长起来的
深圳人，我对开荒的理解，一开始非常
直观。我的父辈那批人，他们来到深
圳，真的是面对工地、农村、小渔村那

样的地方，从那里一步步拼出来的。
后来在深圳，“开荒”的含义就更

加丰富。它演变为一种进取的精神、刻
苦的精神、专研的精神、革新的精神，
大家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未来，团
结一致，开动脑筋，勇于尝试。这种精
神是非常宝贵的。后来我们创办腾讯，
其实就是体现了这种精神。怎么把腾
讯做好？怎么在互联网的大潮中存活？
怎么求得发展？怎么把更多的产品和
更好的服务提供给用户？可以说，我们
一直在用“开荒”的精神“开荒”。

记者：后来您投身教育事业，不论
是基础教育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还
是高等教育的武汉学院，都带有强烈
的创新色彩。这应该说是“开荒”精神
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陈一丹：两所学校在体制上都有
创新之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是一所

“公立非公办”学校。由政府提供基本
财政拨款，福田区政府与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配套投入专项教育改革基
金，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管理去行政化，管办评分离，实
施走班制、导师制、学分制。

至于武汉学院，它的一个鲜明特
色是“非营利”。这是学校在还是独立
学院的时候就确立下来的道路。那时
候《民办教育促进法》还没有公布，法
律上还没有界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
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一点写进章程和办
学执照里。我们非营利办学，实行校董
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然后我们在办学上强调两个特
色：一是模式上开门办学，把优秀的企
业和企业家引进来，与行业结合在一
起培养未来行业人才；二是治学上提
倡“全人教育”，关注人文修养、心理健
康和人格塑造，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综
合发展、终身学习的人。

我们确实是想做一个前沿的探索
者。深圳的“开荒牛”精神对我的影响
真的很深。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悟，即很多事都
是闯出来的。你在你那里“开荒”，我在
我这里“开荒”，最后大家去实现一个
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

记者：武汉学院的定位是应用型
院校。施一公教授刚当选西湖大学首
任校长，西湖大学的定位是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而中国民办高校很少去挑
战研究型高校的路子，西湖大学可谓
是个另类，外界对它的期望因此很高。
您是否会考虑武汉学院未来的转型？

陈一丹：我和一公在教育上的理
念很一致，我也有幸成为西湖大学的
创校校董之一。一公对教育的情怀和
追求，我非常钦佩。

西湖大学走的是高等教育改革的
创新之路，希望通过建成一所拥有全
新教育、招录机制的世界一流水平大
学，影响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探索，影
响人才培养改革的探索。所以它的起
点非常高，一开始就要引入顶级科研
力量，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所以我形容西湖大学是“灌顶法”。

而武汉学院，可以称之为“爬坡
法”。作为一所应用型大学，我们要做
的就是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在课程
开发、培养方式和全人教育上取得突
破，而且我们要逐步实现获批硕士点、
博士点的目标。整个发展是循序渐进
的，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说这是慢
慢的“爬坡法”。

两者没有高下之分，都是在为中
国教育做努力、做探索。就像我刚才说
的，你在你那里“开荒”，我在我这里

“开荒”，最后实现一个长远目标。所以
武汉学院会不会做研究呢？会，但是要
做也是做应用型的研究，这是我们办
学的定位决定的。

“一丹奖是在搜集教育的‘种子’”

2016 年，陈一丹创立“一丹奖”，旨
在表彰以创新方式革新教育的人士。
一丹奖设立教育研究奖和教育发展
奖，每名获奖人可获得 3000 万元港币
奖金，是全球最大的教育单项奖。

经过独立的评审委员会按照“具
可持续性”“具远见”“具改革能力”及

“富创新精神”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评
选，2017 年 9 月，首届一丹奖在香港颁
奖。陈一丹在致辞中表示，“成立一丹
奖，正是希望表彰可持续及具革新能

力的教育工作，以迎合未来社会的需
要。很荣幸能够与各得奖人携手，以教
育提升人类福祉”。

记者：从创办学校到设立一丹奖，
您的教育情怀一次次得以彰显。从腾
讯离职后，您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尝
试，为什么对教育情有独钟？

陈一丹：因为教育深刻地改变了
我父辈和家庭的命运。我家世代务农。
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家庭状况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
在 1959 年考上了大学。这件事可以说
是我父辈和家庭的转折点。

我父亲之所以能考上大学，是因
为我有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祖母。我
的祖母并不识字，但她很看重子女的
教育。我出生的时候，我家已经在城市
生活了，这些故事，都是我后来慢慢了
解到的。

所以我就很感慨。教育实实在在
改变了我的人生。那么当现在我有一
些能力可以做点事的时候，就会很自
然地想到，能为教育做些什么。

记者：所以您开始办学，也创立了
一丹奖。

陈一丹：对。过往的经历就像在心
中埋下一颗种子一样，时机合适就会
发芽。教育这个古老的事业虽然不断
改变，但是核心还是让人获得真善美。
一丹奖定位是希望建立一个平台，找
出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的实践、研
究的成果，让大家学习、借鉴。

记者：首届一丹奖中，来自中国的
申请数量排名第三，但最终却无人获
奖。您怎么看待这一结果？

陈一丹：首届一丹奖的评选过程
中，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申请，我很
欣慰。中国在教育的探索，尤其是发展
实践类的探索，有很多宝贵经验。一丹
奖的结果是由独立专业的评审委员会
评选的，我并不介入评审的过程。关于
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一丹奖目前只评选了一次，在
那么多申请者里，本着“优中选优”的
宗旨，只提供两个获奖名额。这种情况
下，中国的教育者获奖与否，都很正常。

这次没有，以后也肯定会有。另一方面，
一丹奖是为了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可
以让中外的教育项目和理念碰撞、融
合，彼此借鉴，可以让中国人、外国人都
去学习，那么，其实是整个人类都可以
受益的。

一丹奖其实是在搜集关于教育的
“种子”。现在只有两个获奖项目，但 10
年后、50 年后呢？就是 20 个、100 个全
世界最优秀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项目。
到时这些案例累积起来，可能我们就
会很清晰地看到教育对人类的改变。

“教育不是一门生意”

互联网企业以“快”著称，快速响应
用户需求，快速适应科技升级，快速形
成市场规模，不然就可能倒掉。而长期
以来，教育的特点，恰恰是“慢”，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叶圣陶先生也说过，教育
是农业而不是工业。作为一名长期深耕
互联网领域的企业家，如今，陈一丹突
然需要“慢”下来，很多工作突然没法一
下子看到效果，面对这样的落差，陈一
丹看到的是别样的风景。

记者：这些年，您跑了很多国家和
地区，和很多教育者进行了交流，这里
您有什么感受？

陈一丹：全世界的教育者身上，都
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企业家讲究企
业家精神，而在那些优秀的教育者身
上，普遍存在着教育家精神、教书育人
的精神。可能在各地教师身上，这些精
神会有一些表现上的不同，但他们骨子
里都是一样的，这种使命感很让人感
动。我注意到，全世界的教育者会很容
易产生共鸣，因为他们都是为了知识和
价值观的传承而努力工作。

记者：您求学的时候，有没有让您
终生难忘的老师？

陈一丹：应该说让我难忘的老师，
是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存在的。从小学
到大学，很多我还记得的老师，我都能
讲出他们个人对我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是我一直觉得，在我的生命成长中，
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存在，而且是对
我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每一个老师
对你都是有亲有疏，但是作为一个群
体，他们的整体形象是神圣的，这种由
整体而形成的氛围对我影响很大。我
会感受到知识的传递、价值观的传递，
我想起他们对我的关怀期望、严格要
求，都会觉得很有力量。可以说，老师
们潜移默化中带给我的人文关爱和情
怀，是我生命中不能缺少的部分。这也
是我的一个办学理念，无论科技怎么
发展，人文素质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从风云瞬息万变的互联网，
投身到讲究慢工出细活的教育，您会
有心理落差吗？很多工作您是一下子
看不到成果的。

陈一丹：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
为你做一件事情，前提就是要了解这
件事情的规律，然后按照规律去做好
战略规划，再分解到每一步，再分解到
每一天，你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那么
每天其实都会有收获。不管是做互联
网还是做教育，在此都一样。

我们办学，希望的是修炼“内
功”。通过练好“内功”，让一批批学
生能够感受到在这里读书的成长轨
迹，让他们发现这里的学校就是不一
样，这样口碑就会一点点出来。而口
碑出来的过程，就会是一个很快乐的
过程。

练好“内功”和树立口碑的过
程，当然会很慢。比如本科办学的层
次，要从本科做到硕士，最后还要成
为博士学位授予点，这可能要花10年
到 20 年的时间，过程算是很漫长了。
但是你踏踏实实去做，和志同道合的
老师一起看到每一步的成果，为每个
进步的点滴感到喜悦、振奋，学生、
家长的反馈又继续给你前进的动力，
这里面的幸福感是很足的。

教育不是一门生意。教育的主体
是社会体系，也有市场化运作去满足
各种教育需求，只要对教育有所推
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对社会都有贡
献。但无论是否营利，都要时刻牢
记，教育教育，“恒在教学，重在育
人”。从教书育人的角度说，永远不
能把教育当做一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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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突击007 优质英语快提升
◆单词突击007是什么？

单词突击007是一个时时在线、利用云
计算技术快速记忆单词的训练工具和个性
化大数据管理系统。它包含不同学段900余
本书的课程，利用遗忘规律，为学员建立
个性化数据库，有针对性地提高单词记忆
效率。

单词突击007采用因材施教的训练学习
模式：

一人一套智能课程，
一人一套记忆方案，
一人一套管理系统。
一人一个学习计划，
一人一个大脑记忆库。
单词突击 007 不是点读机，不是 APP，

不是教学视频，不是录播课，无需下载软
件。

◆课题获中国智慧教育督导“十三
五”规划重点项目

经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教育督导专业
委员会审核批准,“依托互联网云计算技术
提高学生英语单词记忆能力的实验研究”

（简称“单词突击”） 获准通过立项，被列
为中国智慧教育督导“十三五”规划重点

项目。

◆为什么单词突击007记单词如此
高效？

最好的记忆方法是反复练习。单词突
击 007 根据遗忘规律,寻找更佳重复记忆的
频率和强度，在更佳时间点强化学习，并
且通过云计算技术动态优化学习内容和学
习顺序，建立个性化学习数据库。

学员的学习时间越长，数据就越接近
学员的个人记忆、学习过程特征，学习效
率越高。

传统的学习方式是老师说学生听，老
师做学生看。单词突击007则是学生快速动
手、动脑、动嘴、动眼，训练学生的专注
力，使得单词记得快记得牢，专业帮助英
语困难户。

◆单词突击007的特点

人机互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技术，采用智能化学习方式。

智慧管理：智能管理每单元的学习进
度、速度和时间，智能管理每个单词的记
忆速度和强度。

记忆追踪：追踪每个单词对错次数、
记忆强度，实现记忆可视化。

克隆记忆：克隆大脑学习记忆痕迹，
统计记忆参数，形成个性化的“智慧大
脑”。

精准运算：精准计算每个单词的记忆
难度、复习频率。

黄金提醒：智能技术将复习内容自动
排序，在黄金记忆点输出需要复习的单
词，高效复习。

五维训练：国家教育部门考试中心高
考英语全国卷听力主播录制，采用听说读
写译五个维度的训练方式。

单词量测试：单词量测试获中国认证
中心认证，准确反映学生英语学习水平，
有效检测学生单词突击前后的单词量及成
绩。

教材同步：与全国中小学教材同步，
并拥有奥赛、雅思、托福等课程。

◆单词突击007当前规模

单词突击007在全国拥有普通加盟代理
1800家、市级独家代理200余家、省级运营
中心 22 个。全国有 2000 余所公立学校使用
单词突击 007 系统，使用学生人数超过 200
万人。

2018—2019 年，单词突击 007 将举行
“英语课程万校行”大型公益活动，为符合
标准的学校捐赠价值30万元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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