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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清单，帮你五分钟读懂莎
士比亚”“三个妙招，助你成为更强大
的领导者”“每天十分钟，帮你和全球
精英大脑同步”⋯⋯如今，打开知识分
享类APP、翻看微信朋友圈，这种打着

“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快速学习”旗号
的文章比比皆是。一款号称“为用户提
供最高效知识服务”的APP，上线一年
多来吸引了超过600万用户。

此前一则名为 《碎片化时间里的
学习，可能是无用功》 的文章，直指
当今众多低头族引以为豪的“碎片化
学习”现象。文章称，所谓的碎片化
学习有可能仅仅会成为一种消磨时间
的方式，学习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
样美妙。碎片化学习更像是一种概念
炒作，真正的学习过程讲究的应是系
统性、连续性，试图通过将支离破碎
的时间段整合起来完成一门完整知识
的学习，似乎只是一厢情愿。

“管理好你的能量，而不是你的
时间。”作家托尼·施瓦茨如是说。利
用碎片化时间其实看上去更像是一个
错觉，它让人们把重点放在时间上，

以为自己过得很充实，却不知道已经
把能量消耗在没什么用的地方。面对

“快餐化”的知识诱惑，认真想想就能
明白，哪有一门学科或一个领域的知
识能靠几十分钟或者几天的讲解就能
掌握的？知其然，或许不难；但要想
知其所以然，自然需要更扎实的基础。

知识的产生固然是零散的，但不
代表知识的学习也必须是零散的、碎
片化的。目前的知识付费型产品基本
都在主打碎片化学习的概念，但是问
题的根源在于，碎片化学习并不等于
学习碎片化的内容，内容无法形成完
整的知识链，这恰恰是“碎片化学
习”概念目前所面临的诟病所在。互
联网技术虽然对学习方式带来变革的
思潮和动力，但并没有改变学习的本
质，学习应是一个螺旋向上的过程。
碎片化学习也许能增长你的知识，但
无法提高你链接知识的能力，单纯依
靠知识碎片堆积而成的依然是知识沙
漠。学会咀嚼知识、学会独立思考才
是应对“学习焦虑”的良方。

目前，我国从事在线教育的企业

已达 2500 家，拥有数十万门在线教育
课 程 ， 互 联 网 教 育 用 户 规 模 突 破 1
亿。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过度依赖网
络，导致现实世界的学习能力、动手
能力、思维能力、知识的梳理判断推
理能力萎缩和衰退，趋于知识的碎片
化和思维的单向性。任何网上活动均
不能代替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
沟通，作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
递、经验的分享，更是情感的交流和
交融，人格的感召。网络技术再发达
也不能取代这种本质要求，只能服务
于这种本质要求。

如果将学习比作一棵参天大树，
碎片化学习能够让人迅速了解其主干轮
廓。但要想真正了解这棵树，还需要系
统的认知与积累。碎片化学习的最大好
处在于降低了学习的门槛，对于各领域
的普及与启蒙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你
可以说，这是个碎片化时代，但知识学
习这件事儿被碎片化并取代和超越其他
学习方式，这是不对的。毕竟要想对所
学知识进行深入了解，还需要更多浸入
式的学习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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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后，各方
力量驰援灾区，一张“最美逆行者”照片刷爆
朋友圈。这是一位身穿迷彩服的军人，在余
震不断、乱石砸落、尘土飞扬的背景下，灾区
群众正拎着行李撤离灾区，而这位年轻的军
人，一边看着垮塌的山体，一边迅速跑向灾
区。这张抓拍的照片中，这位逆行者的背影
让人感动，给人力量。

灾难考验本色。在危难之际，在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巨大损失之时，
那一片片迷彩绿给人以战胜困难的希望和
信心。我们不会忘记，在四川汶川、在青
海玉树、在甘肃舟曲、在云南鲁甸⋯⋯人
民子弟兵在第一时间进入重灾区，哪里有
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与迷彩绿一起印入我心底的，还有消
防战士的橙色、医护人员的白色、志愿者
胸前党徽的红色⋯⋯他们同样有青春的面
庞 、 有 牵 挂 他 们 的 家 人 ， 但 灾 情 就 是 命

令，在普通人逃离危险时，他们却一次次
选择了逆向而行。

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远离危险
是人的本能。但肩担责任者，却毅然决然
选择逆行。还记得，在天津港危险品仓库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的消防队员，他
们以生命护卫城市的平安。“刚子走了，牺
牲了。我在车上，去塘沽。我回不来，我
爸就是你爸，记得给我妈上坟。”“好，你
爸就是我爸，你小心！”这段年轻消防员的
对话，曾让无数网友热泪盈眶。公安部治
安管理局官方微博说，近五年，我国平均
12 天就有 1 名消防员牺牲⋯⋯他们逆火而
行，一次次从致命浓烟、灼心烈焰中带出

生的希望；他们无畏赴险，高危高压下分
秒必争，以生命护卫生命。

灾难袭来时，我们看到军人、武警、公
安、医护人员、新闻工作者等坚定地冲向危
险的身影，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有牵
挂的亲人，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但正是
有他们的冲锋，救援才会更有序有效，更多
的人才能得到希望和平安。和平时代，什么
人是英雄？我以为，面对危险迎难而上，舍
生忘死投入救援，一个平凡人能如此抉择、
能这样冲锋，这样的人就是英雄。有网友爆
料，这幅“最美逆行者”照片中拎着行李撤
离灾区的是一位司机，他为了取回游客的行
李进入险境。我想，能舍己为人的行动都值

得尊敬。
当今时代，价值多元，众声嘈杂。每

有大事发生，总有不同声浪传来，褒贬不
一。有人说，他们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意
味着更多牺牲。确实，逆行者的选择源自
责任。但责任、担当是有分量的，也是有
能量的。这种能量可以用现实的选择告诉
大家，何为家国情怀，何为英雄本色，何
为国家脊梁。

有人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
人替你负重前行”。虽然这个时代没有炮火
纷飞，但仍然有生死抉择、九死一生。当
我们度过平静到近乎平淡的一天，总有一
些人奋战在最艰苦危险的岗位上。我们需
要这样的平民英雄，社会需要这样的平凡
坚守，国家更需要这样的中流砥柱。这次

“最美逆行者”照片走红，恰恰说明，人们
需要英雄、感谢英雄、致敬英雄，愿意用
自己的行动铭记他们的背影。

近期，密集拜访了创业家这一群
体，发现他们的创业心得集中在两点：
一是找方向，二是等风口。

前者并不难理解，创业么，总需要
选择一个拥有巨大成长性和个人独特
优势的领域，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并
通过实践验证这一需求真实存在，而不
是伪需求或弱需求。

而风口，可以视为创新红利积蓄到
一定程度迎来的爆发，这种能量的释放
将带来革命性的突变。

风口是如此之重要，很多人在追风
口、更多人在等风口。假如等到了风
口，自然有可能乘势而起或一飞冲天，
但如果没有按照预期等到风口呢？

所以有人说，找方向是尽人事、等风
口则是听天命。也有人说，找到好方向
提前走半步就够了，要是提前了太多，不
但先驱当不成，还有可能成为先烈。

货车帮联合创始人唐天广给笔者
讲了一个故事。2008 年开始，他着眼于
用互联网武装货车司机、改造传统货运
行业。随着 2009 年联通拿到首张 3G 牌
照 和 此 后 1500 元 以 下 的 智 能 手 机 面
世，唐天广认为智能终端融入消费者的
时机已经到来，万事俱备、只待风来。
但事与愿违，因为中长途卡车进城受
限，生活相对封闭的货车司机群体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仍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在连不迭地感慨创业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的同时，唐天广作出选择：在漫长的
等风途中，货车帮在全国开了很多实体店
铺售卖电子导航仪等周边产品，不断获取
司机用户。风口来得晚了一些，但终于来
了。熬过5年后，货车帮在2015年拿到了
第一笔3800万美金的融资。

纳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总裁王野的等风之旅也颇为
曲折。2005 年，北航毕业生王野开始
创业，专注于生产排爆机器人和教育
机器人。彼时，活跃的投资基金多看
好互联网公司，很少有人关注智能硬
件领域。

5 年后，王野清醒地认识到，机器人
领域的技术红利还未到来。他和一起
创业的小伙伴们转而研究平衡车，并迅
速 成 长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平 衡 车 生 产 厂
商。长成行业独角兽后，纳恩博再将精
力投向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当人工智
能的浪潮再次袭来，初心不忘的王野和
团队终于站在风口。

这些年，风口不断变换，从 O2O、
移动医疗，再到直播、短视频和人工智
能，很多人和唐天广、王野一样，熬过了
艰难的时刻，用等风途中的煎熬将沙砾
磨练成珍珠；有人虽然早早出发，却没
能熬到风口成为先烈；还有人用超前的
视野、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
力，把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的传
统行业推往风口——从智能出行到共
享单车都如是。

每一个创业者都希望登上风口之
巅。其实，风向总会变，吹向你的风总
会来。创业最重要的逻辑应当是，当
风来时，你是否还站在迎接风的位置
与方向。

足球迷都知道，具有百年历史的
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是一支英超
球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全球领
先的专业招聘集团瀚纳仕是曼城足
球俱乐部的合作伙伴。瀚纳仕在与
足球队的合作中发现，职场和职业足
球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一些生动的
类比能帮助员工审视他们的职业生
涯并学习如何从中吸取经验。

新员工入职后的首个 90 天对于
他们在该职位上的成功至关重要，这
和足球赛中的 90 分钟有诸多相似之
处。一个职场新人可以向足球运动
员学习什么呢？

曼城队中场费尔南迪尼奥说：
“比赛之前，准备是关键。要照顾到
每一个细节——合理的饮食，高质量
的睡眠，注意保暖——这一切都很重
要。”这位足球运动员从他比赛前的
准备工作告诉我们，职场新人要深入
了解如何融入公司以及公司对你的
期望。事先准备好第二天早上的“全
套装备”，做到有备无患；提前规划上
班路线并提前 30 分钟到达。记得保
证前一晚良好的睡眠质量。

曼城女足队长史蒂夫·霍顿说：
“在每场比赛之前，你必须将所有注意
力集中在比赛上：你的团队、你的对
手、他们不断进化的战术和训练方
法。将每场比赛视为从零开始，准备
好学习新的东西。”在开始新工作的三
个月中，证明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在
公司的发展潜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至
关重要。这段时间内，员工还必须乐
于倾听反馈并采取行动——这些也是
职业足球运动员所要面对的。

球员大卫·席尔瓦说：“当你走上
球场时，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注视
你。记得昂头挺胸，不要让紧张情绪
影响你的发挥。”第一印象至关重要，
你一定也想给同事和领导留下良好的
第一印象。入职第一天感到紧张很正
常。注意仪态，谈话时保持眼神接触
并微笑，这些都有助于提升自信。

球员凯文·德布劳内说：“有时，
球员会在开场后很快进球，这当然值
得庆祝，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注意力
和决断力。继续保持专注，协助队友
取得更多进球，因为在剩余的比赛时
间里任何状况都可能发生。”了解你
的新同事并与他们建立关系有助于
提升你的工作业绩。从你周围或者
与你有密切合作的同事开始，这些人
会给你很好的引导，帮助你快速适应
新角色。庆祝所有先期的成绩，将其
作为动力激励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功，
但要始终记住不能自满。

中场球员伊尔凯·京多安说：“每
场比赛都是你学习、发展和调整战术
的机会。中场休息时我们会调整阵
形，反思我们的表现，想想上半场有
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下半场继续努
力，争取赢得比赛。”接手新工作的第
一个 90 天，花时间反思你迄今为止
的经历至关重要：有什么你可以做得
更好？你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你
的作用？你是否向正确的人介绍了
自己？这些都是你需要问自己的问
题。不要忘记你的经理也许能够为
你提供一些指导。

无论过去的工作体验是好是坏，
没有两份工作是完全一样的。所以，
抛 开 你 对 于 新 职 位 的 所 有 先 入 之
见。保持开放的心态，将新工作视为
一个崭新的开始，把握好入职后的首
个 90 天。

90 天结束后，你应当开始考虑你
职业生涯中的下一个可能的步骤。
想想你是否喜欢在这个公司工作，你
的同事怎么样，公司能否满足你的期
望，领导和同事是否愿意帮助你，你
能 否 在 组 织 中 进 一 步 提 升 你 的 技
能。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和你的经理一起制定接下来的
目标并讨论实现目标的方法。

大名鼎鼎的王阳明的父亲叫王华，
曾经中过大明王朝的状元。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王华的父亲王天叙是
私塾先生，自然承担起教孩子读书识字
的任务。母亲岑夫人不识几个字，却也
有教导孩子的方法，很简单：我做好我
的事儿，你做好你的事儿。

岑夫人常常坐在窗户边纺绩，年
少的王华就坐在母亲旁边读书。有一
次，县里正搞迎春活动，非常热闹。邻
居家的孩子们全都跑去观看，只有王
华坐在那儿坚持读书。岑夫人对他
说：“你不去看一会儿吗？”王华说：“母
亲 你 错 了 ，观 春 怎 么 能 比 得 上 观 书
呢？”岑夫人听了非常高兴，说：“孩子

你说得对啊，是我说错了。”
王华能够摒弃喧闹专心读书，当然

与他的资质和禀赋有关，但这中间，母亲
长期的耳濡目染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榜
样作用。她以那种自然而然的行动给孩
子以教益：我织布就一心一意地把布织
好，这是我的工作，你读书也一样，那同
样是你的工作。性质虽然不同，但做事
用心专一的道理却是一致的。所以，对
于这样的母亲，识字与不识字，有文化与
没文化是次要的，关键在于通过自身的
处事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

这就是王华受到的最初教育，也是
许多最终有所成就的人所受的教育。正
是这样的教育，塑造了一个人的心性，铸

就了一个人的品性，并最终决定了一个
人的高度。老舍曾说过：“母亲并不识
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孩子当然
应该享受生命的教育，而不是分数的教
育，不是欲望的教育，不是功名的教育，
不是权财的教育，不是出人头地、争高名
次然后将别人踩在脚下的教育。

以前，常常见到类似的现象：一个
贫寒的家庭，父母都目不识丁，孩子品
性和学习却都不错。究其原因，还是首
先在于父母在艰难的日子里操行上的
坚守。今天诸多有文化的母亲首先担
心的是孩子的功课加深之后无法辅
导。需要母亲辅导吗？不需要。需要
的，只是你认真扮演好你的角色罢了。

你好了 孩子就好了
□ 李尚飞

孩子应该

享受生命的教

育，而不是分

数的教育

想象一下，你是一名来自上海、北
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志愿者，在春节期间
来到一户贵州山区的留守儿童家庭。此
时，两个孩子和爷爷、奶奶正在暗自垂
泪、失落愤怒，因为他们刚刚得知，今年
春节父母加班又不回来了。那么，你该
怎么做？是千方百计让他们开心起来，
还是倾听他们的诉说，陪他们哭一场？

这就是《小艺的故事》前 20 分钟抛
出的问题。

前不久，这部互动体验心理剧来到
北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演绎方式——
场上所有演员来自上海惠迪吉公益人
心理关爱中心，剧目还会邀请两位嘉宾
现场扮演志愿者，没有台词，没有剧本，
没有排练，全凭第一时间的真情实感。

北京的这场演出，邀请到原央视主
持人刘仪伟和郎永淳先后登台。

刘仪伟发挥了自己的“话痨”特质，
一直试图让小艺跟他说一句话，可孩子
一言不发。在跟爷爷奶奶交流时，他直
接告诉老人，现在孩子跟父母感情不
好，长大了也不会好。等他走后，孩子
哭了，老人心里也不好受。在反馈环

节，爷爷直言“这位志愿者打破了我们
的希望，好像不光孩子被抛弃了，我们
老两口也被抛弃了”。

第二个上场的郎永淳吸取了教训，
先是称自己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又提
出父母回不来，志愿者们愿意凑钱，带
孩子和老人一起去上海找爸爸妈妈。
不愿意添麻烦的老人婉拒了建议，没话
找话的郎永淳开始询问小艺的成绩，还
试图辅导她完成作业。在反馈环节，小
艺说：“在这位志愿者眼里，我可能特别
不懂事。”郎永淳被她的想法吓了一跳，
连连否认。

这些最真实的反映让所有人都陷
入了沉思。

这些年来，随着志愿之花开遍大江
南北，扎下根踏实做事、真正帮助他人
的志愿服务温暖了许多人。另一方面，
作秀、敷衍，乃至利用善心诈骗的负面
新闻也多次出现。这其中，留守儿童因
为数量庞大、问题多发，一直是全社会
关注的焦点。

2012年有研究报告推算，全国农村
留守儿童有 6102 万人。2014 年，教育

部曾表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
数量为 2300 万。2016 年，由于筛选条
件改变，全国摸排的结果显示当年农村
留守儿童是 902 万人。不管这个数字
究竟是多少，留守儿童数量庞大、亟需
社会关注的现状是没有争议的。

那么，该怎么帮助他们？献爱心的
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对别人的人生，
谁也无法感同身受，除非自己真的经历
过。《小艺的故事》好就好在它尽可能模
拟走进留守家庭的场景，给所有人一次
机会，去思考、感受从未想过的问题。
例如，在阖家团圆的春节假期，一帮陌
生人去一个留守儿童家庭，志愿者似乎
送出了爱心，可这份爱心是留守家庭需
要的吗？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
能真正帮助到这些留守家庭？

《小艺的故事》不是为了告诉大家
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希望引发关注与思
考。这部设计巧妙的公益剧借助名人
的力量，引发社会思考，可能比那些端
着架子、摆着说教面孔宣传爱心的剧目
更有意义。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就需要这样有新鲜感、有创意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