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翠微，海亮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曾主政杭州名校杭二中 17
年，办学成绩斐然，成为浙江基础教育的金名片。2017 年被国家教育主流学
会及媒体联合推选为当代教育名家。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中国中学杰出校长、全国十佳校长等。

人物名片

■ 叶翠微 /文

【编者按】每年开学季，叶翠微的开学

第一课，都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9

月 1 日，叶翠微首次以杭州市萧山区闻堰

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总校长的身份，给同

学们带来开学第一课《面对变化，我们一起

乘风破浪》。

以下是叶翠微开学第一课演讲全文。

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高大上的新校

区，开启了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有师生提议

由我来给大家做开学的第一讲，讲点什么好

呢？我想，今年以来黑天鹅事件不时发生，也

就出现了一个高频词———变化。如何看待

“变化”，寻找我们自己的人生路径？这的的

确确是有一番讲究的。由此，今天我要讲的

话题就是：面对变化，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银一、变化的世界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世界的变化。变化

的世界给我们提出了什么？肯定有很多维

度，我想提供三个维度。

1.知识爆炸

这是第一个维度。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

夫勒写了《第三次浪潮》一书。书中写到：人

类的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阶段，从约 1 万年前

开始；第二次浪潮就是工业阶段，从 17 世纪

末开始；第三次浪潮也就是信息化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现在我们进入到

“知识爆炸”的时代。

这个“知识爆炸”给我们提出了两个万

万没想到的事实：

第一，人类生产的芯片数第一次超过地

球上农作物的颗粒数，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第二，每隔 7-10 年，人类的知识量将剧

增一倍，并且这个时间的周期越来越短。以

中国图书出版为例，1977 年我国有 12886
种，到 2012 已有 414005 种，40 倍的增长。

同学们，你们在生命成长和学习生涯中

要面对的是“知识大爆炸”。那什么是知识呢?
前不久，一位朋友讲了一个故事：一对

夫妇，丈夫是植物人，卧病在床多年，在妻子

的悉心照顾下终于苏醒了。医生指导他进行

康复，慢慢地可以出去走走看看。但是他出

去三天，又像发疯似的要回到医院。医生问

他为什么？他说我无法适应。医生收留他后，

给他做心理疏导，建议他重回母校，回到他

熟悉的地方。病人回到母校后，非常高兴，对

医生说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课堂

还是那个课堂。

一个人经过 30 年的时间重返世界，却

发现最熟悉的是自己的母校。这说明校园并

没有因为知识爆炸、科技革命、后工业化浪

潮而发生深刻变革。这恰恰是最值得我们反

思的。

我们既要面对最本质的知识，更要面对

不断涌现的新知识。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知

识。学理上把知识分为三类：

第一类，理性知识。也就是我们已经习

惯了的数学学科学习、物理学科学习、化学学

科学习、生物学科学习等等，这样的理科思维

课程，给了我们逻辑化思考问题的样例。

第二类，感性知识。我们通过文学、艺

术、创意等等课程，让自己有更丰富的情感。

第三类，活的知识。也就是智慧性的知

识，就像我们看到的硬币，往往习惯于硬币

有两面，正面和反面。正面是理性知识，反面

是感性知识，其实它还有一层侧面，就是活

的知识。

因此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既要学会

高位的理性知识，又要学会丰富的感性知

识，还要学会拿捏活的知识。在知识的海洋

中始终追求最本质的知识。这是校园学习的

新航标。

2.科技创新

这是第二个维度。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埃隆·马斯克。

这个人在做很多很神奇的事，我们来看

看马斯克有关脑机接口的视频。

同学们，这个人物很神奇，他是南非人，

现在移民在美国。他这几年做了很多颠覆性

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经历：

17 岁：只身离家前往加拿大寻找新生

活；21 岁：拿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奖学金，到

美国读书；28 岁：以 3 亿美元卖掉了他创办

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31 岁：以 15 亿美元

卖掉了他第二家互联网公司（PayPal）；身价

15 亿时：投身航空航天、电动汽车和太阳能

这三个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高科技行业；现

在：尝试让人类能够移民火星的未来 10 年

计划、“胶囊高铁”、脑机接口……

同学们，脑机结合就代表着人机可以合

一，代表着人对信息的储存可以走向无限领

域，也代表着人有可能永生。也就是一个生

物意义上的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和一

个物理学上的人，将会形成一种新的物种。

马斯克很神奇。他在读初中的时候，居

然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把整个学校图书馆

的书都通读了。他居然还玩炸药，要尝试一

下爆炸的力量。

这些启示我们，要敢于想象，要敢于冲

破思维的定式，更要努力实干，让自己生命

的力量最大化。马斯克在创建两家互联网公

司以及后面几家高科技企业过程中，经常是

通宵达旦连轴干。不仅如此，他始终行走在

创新的路上，始终有新的 Idea 在激活他。让

他不断地想象生命是有何等的意义，创造是

有何等的魅力。更可贵的是，他始终行走在

探索的路上，他未来的梦想就是要把人类移

民到火星上，还想让人类永恒等等。这样一

些科技的创造，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神奇

和他无比强大的力量。

我们有没有？我认为你们也可能这样，

因为这个时代在呼唤着这样的人。

我们再来看看迪拜的建筑。

迪拜是阿联酋的首都。原来是沙漠之

地，现在成为了全球最有创意的建设师、生

活师、艺术家、科学家聚集之处，建成了一批

伟大的建筑。请大家看：

这是迪拜的新月塔，酷吧！

这是迪拜的世界之巅，它从云中长出，

直向九天。

这是迪拜的水下酒店。他让旅行者，能

够在大海的深处与海洋共眠，安静地 FACE
TO FACE，这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新的建

筑物种。

再看看高科技对人类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全球最牛的企业几乎都是

资源型的：比如说石油、比如说矿产、再比如

说铁路等等。现在全球实力最强大的十家公

司，除了沙特阿美是石油，伯克希尔是投资，

强生搞日化，其他七家最牛的公司无一例外

都是以高科技作为企业的立足之本，科技的

创新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

马克思有一个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我们更要看到，科学更是一个国家的核

心竞争力，没有科学、没有科技，我们就不可

能走到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上。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讲，我倡导同学们，从这个学期开始，你

们要更加深爱数学、更加深爱物理、更加深

爱科创活动，要让自己能够真正地遨游在高

科技的海洋里。

3.全球军费

这是第三个维度。90 年代，全球军费基

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平衡期，2001 年“911”事
件后，美国加大了军费的投入，一直到现在

只增不减。

那么目前全球的军费总数到了什么程

度？已经超 2 万万亿美元，这还仅仅只是估

值。如果把这个费用花在教育上，全球每个

人可以普遍获得 10 年以上的学习机会。由

这个 10 年以上的学习机会，人类的幸福会

增长 10 倍，所以我想请同学们看到，这个变

化世界我们看到了知识的剧增，所以要学知

识，学活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科

技的力量，我们怎样走在科技的制高点上。

我们还应看到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军费开支？

这在悄悄地告诉你，我们也随时在危险之

中。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种危机意识，为我

国者、为我民者，要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基

本的选项。这就是我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个话

题———变化的世界。

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有一句话至理

名言，“别妄想世界永恒，变化的世界就是世

界之变”。

伟人毛泽东主席讲：“情况是在不断地

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变化就要学

习。”

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世界，我们的唯

一的选项是什么？是学习，这是今天同学们

新学期的意义，更是我们一生永远不离线学

习的价值。

银二、变化的中国
我讨论第二个话题，就是变化的中国给

我们的启示。同学们的感受肯定比我强，这

里有几个基本事实，我们一起做讨论。

事实一：中国发电量剧增

第一个，讲一讲中国的发电历史。为什

么要讲一讲发电呢？因为电是工业之源，没

有电力我们就动不了。1916 年，100 多年以

前，中国的发电量是 1 亿千瓦时。1989 年，改

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首超加拿大和两德，达

5838 亿千瓦时。1995 年，我们开始超过俄罗

斯、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1 年，这是一个

标志性的时间，我们首超美国，跃居全球第

一，是 47012 亿千瓦时。这就代表着我们这

个国家有种强大的动力保障，这是了不起的

一个事情，这是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的唯一。

事实二：中国制造业飞速发展

第二个，看看中国的制造业。因为制造

业是工业之母，也是国力之母，离开了制造

就没有工业。那么我们现在制造是个什么概

念呢？请大家看我这张图片。2015 年我们开

始首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大国。现

在我们制造业的总量是美国 1.7 倍。中国制

造业对全球的贡献值从 2000 年的 3.7%上

升到 2018 年的 29%，也就是三分之一。也就

是说现阶段全球整个产品制造中，有三分之

一是我们中国人贡献的。

事实三：中国一流企业剧增
第三个，中国一流企业在什么位置。我

们习惯于用全球 500 强作为一个量表，因为

这个量表它具有比较意义。1998 年，中国企

业只有 1 家，还是国字号。到了 2010 年，有

54 家。2019 年，有 129 家，这个 129 代表的

意义是什么？中国首超美国，成为全球 500
强公司数量第一。这就说明我们有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公司，这恰恰是中

国国力的深刻展示。

由此，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同学们，你们

是非常幸运！幸从何来？就是你们处在一个

伟大的时代。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

这个国家是积弱积贫，被人藐视，现在我们

的经济总量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真正成为全

球第一。当然，我们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总

量第一，我们更渴望的是我们的科技、我们

的教育、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

化等等都能够同步增长，而这就是我们讲的

民族的复兴。

关于“民族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有一

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论断，他讲“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情，需要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奋斗。”我期待

同学们能够有这样的种子植入在自己心田，

让它在自己的心海里发芽。

中华民族的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

建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事业，我辈中国人，

应该为这样的一个目标而前赴后继，这是我

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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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LectureA1

荩荩荩咱下转 A2暂

面对变化，
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