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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云智能书法与识字教学系统携手首都师范大学——

让每一个孩子写好中国字
本报记者 楚贵峰

类。练字主要是以小学为主，
从起步阶段去
练，
这也是练习书写的黄金年龄，
俗称为“童
子功”。
“小学的课业负担没有那么重，所以
在小学阶段进行书法教育是科学的。”许占
林说。
在使用反馈方面，
教授小学语文课的教
师表示，
“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系统”既解决
了教师在识字教学中寻找多媒体资源的困
难，提升了小学生识字写字的兴趣和积极
性；又解决了他们的备课难、授课难、示范
难。用了这个产品之后，节省了备课时间，
授课更有趣味性。同时，
授课内容包括汉字
演变和书法常识的动画，有很多科技元素。
特别是其中的人工智能测评系统，
当场能给
出测评结果，
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

“熟知并非真知”。这是德国哲学家黑
格尔的一句至理名言。而在北京许先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这句话被诠释为“许以熟
知，先以真知”，并以颜体字挥毫，悬挂在公
司门廊前，
作为自家的企业文化。
“熟知未必是真知，
很多大家看似很熟悉
的事情不一定真正了解，
特别是中华传统文
化。
”
11 月 12 日，
在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栋办
公楼内，
北京许先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许占林阐述了自己对
“文化强国”
的理解与
实践。今年 38 岁的他说，
“我国历史悠久，
对
于书法绘画艺术，
大家一说都了解，
但不一定
真懂。我们希望通过‘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
系统’
，
让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写好中国字。
”

书法教学独树一帜
许占林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
当地有距
今 5000—6000 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他从小
在一个军人家庭长大，
爷爷和姥爷两家共有
10 多位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等。家乡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以
及军人家庭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他影
响很大。
“现在我决定做教育产业，
弘扬传统
文化需要有情怀、有担当，
小中见大，
通过教
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
据许占林介绍，
“国字云”是许先网以书
法教育为核心打造的科学、专业、高效的智
能教学平台。多年来，许先网在传统文化、
书画教育领域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与首都
师范大学合作成立研究中心，
研发面市了国
内领先、广受好评的书法教育产品“国字云”
及“国字云 APP”，以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
学院在小学教育领域内的领先优势为技术
依托，
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大
趋势，
融合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在汉
字教学与书写教学等方面的优势，
推动优势
学科与人工智能的直接对接，初步形成了
产、学、研、用为一体的产业生态，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资料显示，许先网成立于 2014 年，注册
资本 6000 万元，拥有员工 100 余人，现有办
公面积 2000 平方米。许先网是一家以书法
教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画艺术全产
业集团公司，下辖北京国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许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许先品牌
策划有限公司、北京许先拍卖有限公司、北
京白云书画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墨韵
科技有限公司 6 家子公司，业务涉及书法教
育、人工智能、影视传媒、文化创意、展会展
览、艺术品交易等多个领域。
其中，
“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系统”是北
京许先网与首都师范大学联合千余名中书
协艺术家共同成立研发中心，历经 5 年倾力
研发的智能书法教学系统。该系统以多媒
体书法教学为核心，可用于教师教书法、学
生学书法、人工智能测成绩，是目前国内唯
一完整的汉字与书法的教、学、练、测为一体
的循环学习系统。
时下，随着我国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文化强国”理念的提出，
对书法教育也越来
越重视，很多省市已把书法纳入到考试当
中。许占林介绍说，现在许多人提笔忘字，
书写能力下降了，
许多家长已没有指导孩子
正确书写的能力。这样一来，
书法教育就出
现了很大的市场需求。
而在各地的市县区，
由于书法教学的师
资缺乏，许多学校由语文老师、美术老师或
其他学科老师教书法课，
这部分代课老师往
往存在书法示范不专业的问题。
“师资缺乏，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在许占林看来，
他所在
的许先网正好有这方面的资源。
“我们公司
有师资优势，有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
有艺术家的资源，
有技术上的优势。我们通
过整合书法教学资源做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
好的契机。
”
2019 年 10 月，在青岛举行的第 77 届中
国教育装备展示会上，
“国字云智能书法教
学系统”因在书法教学中，真正可做到普及
教育而独树一帜，甫一亮相便吸引了众多
客户。

零基础教好书法课
据介绍，
“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系统”包
含书法教师与语文教师备课系统与授课系
统、人工智能测评系统。内容包含幼儿园至
小学六年级全年级、全版本、全课时的 PPT
课件及 word 教案，与部编版语文教材课后
生字同步。书法资源涵盖经教育部审定的
全国 11 套书法教材大纲全部内容、欧颜柳
赵 4 种字体楷书多媒体课件、大语文识字教
学写字课与国学经典知识资源、硬笔书法教
学资源、毛笔书法教学资源等。
同时，系统提供智能书法课堂解决方
案，
该方案可有效协助地方教育局解决因师
资不足书法开课难的困境、代课老师书写示
范难的困境、书法教学课程资源匮乏的难
题。
“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系统”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
提供书法学习效果评测报告及书法
师资线上、线下培训服务。系统通过大数据
分析，
可解决区域内书法教学的全面管理问
题。
“我们这个产品的核心优势是，它是国
内唯一一个能让零基础的书法老师，
也能教
好书法课的系统，无论是语文老师、美术老
师都可以。”许占林说，
“国字云智能书法教
学系统”依托强大的资源库，囊括了教师的
备课系统以及人工智能测评系统。
具体来看，
这套系统从内容知识体系上
涵盖大语文、识字课、写字课，
并与部编版语
文教材完全同步匹配。从书法教学来说，
包
含全年级、全版本、全课时，
与教育部审核通
过的十一套书法教材版本完全匹配。而且
每一节课都按照 40 分钟设计，每一分钟都
会有 word 教案，配合 PPT 课件，任何一个老
师拿过来就可以教。
许占林介绍道：
“ 当前的书法教育行业
的产品，
大多数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区全
区域的书法普及教育，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书
法师资不足的现状。而我们的‘国字云智能
书法教学系统’则以书法教学内容为主，以
一线语文老师和书法老师的需求为辅，
注重
零基础授课、多媒体示范教学。
”
据悉，
“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系统”主要
以小学书法教学为主，分为软笔、硬笔两

“陆空特”并进拓市场
“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系统”
是许先网历
经 5 年研发推出的书法教学平台，目前已在
首都师范大学朝阳附属小学等全国 100 余所
中小学进行试点。在市场推广方面，
许占林
介绍说：
“目前我们已与很多省市县区签订代
理协议。尤其是在第 77 届中国教育装备展
之后，
很多代理商慕名而来，
应接不暇。
”
在运营模式方面，
为了快速进行规模化
的全国市场铺设，
许占林把他的三类合作伙
伴形象地称为“陆军、空军、特种部队”。
“陆军”是指培训机构。目前，
开设书法
课的培训机构并不多。许占林的思路是，
利
用“课后三点半”的时间，
培训机构可开设书
法课教学，
因为“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系统”
可解决零基础授课，
拥有全年级、全版本、全
课时的 word 和 PPT 教案，
拿过来就可以讲。
“空军”是指代理商。代理商直接联系
区县教育局，从上到下集中采购。如此一
来，
整个区域的市场铺设顺势展开。
“特种部队”
诚邀具有商务资源的一些大
型企业加盟，
携手走向成功。许占林说：
“对
于一些意欲转型教育产业的大型企业，
合作

双方可以把产业要素聚集在一起，
实现跨界
的强强联合。比如他们有物业资产，
则可以
作为游学基地、
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等。
”
在许占林看来，
许先网虽然在书法教育
的内容和资源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但这仅是
一个起点。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公司将在
产品、运营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力度，真正做
到让“国字云智能书法教学系统”好用、实
用，对孩子有用，对教师有用，对家庭有用，
对社会有用，
在质量方面不断提高。
他表示，现在国家提倡文化强国、民族
复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家企
业参与社会建设，许先网将运用自身的优
势、能力来做时代有需求的产品。
“我们不是
培养艺术家，
是让孩子通过书法学习传统文
化、国学知识，
实现书法普及教育，
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做贡献。
”
下一步，
许先网还将寻找一些国内扶贫
关注度比较高的教育资源匮乏地区，
做一些
有价值的精准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
“对于这些师资不足、开课困难的学校，
我们
将把自身的书法教育资源整合起来，
通过捐
赠产品对他们进行帮扶，
做一些助力文化强
国、民族复兴的实事。
”许占林说。
许先网还希望能够搭上“一带一路”这
趟快车，让“国字云”能走向海外，让外国人
和海外华人通过“国字云”了解、学习中国
字、中国书法，
并进而通过汉字、书法了解中
国，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