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澎

“异想天开”让学生告别题海战术
为了完成父亲十多年前的嘱托，徐雯以看病问诊方法拓荒“AI+教育”

诊断、处方、预测，利用看病问诊的方法解

决基础教育难题，让学生真正告别“题海战术”，

开启思维学习能力———这些， 是上海莘越软件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雯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

创业梦想。 由于在“互联网+基础教育”领域的杰

出表现， 日前在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

彰大会上，她获得“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荣誉称号。

十年创业只为完成家传教育梦想

徐雯进入“人工智能+教育”领域，始于她与

从事数十年教育工作的父亲一次对话。 “平面几

何理论是不是可以做成软件， 让更多的学生受

用呢？ ”父亲的夙愿，令留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进修计算机软件编程的徐雯陷入沉思。

“从理论上说，应该没有问题。 ”接下父亲的

“任务”后，徐雯心里也没底，她向微软研究院一

位专家请教，却被对方视为“异想天开”。

被全盘否定反而激发了徐雯的韧性———白

天上班，晚上回家编程，她开始了一个人的“创

造”。 终于，花费两年时间，徐雯在父亲的帮助

下， 完成了包含 400 多万字、2 万多张图形的第

一版《几何王》单机版软件。 由于软件方便操作、

图形清晰、可操作性强、上手容易，逐渐成为教

师争相开设精品课程的利器， 学生数学平均成

绩提升 15 到 20 分，看图、解题速度得到明显提

升。 这套教学软件在没有市场推广、产品营销的

情况下，就在上海各所中学慢慢流行起来。

软件成功面世后， 徐雯对这套系统的未来

也有了自己的规划。 于是， 她毅然从原单位辞

职，在杨浦区正式开启创业生涯。

人工智能赋能，让基础教育有“底”

“一人一机，千人千面，每个学生都要因材

施教。 ”创业的初期成功，并没有让徐雯得意，她

在编程中发现， 学科教学和信息技术要深度融

合，遇到的技术题并不难；如何将学科教学翻译

成信息技术，解决计算机语言识别问题是关键，

而她做的就是对“教育专家”和“IT 专家”进行融

合翻译。

有了经验之后，莘越科技便开始了“学生思

维过程的显示和评价系统———《思维王 》 软件

（初中数学）” 等系列人工智能教育系统的自主

研发。 2011 年、2018 年，莘越科技研发的人工智

能教育项目分别获得教育部“十二五”“十三五”

全国重点课题，2014 年莘越科技的系统正式接

入教育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并在全

国 32 个数字化实验区推广应用。

在徐雯构想中， “互联网+” 未来课堂能利

用大数据记录每一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

研判出各自的学习方向， 实现精准教育， 避免

无谓重复， 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减轻学

习负担。

“老师可以从无止境地找题、出题 、批卷中

解脱出来，学生也可以从题海战术中解脱出来。

通过大数据运算和处理， 老师可以有针对性地

培养和训练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弥补他的短板，

而学生也能学得更轻松、更有效。 这是真正的因

材施教。 ”徐雯告诉记者，“教育诊断、教育处方、

教育预测”是公司开发产品的基本准则，用通俗

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让政府、学校、家长、学生，真正明白教育的“底”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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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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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 ， 南京路

步行街 “开街”。

南京路， 是上海开

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

业街， 是城市发展和商

业繁荣的 “活化石 ” 。

从 “街” 到 “商业街”，

再到 “商业步行街 ” ，

三个概念的跳跃画出从

“行走 、 购物 ” 到 “休

闲购物、 享受生活” 的

变迁脉络。 过去这二十

年， 南京路步行街加快

了消费升级的步伐。 名

店名品集聚， 购物消费

兴旺， 文化旅游交融 ，

中西文化融汇 ， 可谓

是祖国日益强盛 、 上

海飞速发展的一个例

证和缩影。

然而， 在消费方式

嬗变、 电商分流、 新兴

商圈建设冲击下， 传统

实体商业面临深度变革

与重构。 南京路步行街

在近年也曾显露些许疲

态， 比如在如何传承历

史文脉、 做足商业特色、

优化街区环境、 吸引市

民回流、 衔接步行网络

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充分。

对标世界级地标性

商业步行街区， 如何借

助首批试点步行街改造

提升的有利契机， 打造

“上海购物” 的标杆？

国际著名步行街除

具有一流的硬件设施 、

运营水平和商业服务体

验外， 均渗透着较高的

功能互嵌性、 文化内涵

与艺术品位， 蕴藏着文

化移植、 文化熔铸、 文

化转换的城市发展基

因 。 因此 ， 笔者建议 ，

南京路步行街改造提升

应坚持以文化为魂， 制

造更多能读懂人心的社

交标签， 唤醒城市丰厚

的文化记忆。 未来的步

行街要在空间重构中寻

求街区遗产稳态与空间

变异性的动态平衡， 疏

通步行网络链接 ， 以

“点线面 ” 有机串联外

滩、 人民广场和北京东

路等历史人文地标， 做

厚 “后街经济 ”， 打造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

相辉映、 商旅文体融合

发展的中央活力区， 形

成以 “点” 连 “线” 扩

“面” 的商圈新格局。

事实上， 一场激发

消费增长新动能、 创造

高品质 “体验式消费” 的变革画卷正在南

京路步行街徐徐展开。 全球最大、规格最高

的华为旗舰店及一众国内外一流品牌首入

店、高端潮牌纷沓入驻，辅以文创营销、主题

营销、新媒体营销，丰富和完善这里的商业

生态和科技感、人文感、生活气息，为全球消

费者带来震撼的沉浸式、全场景、智慧化体

验，激发各年龄段客群对于未来世界的无限

期待和种种遐想。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转型调整与升级迭代是南京路步行街

“不变的节奏 ”。 不断顺应国际消费新潮

流 、 顺应消费升级大趋势 ， 调整商业业

态、 街区形态、 文化神态、 消费生态， 老

克勒和新潮流、 老字号和新品牌、 老传统

和新技术在步行街上同兴共荣， 南京路将

焕发出更大的光彩与活力， 并续写新时代

商业霓虹的新传奇。

(作者单位： 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

■ 2011 年、2018 年，莘越科技研发的人工智能教育项目分别获得教育部

“十二五”“十三五” 全国重点课题，2014 年莘越科技的系统正式接入教育部国

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并在全国 32 个数字化实验区推广应用。 在总经理

徐雯构想中，“互联网+” 未来课堂能利用大数据记录每一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情况，研判出各自的学习方向，实现精准教育，避免无谓重复，有效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

由于在 “互联网+基础教育 ” 领域的杰

出表现， 上海莘越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雯获得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 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王翔摄

▲浙江与福建交界的山区至今仍保留着百余座木拱廊桥， 图为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的鸾峰桥。 龚健摄

▲木拱廊桥

复杂的构造被转

化成一种视觉艺

术。 龚健摄

荩 《中国廊

桥： 水上的建筑》

（英文版）书影。

向世界讲述中国廊桥的温暖故事
中美三位学者历时15年探访研究，联手出版英文版《中国廊桥：水上的建筑》

中国乡村的传统桥梁， 让素昧平生的中国

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历时 15 年联手研究， 共

同向世界推介。

廊桥， 是世界范围内独特的建筑类型和文

化现象， 其建筑形式最初源于我国新石器时期

江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干阑式住居。 鲜有人知的

是， 廊桥承载着中国乡村传统和民俗的记忆，

甚至很有可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对整个亚欧大

陆的桥梁建筑产生了影响。 正是廊桥的这一特

性， 让众多海外学者着迷。

2012 年， 浙闽地区的木拱廊桥被列入我国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清单。 而早在 2002 年，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音乐人类学教授米泰瑞和纽

约州立大学教授那仲良， 因为对中国廊桥的痴

迷， 先后找到上海交通大学木结构建筑研究中

心主任、 廊桥研究专家刘杰教授。 此后， 三位

学者联手对中国境内六大廊桥遗存圈的上千座

廊桥作了详细研究， 并为中国廊桥申遗向全球

联合推介。

日前， 由三人联手写就的全英文版 《中国

廊桥： 水上的建筑》 出版。 该书记录了廊桥的

历史及中国乡村故事，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本

全面调查中国廊桥的英文学术著作。

正如那仲良所言， 中国廊桥不仅是一种增

进人们沟通交流的传统建筑形式， 它甚至已成

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让更多人了解廊桥， 对

世界来说都显得意义非凡。

被遗忘的中国廊桥 ， 直到
上世纪90年代才引起学者注意

“中国廊桥的出现不晚于东周， 早期中国

的木构桥梁几乎都以廊桥的建筑形式存世 。”

刘杰告诉记者， 目前东亚及东南亚各国遗存的

木构廊桥 ， 从结构形式到建筑风格都受到中

国廊桥的深刻影响 。 史料显示 ， 木拱廊桥这

一特殊结构的建筑形式在近代通过日本匠人

传往美国。

浙江与福建交界的山区是廊桥分布最密集

的地区， 至今仍保留着百余座不同类型的木拱

廊桥 ， 以及相关的营造习俗 、 技艺和工匠世

家。 刘杰告诉记者， 据已有资料认定， 中国廊

桥可分为六个遗存圈 ， 除了浙闽地区 ， 华北

遗存圈远至河北 、 北京和山西 ， 西南遗存圈

远至滇缅边境的山村 ， 还有江南遗存圈 、 中

南遗存圈及西北遗存圈 ， 每个遗存圈的廊桥

都各有特色。

木拱廊桥最初被注意到， 是因为 《清明上

河图》 中北宋时期汴梁地区的编木拱桥。 学界

普遍认为， 这一被称为 “虹桥” 的技术已经失

传。 上世纪 80 年代， 茅以升、 唐寰澄在 《中

国古桥技术史》 中， 为证明 “北宋时期盛行于

中原的虹桥技术在民间并未失传”， 而列举了

浙江泰顺、 景宁、 庆元等地的数座木拱廊桥。

此时， 这一建筑形式才进入学界视野。

“不过，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 国内学术

界才开始重新关注并研究这些木拱廊桥。” 刘

杰正是从那时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 2016

年， 由于温州泰顺的文重桥、 文兴桥和薛宅桥

三座国宝级木拱廊桥被洪水冲毁， 木拱廊桥才

真正引起大众关注。

中国廊桥让三位素昧平生
的学者辗转相识

1987 年， 那仲良第一次在浙江见到中国廊

桥， 神奇的结构让他赞叹不已， 忍不住四处向

人宣传。 他告诉记者： “很多中国朋友听说后

都告诉我， 自己的家乡也有廊桥， 而且更多、

更美。” 其后， 他一直在考察中国廊桥， 从浙

闽地区一直到山西、 云南、 贵州。

那仲良第一次看到的， 正是木拱廊桥。 木

拱廊桥的桥梁是原木按照经纬 “交织”， 通过

“经纬” 之间的摩擦力来保持桥梁的稳定， 这

一复杂的构造被转化成一种视觉艺术， 可说是

中国匠人的技术高峰。

米泰瑞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研究美国廊桥的

学者。 2003 年， 米泰瑞和太太一起到广东汕头

研究潮汕地区音乐 ， 在旅游小册子 《魅力泉

州》 上， 他第一次看到了木拱廊桥的图片。 相

比那仲良， 中国廊桥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更让米

泰瑞着迷。

此后的几个月， 米泰瑞都在闽浙地区考察

廊桥 。 2004 年 ， 他在厦门大学访学时 ， 发现

一本研究泰顺廊桥的书， 作者正是刘杰， 于是

辗转通过厦大建筑系古建筑专家戴志坚找到了

刘杰。

在泰顺的廊桥博物馆， 米泰瑞还发现了访

客留言本上的两位美国人， 一位是哈佛大学教

授 、 著名汉学家包弼德 ， 还有一位就是那仲

良。 他兴奋地给两位学者写信， 很快就收到了

那仲良的回复。 第二年， 在刘杰组织的中国廊

桥国际研讨会上， 两位对中国廊桥倍感兴趣的

美国学者终于相识了。

廊桥研究不仅是建筑研究，

从中还能窥见经济和社会生活

2005 年起， 刘杰每两年就会组织一次中国

廊桥国际研讨会。 刘杰告诉记者， 廊桥之所以

让如此多的海外学者着迷， 不仅是因为它的建

筑形态， 更是因为透过廊桥可以窥见中国的历

史、 经济和乡村生活。

那仲良是研究文化地理的学者， 他与米泰

瑞相识后， 共同写过一本 《美国廊桥》。 与美

国廊桥只有交通功能不同， 中国廊桥还是乡村

的公共生活空间。 在中国乡村， 人们不仅在廊

桥里举行祭祀等仪式 ， 还在廊桥里聊天 、 娱

乐， 这些社交功能使得这一建筑有了更多非凡

的意义。

从华北地区留存于古代皇家苑囿里的廊

桥， 到滇缅山区茶马古道上的廊桥遗迹， 三位

学者共同考察了上千座中国廊桥。

刘杰说 ， 一些乡镇中心的廊桥还承担着

集市功能 。 而在浙闽地区 ， 不少建在村口的

廊桥 ， 则承担着 “关锁水口 ” 的风水功能 ，

古人认为 ， 通过这一方式可以让村庄人丁兴

旺 。 更有一些廊桥 ， 至今都在桥头设有 “老

虎灶”， 让行脚路过的村民或旅人能够喝上一

口热茶。

廊桥不仅承载着传统习俗， 更留有历史的

记忆。 三位学者在云南茶马古道发现的廊桥，

既有西北地区传统的伸臂式廊桥的特点， 又有

浙闽地区木构廊桥的特点。 刘杰说： “这也印

证了当时的茶马古道曾是一条由西南向北方运

送物资的重要通道， 体现了当时中国交通运输

的发达， 更意味着南北贸易的繁荣。”

就在不久前， 刘杰的研究组还发现西亚地

区有些廊桥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廊桥非常相似，

“这是否表明， 通过陆上丝绸之路， 亚欧大陆

之间的建筑文化得以相互交流？” 刘杰说， 这

是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据悉 ， 由那仲良 、 米泰瑞和刘杰合著的

《中国廊桥： 水上的建筑》 （英文版） 还将陆

续推出德语版、 西班牙语版等不同语种译本，

进一步促进中国廊桥研究成果在欧美国家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推广， 助力中国廊桥

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