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慕课、翻转课堂、开放大学，互联网技术
已经把传统教育改造得天翻地覆。但是在有
些人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们想让学生亲
眼看到在真实世界中很难用肉眼观察到的分
子、原子结构，或是浩渺的太阳系、银河系空
间，最好还能让他们“亲手”焊接一段光纤，修
补一段血管。随着VR技术的出现，这不再是
异想天开。

技术创造市场

“八大行星中，我觉得地球最漂亮，星球
表面颜色丰富，还能让人有腾云驾雾的感
觉。”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的一堂科学
课上，摘下VR眼镜的一名学生选出了自己最
喜欢的一颗星。

这是微视酷科技在该校四年级进行的一
堂 VR 教学展示课《太阳系》。戴上 VR 眼镜
的孩子们转动头部就能从各角度欣赏星辰大
海，按下触摸键就能“飞”到邻近行星上，还能
看到标注的简介、参数等。整节课，学生们不
停转动小脑袋探索太阳系，看得津津有味，还
在老师的要求下，把看到行星的公转速度、距
离地球的长度、质量等参数记下来。

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表示，在网络等渠道
的刺激下，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耐不住寂
寞”。如何令孩子们增加兴趣，更高效完成教
学任务成为教育界一个头痛的问题。从文字
到视听媒体，再到多媒体，学校不断地让信息
变得丰富起来，试图让孩子们减少死记硬背
的学习过程。

他认为，“VR 课堂”会让教学变得更加简
单、快乐、高效，解决了传统教学中无法实现
的东西，特别是一些普通教学技术无法让学
生引起共鸣的课程，如宇宙类的宏观课题、分
子类的微观课题、历史上的文化遗址、恐龙等
教学内容都比较适合用VR来实现代入感，进
而引发学生的思考、探索。

在海外某公司推出的《阿波罗11号》项目
中，学生可以成为阿波罗 11 号登月宇航员中
的一员，跟随火箭一起进入黑暗深邃的太空，
登上月球，体会月球表面的微重力。学生可
以在过程中随时向教师提出问题，而教师将
能够根据学生的互动情况掌握节奏，选择对
某一个部分详细讲解。

同时由于虚拟现实环境的封闭性，学生
不容易像在现实环境中被其他因素分散注意
力，教师可以在保证互动与实操的前提下，自
己把控学生的注意力方向，从而培养学生的
专注力。

根据教学规律，幼儿阶段最重要的不是

学知识，而是让孩子形成终身受益的品质、态
度、情感和能力。许多学霸在总结自己的学
习经验时也表示，自己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对
学业有兴趣，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这个意
义上说，VR的确能够帮助学生打下成为学霸
的基础。

技术创造市场。2016 年年初，高盛发布
报告显示，2020年VR教育市场规模将达到3
亿美元，而 2025 年将达到 7 亿美元。此前，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也宣布投入 1000
万美元做VR教育。看上这个风口的创业公司
更是不计其数。

网龙网络公司董事长刘德建选择VR+教
育，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VR技术将给教学模
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2015 年，网龙华渔
教育做了一个 VR 课件的体验版，戴上眼镜，
刘德建发现 VR 的沉浸式体验所带来的震撼
效果比课堂播放的视频纪录片好太多。

这让他对 VR 教育兴趣大增。2015 年
底，网龙以1.3亿美元收购跨国教育企业普罗
米休斯，借此进入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在
线教育市场。

2017 年伊始，网龙华渔教育便与拥有朗
文、企鹅阅读的培生国际签署了合作协议，双
方将联手研发至少 4 款沉浸式教育应用软件
的 AR 及 VR 版本，课程内容涉及医护培训、
建筑工程培训、远程教育与协作等领域。

今年1月，华渔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永久
学术授权，将为后者的 EcoMUVE 软件研发
中英文 VR 版本。这是一个全球鼎鼎大名的
虚拟生态系统，可以让学生探索一个虚拟的
池塘和其周围环境。一项对 11 至 13 岁学生
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使用 EcoMUVE 软件
的学生对定量测定、食物网和水域等概念的
理解有了极大提高。

在更需要实践的职业教育上，华渔也推
出VR学针灸、VR+光纤熔接、VR传统闽菜教
学等。不过，目前市面上很多VR课件的画质
仅相当于早期的页面网游，效果并不理想。
华渔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刘德建也承
认，VR教育对创意、技术及平台的极高需求，
对多数企业来说仍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内容过硬是关键

火热背后，VR 教育也绕不开 VR 行业的
通病。

工信部曾在《2016 年虚拟现实产业白皮
书》中指出，VR由于硬件技术的局限、软件可
用性差、应用领域有限，最终导致效果不够理
想。许多体验过 VR 设备的消费者也发现长

时间佩戴会产生眩晕和不适感。
由于VR教育的使用者主要是儿童，这一

问题显得更为严峻。目前市场上许多虚拟现
实设备都是标准成人版，13 岁以下儿童不宜
使用。13周岁及以上的儿童使用时也需要大
人限制其使用时间。因此在去年的上海国际
教育装备博览会上，一位妈妈就坚定地说，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戴着这么沉的眼镜
学习，眼睛还要不要啦？”

好消息是，有一些企业正在研制裸眼
VR，近期百度的裸眼VR已经上线，有可能能
够解决对近视眼的担忧。

在彻底解决了 VR 设备对儿童身体系统
的影响之后，VR教育还面临一个坎儿——缺
少大量系统化教育内容。名师们花了几十年
时间备课写教案，还没来得及转化为视频素
材，现在又要升级到VR版本，难度显然更大。

“虚拟现实教育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内容
的组织上，生产优质内容的门槛太高。”教育
部虚拟现实应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周明全对
VR教育产业发展表示了担忧。

刘德建想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目前，华
渔推出了VR编辑器，内置了动植物、人物、声
音、动作等素材，使用者只需要像搭积木那样
选择、组合，就可以生成一段VR视频。

周明全对 VR 教育的另一个担忧是企业
不了解教学规律，“搞教育软件未必懂得教育
本身的科学规律，虚拟现实内容的制作，一定
要专业的老师来参与做，因为多年的教学经
验告诉他学生想看什么、需要看什么，这是企
业无法做到的”。

不过对VR教育的发展前景，周明全还是
看好的。教育部在“十三五”规划中已明确提
出，VR 教育是“发展未来学校和智慧课堂改
革”的重要内容。

“再加上近年来国家提倡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鼓励企业和社会机构根据教学改革方
向和师生的需求，开发出有助于教学应用的
软件或者硬件设备等，通过教育资源平台提
供教育资源服务。所以，学校愿意向一些教
育机构购买服务来提升学校的设施设备。”据
周明全介绍，目前北京地区已有多个中小学
作为试点引入虚拟现实教育，未来大规模普
及效果可期。

VR+教育，学霸更容易？
佘 颖

前不久，万众瞩目的跨年巨献“丝路
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
之路文物特展”在成都博物馆惊艳亮相。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以“丝
绸之路”为主题的敦煌文化艺术大展，享
有世界盛誉的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
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大文明版图首次
在这里汇聚为一个厚重的整体，徐徐展
开了横亘千载的史诗级壮丽画卷；来自
敦煌、甘肃麦积山、新疆龟兹和高昌石窟
的艺术珍品展出面积逾 5000 平方米，
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大漠黄沙中炽热
的艺术魅力。

纵观整个特展，展品规模之众、涉及
博物馆之多、展陈体量之大、展出内容之
精彩，在全国博物馆主题展览中实属罕
见，被文博界业内人士誉为“近年来难得
一睹的视觉盛宴”。

徐徐漫步于由地下至地上的三层巨
大展厅，如同穿越了几千年历史。展览
的四大主题单元——敦煌石窟艺术、天
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展、新疆甘肃石窟艺
术和公共空间壁画展，系统地展现出东
方文明和西域文明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
交融与深远传播。作为丝绸之路上最为
耀眼的明珠，以敦煌为代表的佛教石窟
艺术是这次展览最具浓墨重彩的环节，
除了158号窟是以4∶5比例还原，余下7
个石窟都是按照原比例还原而成。8 个
震撼亮相的石窟囊括了敦煌各个历史时
期最具代表性的石窟艺术精华。除了藏
经洞之外，包括涅槃窟卧佛在内的其他
7 个石窟出于重点文物保护的需要，一
般不对公众开放，即便是打“飞的”去敦
煌当地，也未必能进入石窟一窥洞中神
秘的千载风华。

轻轻走近最为著名的涅槃窟，一尊
13.6米的巨大卧佛赫然呈现于眼前。只
见他螺髻规整划一、面形端庄秀丽，右手
托着丰润饱满的面颊，平展躺卧在花团
锦簇的软枕之上，面部表情沉着安详，整
体流线舒展安适。虽然周围参观的人流
熙熙攘攘，但看到这尊朴素恢宏的卧佛，
仍让人的内心不觉沉静下来。卧佛周围
的左壁上还塑着过去世迦叶佛立像，右
壁塑着未来世弥勒佛坐像，正壁上部绘
菩萨、弟子、天人、护法等。人物繁丽绚
烂，细看之下神态却异常生动、各具特
色，好像画师在刹那之间凝固下当时人
们的所思所想，将短短的一瞬化作了千
年历史长河里流淌的永恒。

来自于麦积山第4窟的《伎乐飞天》
是整个展厅当之无愧的“明星”，这件北
周时期的壁画首次采用了“薄肉塑”技
法，飞天脸部及肌体部分均由一层薄泥
立体塑出，画面余部则用鲜艳的矿物颜
料加以彩绘扩展。将立体雕塑和平面绘
画珠联璧合，营造出亦幻亦真的“呼之欲
出”之感，在中国石窟壁画中极为罕见。
这种同时运用雕塑和绘画的艺术手法在
20世纪的当代艺术界才真正流行起来，
成为了现代装置艺术的前身。1500 年
前的中国古代艺术家就有了如此惊人的
尝试，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次大展之所以在成都举办，是因
为从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来看，成都从
远古时期就开始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
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
生密切的文化交流。通过蜀道陆路和长
江水路，天府之国沟通了陆上和海上丝
绸之路。作为三大丝绸之路的重要枢
纽，成都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源源不绝地
输送了大量的丝绸产品及漆器、铜器、铁
器等手工业产品，为古代东西方商贸及
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敦煌大展

磅礴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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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学生“亲手”焊接一段光纤，修补一段血管，随着VR技术的出现，这不再是异想天开

☞ 虚拟现实教育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内容的组织上，生产优质内容的门槛太高

科技进步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且总有着双刃剑的属性。以如今最
火的VR/AR为例，市场研究机构GFK
日前发布的一项有关虚拟现实（VR）
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对VR
产品的接受度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
先水平，目前潜在用户规模已达
2.86亿。可以预见，未来VR/AR与人
工智能（AI）等结合，将在教育、医
疗、制造等更多领域创造巨大的科
技和商业价值。但 GFK 报告还显
示，目前VR应用中，游戏VR是主要
的市场驱动力；接下来，VR直播也
将成为主要的市场爆发点。这又不
禁让人担忧，当VR设备使网游如虎
添翼，会让青少年进一步沉迷于游
戏商、小伙伴们与自己共同制造的
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牢牢缚住在
现实中腾飞的翅膀。

撇开科技因素不谈，虚拟与现
实的界限何在、何为表里，是个老生
常谈的话题。就像此前媒体报道
的，安徽一位王女士的女儿被查出
患有抑郁症，究其原因，竟是古典文
化精粹宋词“惹的祸”：因为太过沉
溺于婉约派词篇柔美愁怨的意境，
对真实世界反倒视而不见，最终一
位正值豆蔻年华、理应活泼开朗的
少女变得终日伤春悲秋⋯⋯不可不
说，这样的虚拟世界，实际名叫“猛
虎”，张牙舞爪地将一切现实吞没。

但当虚拟化身为“梦想”种子、
生长于现实努力之上时，则会成为
我们孤独时的朋友，前进中的激情
源泉。法国优秀作曲家、指挥家皮
埃尔·布列兹作为一名建筑师，克服
困难，笑对嘲讽，孤身前往巴黎，看
似遥不可及的目标一直支撑着他，
走出了自己辉煌的音乐之路，让当
代音乐熠熠生辉。由此可见，内心
真正强大的人，一步一个脚印的人，
不会畏惧现实的岸礁被虚拟的浪花
拍打得面目全非，反而能挥动虚拟
的双翼，在现实的天空里画出更优
美的弧线。

就像《浮士德》中所写：“一个人
只顾沉思，就像个牲口，在荒野地
上，被一个恶灵牵着，来回乱兜圈
子，不知外围有美丽青葱的牧场。”
因此，我们应始终保持一颗警醒之
心，理性之心，懂得VR/AR科技不论
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应以人为核心
和出发点，坚守于辅助人现实生活
得更好更舒适。唯其如此，才能真
正架起跨越虚拟和现实的桥梁。

虚拟种苗

现实浇灌

马逸暄

1500年前的中国古代

艺术家就有了如此惊人的尝

试，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河南省孟州市莫沟村的老苗窑洞书馆，由数个荒废的窑洞改建而成，占地面

积 4000 余平方米，藏书 5 万多册。书馆 24 小时免费营业，设有成人阅览室、少儿

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等多个功能区，成为村民和游客休息、学习的好去处。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