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三、变化的教育
分享的第三个话题是变化的教育。请同

学们看一看，有这样一所学校，这也就是埃

隆·马斯克所创立的 Ad Astra school。这所

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呢？2015 年马斯克接

受杨澜的一个特别采访，破例地谈到了这所

学校。

这所学校非常神奇，他在玩什么？

第一，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不主张死读

书，他主张学生直接面对问题，怎么把问题解

决，这是这个学校存在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第二，创造性思维能力。只有创造性思

维能力的培养，才能成就学生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这也就是一个未来学校它存在的价值

和意义。

同学们，我们在一个现实的学校里，当

然有很多的羁绊，但是我们在读着读着、走

着走着、学着学着的时候，能否有意识地去

关注怎样去解决问题，怎样让自己有一种创

造性思维能力，怎样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自

己的创造性成果。我们再来看看有这样一种

可能，风靡欧美的未来课堂，他是怎么玩的

呢？（播放视频）

这样的课堂里把我们的大数据技术、AI
技术、虚拟技术，经过系统重整以后，让我们

能够更好地去认知什么是分子、什么是基

因，特别是我们可以与以前遥不相及的一些

艺术巨作实现学习的无缝对接。

基于此，我想我们的老师会朝未来课堂

这条路上努力。

再来关注一下新冠之下我们怎样开启

教育的新样态。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它的基

本的逻辑就是这次疫情给我们同学们提供

了一个空前的在家在线学习的机会，同学们

也不仅仅是在线学习，也有线下学习，形成

了一种泛在的学习样态。在这样一种泛在的

学习样态中，有一部分同学已经不满足于我

们传统的课堂知识学习，也不满足于传统的

校园学习样态，他们开始更加自主的通过线

上学习去主动建构和寻找自己新的学习领

域，并且在这个新的学习领域里面他们更自

由、很充实，就像一个水手在大海里面自由

自在地遨游。他们不满足于校园里面一种泳

池之泳，他们要享受自由式的、无拘无束的

大海之泳。这样的学习样态，在我看来就有

可能产生我们未来最杰出的一批人才。他们

可能是对我们这个城市最有情感的领导者，

也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期盼的自然科学诺

贝尔奖获得者。我觉得在这个同学群体里

面，有可能诞生这样的群体。

我们还有可能会培养出一批真正既对

学习感兴趣，对知识感兴趣，又能形成原创

或元认知的新人。我们期待中国不仅仅是中

国制造，更应是中国创造。

这些话题恰恰在告诉我们，学校的样态

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同学的学习应该是精彩

纷呈的，杰出人才的横空出世是可期待的。

同学们，变化的世界、变化的中国、变化

的教育让我内心存有这样一份期待，我期待

我们的教育是从人出发，追求的是人的完整

与完整的人，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乎的

是人的幸福和幸福的人，也就是幸福始终是

教育的出发点；强调的是人的未来与未来的

人，也就是成就每个同学的未来才是教育的

终点。

由此，我提出了我们闻堰初中育人的核

心理念，那就是“人皆有才”———有教无类，

“人人成才”———因材施教，“让每个生命出

彩”———各展其长，这是教育被赋予的基本

逻辑。

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追求的是起点公

平———人皆有才，过程公平———人人成才，

结果公平———让每个生命出彩。我希望你们

能够成为一个大气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有生

命力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有幸福感的人，能

够成为一个走向未来的人。

由这个期盼，我觉得新学期同学们应该

保持一种文化的自觉和努力。那就是：

从今天起，要重视用眼卫生，努力拥有

飞行员的视力。

从今天起，要保持一颗勇敢的心，来寻

找机会来挑战自己。

从今天起，要培养自己的团队意识，与

小伙伴们一起尝试共同实现一个目标。

从今天起，要尝试培养艺术爱好，做一

个有审美的、有兴趣的人。

从今天起，学会走进社区，帮助弱势群

体，在平时和细节中展现你的善良和正直。

从今天起，敢于畅想，不妨发呆，在大雨

之后看看七彩的阳光。

从今天起，不痴迷手机，把自己的童趣

天真绽放在真实的世界里。

从今天起学会主动与爸爸妈妈交流，把

周末家庭聚餐变成幽默、风趣、快乐的精神

大餐。

从今天起，养成提前预习、独立作业、不

耻下问的好习惯，在好习惯当中获得好成

绩。

从今天起，我还期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同学，你不妨学会感恩、不妨学会包容、不妨

学会优雅、不妨学会从容、不妨学会阳光、不

妨学会微笑、不妨学会积极、不妨学会关心、

不妨学会坚持、不妨学会努力、不妨学会勇

气、不妨学会自信。

由此，开启我们闻堰初中新一代学子的

新样态，这就是我的开学第一课。

■ 王柔仪 /文

北京时间 6 月 28 日下午，杭州华开清

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范醒哲在海外给

笔者发来消息：“你的一些问题我还需要再

仔细准备一下，我想努力让每个人都能懂我

们所研发的新一代 TCP 数据传输技术，理

解这个技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当时，海外当地时间是凌晨 1颐40 分。

从求学者到大学教授，再到创业者，范

醒哲和计算机网络的研发工作已经相伴了

20 年。华开清瑞，是他又一个新的起点。

为何取名华开清瑞？范醒哲解释说，因

为他的合伙人夏勇博士毕业于“华”中理工，

而自己毕业于“清”华，俩人便将浓浓的母校

情结寄于其中。开者，含开启开发之意，瑞

者，即瑞祥吉顺之气。

作为开瑞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希望用

自己的方式，改写计算机网络世界里数据传

输的效率；也希望用自己的技术，普惠更多

民众。

银网络世界速度与成本的考验
开车怕堵车，而网络数据传输就怕卡

顿。随着用户量的增加和大数据的爆炸式增

长，网络世界的传输速度与传输成本也面临

巨大考验。

为了更好地理解计算机网络世界，范醒

哲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计算机网络就好

比商品物流系统———运营商架设网络，是

“道路”的建设者，网络世界里的数据包就像

现实世界的快递包裹，传送时不仅需要“道

路”和“路标”，还需要分布各地的“仓库”暂

存这些包裹。这样一来，当用户打开一个视

频观看的时候，视频就会马上呈现，而不是

从一个遥远的服务器调取过来。“最后我们

还需要运送数据包裹的‘车’，准确及时地传

送数据。”

互联网需要“道路”“路标”“仓库”和“车”

相互协同才能运转良好，而它们的运营和维

护需要巨大的资金和研发支持。比方说：

网络底层的“道路”，不仅有电信、联通

这样的运营商来运营和支持，还有提供光纤

通信、5G 这些技术的公司作为技术供应商；

网络内数据包传输时所遵循的“路标”

则由网络路由设备指引，这些设备由思科这

样的厂商来提供与支持；

网络上分布各地的数据“仓库”则由内

容分发平台公司，比如阿里 CDN 来提供与

支持。

以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世界 500 强的公

司做后盾，而网络上传输数据的“车”，目前

并没有很多专业化的公司提供技术与支持。

多年来，这辆“车”的“保养”和“维修”主要靠

志愿者来维系。因此，数据传输的“车”是目

前互联网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说，在信息

高速公路上，数据就像被“拖拉机”运载着进

行传送。

以各行各业的云应用平台为例，应用

“云”化后，数据逐渐搬到了“云”端，大家普

遍感觉不如本地应用流畅且有严重的操作

滞后感。IT 部门现在除了继续增购网络带

宽或采购专享线路外已无计可施。增购网络

带宽或采购专享线路是基于“路”的传统技

术手段，它们不仅在无限地增加数据传输成

本，还造成了对网络环境的过度依赖。因为

网络环境会因热点地区和时段的线路拥塞

而像天气的阴晴雨雪一样变化，所以仅靠

“修路”并不能有效解决所有数据传输慢的

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彻底革新信息高速路上

的运输工具，让‘拖拉机’成为一辆‘越野跑

车’，能在全天候的各种环境下速传速递数

据。更新‘车’也往往比修路更高效，可使数

据低成本且高速地进出‘云’。”

银革新传输数据的“车”
数据的传输，代表着信息的传递，简单

地说，可以理解为一种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

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正如世界上有多种语

言，在互联网上，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传递、

交流信息时也会用到很多“语言”，每种语言

用于不同的目的。

在数据传输时，有一个代表性的“语言”

标准叫作 TCP，是现在互联网上绝大部分数

据应用使用的标准。TCP 负责传输网络中的

数据，正是之前所说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

“车”。人们平常浏览网页、下载文件、观看视

频、远程办公时，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使用

TCP。网络摄像头、手机、服务器、各种网络

设备等也在使用 TCP 传输各种数据。

40 年前，Vinton G.Cerf 博士发明了

TCP。当时互联网规模小，速度慢，所以数据

传输的速度和效率问题尚未凸显。范醒哲

说，更形象的比喻是当时的“拖拉机”开在

“泥土路”上已是革命，所以没人觉得它慢。

40 年以来，互联网的速度经历了百万倍的

增长，如今高速路上的这辆拖拉机已显得力

不从心。“这些年，尽管志愿者们对这辆‘车’

进行了很多次‘保养’和‘维修’，但这些小修

小葺始终大幅落后于‘路’的发展。”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高速路再升级，

数据速传更是技术实践当中的关键性命

题。范醒哲说：“我们决心彻底革新这辆

‘车’，100%重写 TCP，突破它数据传输的

速度和效率瓶颈，让它能满足各种应用场

景的需求。”

关于 5G 和 TCP 的关系，范醒哲进一步

解释道：“5G 就像上高速公路的接入道路，

连接手机和基站，而 TCP 则是全程运送数

据的‘车’。上游宽了，自然会在下游拥堵，因

此上高速的路拓宽后，高速路（5G 基站到互

联网）和下高速的路（网站到互联网）反而会

拥堵起来。5G 的到来，不仅对下游‘道路’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TCP 这辆老旧的‘拖拉

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手机时代，人们经历了 3G、4G、5G，

道路的每次拓展都带来巨大的希望，但现实

的用户体验却总是有负众望。范醒哲团队所

致力的，就是解决 TCP 数据传输这一核心

技术问题，让“车”再提速，让众望有所归。

银让互联网在变革中提速
在 TCP 发明 40 年后的今天，在不改变

计算机通信标准的前提下，范醒哲和夏勇博

士彻底重写了 TCP。
深耕 TCP 领域 20 年，范醒哲和夏勇博

士在国际上发表过许多顶级的 TCP 学术文

章。范醒哲告诉笔者，以前 TCP 速度慢的深

层次原因在于，TCP 在保障传输的准确性

时，为每一个“包裹”都打上了序列号，就像

邮单跟踪码一样。运送过程中如果包裹丢

失了，发送方就要把同样的包裹再寄一遍。

而 TCP 每时每刻都在传送成千上万的包

裹，包裹的丢失数量将严重影响其传输的

有效速度。

“最初的互联网非常小，只有几台电脑

通过电话线相连，丢包的概率很低，所以

TCP 均以低丢包为前提来设计。而现在的互

联网速度有了百万倍的提升，用户上亿级地

增加，TCP 因各种原因的丢包概率也比设计

之初高出很多个数量级，那原来的设计就出

现了严重的有效速度上不去的问题，直接导

致 TCP 传输速度达不到新兴应用的需求。”

范醒哲和夏勇博士重写后的 TCP 从一

开始设计就考虑到了互联网速度的多样性

和丢包概率大幅增加的问题，可以精准地探

测和预测带宽的变化，系统地快速补偿丢

包，极大提升了 TCP 传输数据的速度。

除了速度之外，Vinton G.Cerf 博士的

TCP 还存在“道路”利用低效的问题。日常

中，车辆的频繁换道、频繁刹车、油门交替为

车流带来干扰，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低效拥

堵。而自动驾驶技术则能使车与车之间保持

均匀的距离，还能精准平滑地控制车速，极

大提高了道路利用率。在互联网上，现在的

TCP 数据传输也像公路驾驶一样，速率不均

匀、数据流之间的互相带宽挤占都造成了互

联网带宽资源的低效拥堵和浪费。新的 TCP
通过精准的速度控制，像自动驾驶技术一样

解决互联网上数据传输的低效拥堵。

互联网上的“道路”并不都是“阳光”大

道，再宽的路也有拥堵，也会碰到恶劣环境

造成的“破坏”。新的 TCP 能够适应互联网

的各种复杂性，比如无线网络、手机到基站

间带宽受信号影响的剧烈波动，还有可用带

宽随使用人数的波动等。这些环境造成的问

题对普通互联网用户而言是体验的时好时

坏，对企业而言则意味着数据传输的不可

靠，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增加和业务受限。

“现在人类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人们

将越来越依靠无线通信技术。像广电传媒、

影视娱乐广泛使用的通信背包，这些数据传

输为了保证速度，大量地使用了数据冗余，

简单地说就是每个包裹多发几份，这里面存

在着大量带宽浪费现象。还有像自动驾驶、

远程医疗、智能工厂等未来科技，数据‘全天

候’的可靠高速传输不仅是一个体验问题，

也将是一个安全问题。”

以前速度保障很多时候靠“基建”，即

增购带宽，增加专有线路等。但在现实中，

车辆增长的速度快于道路升级的速度，在

互联网上，数据量增加的速度也是远超带

宽增长的速度。“面对日益增长的大数据和

迟早要到来的‘基建’瓶颈，互联网提速也

将更加依赖于如何提高‘车’速和如何高效

地使用‘道路’，我们的传输技术可以使互

联网更快更好。”

银新旧互通，以一化百
四年磨一剑，出鞘必锋芒。开瑞团队潜

心钻研，不仅成功实现了 TCP 的提速，而且

解决了新的 TCP 与现有 TCP 协议的互通问

题。新旧互通，这样的新技术才能逐步为市

场所部署和采纳。

四年期间，开瑞团队还通过一年的研

发，攻克了 TCP 市场化所面临的另一个核

心问题，即边缘计算设备 TCP 版本过多而

造成的市场碎片化问题。

范醒哲向笔者解释，TCP 可以说是一类

通信“语言”的总称，其内部的“方言”可以说

是成千上万。比方说摄像头这样的数据采集

设备、路由器这样的网络关口设备、还有大

型服务器这样的数据服务设备等，每一个设

备的 TCP 都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一个极

度碎片化的市场。

“如果逐一去优化，这么多的设备和

TCP 版本需要十几年时间。我们花了一年的

时间提取了 TCP 的共性，可以说是 TCP 的

‘DNA’，用一套‘代码’解决了这些边缘计算

设备和服务器的提速问题，用‘普通话’实现

了所有数据采集和数据服务的提速。”

银绽放生命力
2019 年底，开瑞的 TCP 进入试用期，一

举拿下了头部互联网企业订单，解决了高清

视频数据进出“云”的问题，如今已集成在几

十种硬件设备中，旗开得胜。

疫情期间，开瑞团队的 TCP 更是大显

身手。受新冠肺炎的影响，开瑞的一位高校

客户把所有课程从线下转到了线上。虽然学

校已经购买了足够的带宽，但在线教育平台

同时能够支撑的在线教育人数还是不能满

足学校的需求，师生普遍反映课程观看时出

现了卡顿问题。在使用了开瑞的高速 TCP
数据传输产品后，学生们可以在各种终端设

备上流畅地观看老师的视频和直播授课。

谈到现在跟进的客户，范醒哲说，因为

开瑞的 TCP 是解决互联网底层的数据传输

瓶颈，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在线教育，还

有智能工厂与研发中心的大数据传输、医疗

废物处理的高清视频监控、媒体资源在全世

界范围的播放、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后远程资

源的管理等，这些行业客户都已逐步开始使

用开瑞的 TCP。
未来，远程医疗、远程诊断和远程手术等

重要的科技，都离不开高速的数据传输。“面

对数据日益‘高清’和‘高精’的需求，如果远

程医疗内嵌我们的高速数据传输 TCP，能使

医疗数据克服地域与距离的限制，极大缩短

医疗数据到达时间，为快速诊断赢得时间。”

在“创客天下·2019 杭州市海外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角逐中，范醒哲带领

开瑞团队闯入总决赛并最终夺得二等奖，随

后第一时间将公司落户杭州高新区（滨江）。

（本文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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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醒哲：
重写TCP，追赶时代的速度

荫杭州华开清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范醒哲

面对变化，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