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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的四大智慧及其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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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校园研究方兴未艾，智慧校园建设热不断升温，然而教育界有关智慧校园不智慧的质疑声不绝于

耳。智慧校园缺少智慧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智慧校园的理论准备不足，对智慧校园的智慧体现在哪些方面、智慧

校园建什么、怎么建等基本问题，人们还处于初级认知阶段，使智慧校园建设一定程度上成为缺少理论指导、带

有一定盲目性的行动。为了使智慧校园建设步入健康科学的发展轨道，该文站在走向智慧时代的高度审视智慧校

园智慧性，提出智慧校园的智慧主要在于创新智慧、开放智慧、融通智慧、智能智慧四个方面的论断，提出并论

述了智慧校园智慧性的重要判别标准：是否具备两个支撑与服务,是否具有三个支持开放，是否具备三个支持实

现和是否能以智能促进智慧。智慧校园建设要紧紧围绕四大智慧的彰显进行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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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说智慧校园智慧的深刻背景

“智慧校园”被写进2016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
作要点，使智慧校园成为教育部文件中出现的首个
教育“智慧”工程，随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掀起了
智慧校园的建设热潮，许多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加速
进行智慧校园的规划，江苏、浙江等省市在教育信
息化“十三五”规划中对智慧校园的建设进行了省
级规划，部分省市甚至有智慧校园的具体数量的规
划指标。为了更好地规范智慧校园建设，使智慧校
园建设、评价、评估有章可循，许多省市加速制定
智慧校园建设规范(或标准，或指南)。

然而，就是在智慧校园规划、建设热情不断高
涨的时期，对智慧校园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最大
质疑声是“智慧校园不智慧”“智慧校园是数字校
园的翻版”[1]。甚至有学者认为，一些省所说的智
慧校园还不及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校园。

这些质疑绝非是空穴来风。我们研究几个地
方智慧校园规范后感到十分震惊和诧异：一些智慧
校园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套用中央电化教育馆发布的
《数字校园示范校建设参考指标》或教育部发布的
《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智慧校园规范竟
然成了数字校园规范的重新贴牌，几乎没有超越，

令人匪夷所思。
将智慧校园混同于数字校园的问题根在何方

呢？原因之一是教育部文件中用了“数字校园/智
慧校园”的表述，许多人由此误以为智慧校园与数
字校园是一回事。事实上，智慧校园与数字校园有
本质区别，数字校园是智慧校园的基础，对智慧校
园起基础支撑作用，只有在数字校园的基础上进行
智慧化建设，才有可能建成为智慧校园。数字校园
是智慧校园的必备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2]。另
一个原因且是重要原因是，有关智慧校园的理论准
备不足，对智慧校园智慧如何体现、智慧校园建什
么、怎么建等等基本问题，人们还处于初级认知阶
段，使智慧校园建设一定程度上成为缺少理论指导
的盲目行动。对智慧校园的智慧所在没有搞清楚，
但又想抢抓智慧校园机遇不落后，因而就用数字校
园的有关规范应急了。很显然，无论是哪种原因，
都是绝对不应该的，因为校园是充满智慧且是培养
与提升人智慧的场所，容不得以非智慧的东西冒充
智慧。

鉴于智慧校园中存在智慧迷茫、智慧不足甚
至毫无智慧的种种问题，本团队连续研究撰写发表
了《智慧校园的智慧本质探讨——兼论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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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缺失”及建设策略》《论智慧校园的八大
外部关系》两篇论文，试图从理论上对智慧校园进
行拨乱反正。在前两篇论文对智慧校园进行“本质
论”“关系论”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智慧校
园智慧所在，以为智慧校园的规划、设计、建设、
评价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促使我国智慧校园建设
步入健康科学的发展轨道。

从与多领域专家、学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交
流，以及基于时代走势的理论研究看，智慧校园的
智慧在于创新智慧、开放智慧、融通智慧、智能智
慧等方面。

二、智慧校园创新智慧论

智慧是具有时代标度的，当今时代的智慧分
为初级和高级两大层次，初级智慧是指辨析判别的
能力，高级智慧是指发明创造的能力。传统教育主
要着眼于提升人们辨析判别能力的初级智慧，停留
在培养“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事物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的智慧层次上，而在培养当今时代所需
要的以发明创造为特征的创新智慧方面做得远远不
够，我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亦如此。

2015年末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了一场中美教育对
话会，在会上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教授说，
当今美国仍然在采用训练流水线工厂里工人的初工
业化时代的教育方式，我国教育学泰斗顾明远教授
则认为，我国教育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光
存在初工业时代教育的弊端，还有封建思想的[3]。
美国新媒体联盟2014年发布的地平线报告，预测未
来3年美国学生将由知识的消费者转化为知识的创
造者，这从侧面说明美国现存的教育也未能很好地
培养创新创造者。“钱学森之问”更是历史性地将
我国教育未能很好地培养创新创造人之弊端，以震
撼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今时代是强烈呼唤创新创造的时代，我国
将创新驱动战略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之先，将创新置
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
力的科学论断，不断明晰世界创新强国的建设目
标，是对走向智慧时代智慧本质洞察的时代回应，
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教育要适应时代，教育要服
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相应地应智慧时代而生的智慧
校园的本质应该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支撑与服务于
教育方式、教育模式、教育流程的创新、重构、再
造，另一是支撑与服务于创新创造人才培养。离开
这两个“支撑与服务”创新所建设的一定不是智慧
校园。两个“支撑与服务”创新是智慧校园的大方
向，是智慧校园的最大智慧所在，是智慧校园与数

字校园的分水岭。很显然，以此原则评判，已有的
许多智慧校园建设标准、规范、指南远离智慧，是
不合格的，必须回炉重铸。人们质疑智慧校园的智
慧性，击中了伪智慧校园的要害，是切中时弊的。

数字校园是以技术为纽带，智慧校园则要由数
字校园“器”和“术”的层面至少上升到“法”的
层面，要基于工具性但又要超越工具性，要摆脱和
超越通常的唯技术思维，要不受技术中心主义思想
的束缚和影响。仅仅着眼于环境感知、数据支撑、
网络互通等特征体现建构的校园，还只是典型技术
思维的“智慧校园”，是事实上的数字校园，而非
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校园。

两个“支撑与服务”创新为特征的智慧校园
规划建设，已远远超出了通常学校网络中心、现
代教育技术中心的职能和能力范畴，应该成为事
关学校整体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学校的改革理念
的重要载体，必须一把手校长挂帅、组织才能有
效实施和建设。

智慧校园两个“支撑与服务”创新本质功能的
实现，必然以通过改通常的课程为智慧课程(创课)、
改教室为智慧研创室(创室)、改通常的评价为智慧
评价、使教师成为能培养创新创造之人的智慧教师
等为支撑。关于智慧课程，已有许多探讨[4][5]，本文
不再述及。关于智慧研创室、智慧评价、智慧教
师，多篇文章提及[6-8]，但远未深入探讨，将另文
论说。

三、智慧校园开放智慧论

开放是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大势。
几十年的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既为教育的广为开放
创造了条件，又能够使开放后的教育如虎添翼，使
教育发生颠覆性重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互
联网、移动互联网不断以大幅度拓展的带宽向世界
的角落延伸，影像呈现获取设备以不断提高的像
素、帧率和高保真度“再现”物体、场景和活动，
存储媒体、云平台存储能力的上限不断被刷新。以
上三方面持续高速发展的共同作用，使教育工作者
“分身有术”——兼具物理之身和高质量影像的虚
拟之身，具有了“腾云驾雾”的本领——任何教师
只要愿意，其授课可通达全世界，这就是世界上课
程开放运动和MOOC存在的技术基础，也就使智慧
校园增加了“开放”智慧的维度。不仅如此，智慧
校园的开放智慧远不局限于此，我国大规模的“三
通两平台”建设中的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
班通为校园开放智慧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全新意义上的教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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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具有“四促进”之特效，即促进公平、促进
竞争、促进共享、促进发展。我国在国家层面上
已有许多成功的教育开放先例，教学点资源全覆
盖项目[9]、“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10][11]、
国家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建设等等，都是国家层面搭
建的开放平台，而作为学校智慧校园建设，则要在
如下方式方法创新方面浓墨重彩地开展。

(一)支持学校形态走向开放
我国传统的校园与外界不仅有围墙的物理式

隔断，而且其他教学资源同样形成封闭的格局，学
校间泾渭分明。智慧校园要支持学校间走向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开放融合，共生共荣，优势互补。

一方面要从制度和条件上支持学生与学校之间
由一一对应的关系发展为一对多的关系，允许学生
在同一阶段选学多个学校的课程，甚至同一门课程
通过多校的课程进行互补式学习，以此让学习者学
习过程最优化、学习效果最大化。

另一方面要最大化引入社会化资源。校园开
放不能只在教育系统内进行，否则还不是完全意义
上的开放。高层次智慧的开放是实现社会化资源向
学校最大化开放，学习者将以信息技术延伸了的感
官伸向实体社会，能够与社会更为紧密的联系，在
学校就能够很好地直接观察社会、洞察社会、发现
社会问题、了解社会需求、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
法，实现学习人与社会建设人的统一。

摄像器材愈加高清廉价，网络越发高带宽、大
流量也越来越低资费，校园建设必须智慧化利用。
当然许多学校已实现了初级阶段的应用，比如矿业
院校已将网络另一端的摄像头装至采矿现场，农业
院校已将网络另一端的摄像头延伸至田间地头、塑
料大棚，建筑院校已将网络另一端的摄像头装达建
材工厂、建筑工地，外语院校已将网络另一端的摄
像头、麦克风装至外语本土国家的商场、街道、码
头、车站，能让学生听到最地道的外语。

学校之外的知名企业、研究机构、媒体、重
点实验室、行政机关，大师云集，智慧校园要想方
设法开放引用宝贵的创造大师、媒体大师、管理大
师，充分发挥业界大师工作之外的时间为学校、为
学习者所用，“把行业的科研骨干力量的智慧通过
实践活动流转给学校和学生”[12]。

(二)支持教师走向开放
教师借助网络平台走向更大范围的共享是世界

大势，“教师走网”[13]就是教师这种走向开放的一
种很好的创新形式。智慧校园建设要建构平台支持
教师将课程以及其他形式优质教学资源由为学校所
有转变为全球共享，改变教师的封闭管理与利用为

支持教师借助网络走向世界，改变教育“小农经济
式”形态，进而迈向更大格局的教育。

熵理论表明，开放的系统最具活力。教师走向
世界，既可大大增加教师奋发的激情，又可使“世
界名师皆我师”的学习成为可能，还会形成师资队
伍的优胜劣汰：教师走向世界，教师必须奋发使自
己成为名师，否则就会失去学习者的青睐。通常认
为相当多的教师具有职业倦怠，但可以预期，一旦
教师走向开放了，教师就再也不能懈怠倦怠了。

教师走向世界，必须要求教师的重新分工，每
个教师由包揽一切的杂家而术有专攻，从而有人专
司课程设计成为课程内容设计师，有人专司学习资
源设计开发成为课程资源设计开发师，有人专司教
学答疑辅导成为课程辅导师，有人专司基于大数据
的学习者分析成为学习评价诊断师，有人专司学习
平台研究和管理成为课程平台师，有人专司课程讲
授成为主讲教师[14]，如此就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
师专业化发展。“精准才能极致”，一旦教师的这
种专业化分工形成气候了，教育质量将会有质的提
升，随工业时代兴起的班级授课制就会在一定程度
上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灵活组合形式的教学组
织形态。

教师走向开放，一方面是智慧校园规划、建设
的应有之意，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上应该搭建更大的
平台助推教师的开放共享。国家正大力倡导、鼓励
教师开放走向世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2016年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
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鼓励利用网络平台
等多种媒介，推动精品教材和课程等优质教学资源
的社会共享，授课教师按照市场机制取得报酬。”

支持教师的开放，还包括教师来源的开放。教
师不仅仅包括在学校工作的人，而且应该吸纳饱学
之士、创新创造者、有突出所长者，微课创始人孟
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红遍天下，而其当初的
工作是银行的职员，说明业界藏龙卧虎，而我国教
育借助业界人士之力远远不够。

(三)支持学分开放
教育能否真正走向开放，关键是学分能否开

放。学习者只固守具体学校的学分，学校就无法走
向形态开放。

学分开放在当前有两大困境。一是学校如何愿
意为学生取得的校外学分埋单；二是如何避免开放
学分后学校竞相降低取得学分的门槛、降低取得学
分的课程要求进而导致文凭品质的下降。

大学选修课程的实践表明，多数学生优先选的
是好拿学分的、学习轻松的课程，甚至是教师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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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放任要求的课程。如果开放学分后产生降低
教育品质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则会使教育
遭受灭顶之灾，会使人类文明倒退。我国就有网络
学院竞相文凭注水揽生源的前车之鉴。这必须在一
开始就给以足够重视，进行周密设计。

在两大困境中，第一个困境在我国较其他国家
相对容易突破，因为我国多数学校是靠财政拨款办
学，国家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只要制定切实可行的
政策、法规、制度进行科学引导和强力推动即可，
比如政府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只要将相应划拨经费
留出一定比例作为学分互认的统筹经费，则学校就
无埋单之忧，也无阻碍学分互认之力。第二个困境
的解决更为困难，要求人们要有高超的智慧，很重
要的一条是要推行学分互认的准入制度，设置准入
门槛，实行开放课程的学分认证，让文凭发放学校
具有学分的许可权限，以把好学分的质量闸门。另
外，设置专门的学分质量监督机构，防止权力寻
租，收紧制度的笼子，谨防站在自身立场上的学分
放水，力求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

综上，是否支持校园形态开放、教师开放和
学分开放，是能否成为智慧校园的一个重要判别依
据。

要很好地实现智慧校园的开放性，国家层面要
建设更多使学习超越校园的大平台。经过20多年的
信息化发展，人类摆脱了学习资源短缺贫困时代，
进入了资源的过度冗余时代，现在人们已几乎无资
源不足之忧，但又多了资源鱼目混珠之扰，资源由
“干旱”走向了“洪水泛滥”，许多学习者被“淹
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急需载其乘风破浪的远
洋轮普度众生，这远洋轮就是国家搭建的云集优质
资源的大平台——优质资源的精品店，用其对接智
慧校园，可让人们远离低劣资源的困扰。

四、智慧校园融通智慧论

这里的融通是融合贯通之意。融合远不止是
整合，好有一比，如果说整合是物理反应，那么
融合就是化学反应。教育界谈论整合较多，但是
在人类走向智慧时代时，物理式的整合已难以适
应教育颠覆创新的要求，因此教育必须尽快上升
到融合的层面统筹规划。智慧校园的融通智慧主
要在于以下方面：

(一)支持实现虚实校园高度融合
数字校园与实体校园的建设，通常是按照并行

的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行进，虚、实校园间有隔膜
而未能打通，彼此间处于分裂状态，各吹各的号，
各定各的调，未能产生1+1≥2的效果，甚至于给教

师、给学习者、给管理者造成诸多不便，也没有产
生人们预期的教育教学质量的极大提升。泛在化的
技术已使虚实能够无缝融合。智慧校园基本功能之
一是使数字校园和实体校园高度融合，让其产生倍
增效应。事实上只要开动脑筋，虚实校园融合是容
易做到的，比如：让实体校园的学术报告在网络上
同步进行；开展竞赛活动时，线上线下同时进行；
在实体课堂上研习问题时，随时随地地可调看个人
网络学习空间和优质资源平台上的内容；学生在学
习中遇到问题时，可与同学、教师面对面地交流或
随时通过网络交流。通过诸如此类的融合，可为师
生提供优质的服务，让师生运用最恰当的方式、手
段、资源、环境进行教与学[15]。

(二)支持实现师生内外脑融合教与学
内外脑融合教与学是一个全新的议题，是可使

教学腾飞的十分重要的命题，但是探讨它又十分艰
难、挑战性非常大。人类正由信息时代走向以创新
为重要特征的智慧时代，如此的大时代跨越期特别
要求人类能够走向更大的创新创造，具有更多更大
跨学科的创新创造，实现更有价值的能够促进人类
更好发展的原创性的创新创造。人类大脑只有非凡
提升，才能适应不断扑面而来的划时代意义创新创
造的要求。从目前人类对大脑这个“小宇宙”的研
究现状来看，短时间内让其有质的提升是很难的，
因此必须在大脑之外另辟蹊径，而借用愈发高速智
能化的以信息技术造就的以电脑、网络等构筑的非
生物性的外在“脑”实行人类发展分布式认知，既
可解燃眉之急，又可通过内外脑的结合使人类的能
力产生巨大的飞跃。

智慧校园规划与建设要千方百计地为师生双脑
融合教与学，提供条件、方法、评价等支持，而且
已能大有作为。比如，为师生提供网络学习空间，
让其能够建构优质的学习资源库、教学信息库、高
质量的信息交流平台，让人们能够借助网络分担记
忆，大脑更多地只要记忆核心内容以及内容的所
有、所为即可。再比如，开发智能化的学习产品，
以辅助师生决策、判断。又如，改变评价方式，将
借助外脑学习和创新创造作为评价学习水平、学习
能力和学习者素养的重要内容。

(三)支持实现师生跨学科融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由1978年的人均GDP

在全球倒数第二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极度贫穷国
家，高歌猛进、一路飚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
经济总量超过了世界第三、第四、第五经济体的经
济总量之和，创造了世界国家史上持续高速发展的
壮举，然而我国的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在世界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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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名之外，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排名与国家经济
地位很不相称。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人才靠教育培
养，这很不相称说明教育有问题，教育与国家的高
速发展以及与国家和人民对教育的巨大期待相比，
显得不相称，教育界要反省，实际上著名的“钱学
森之问”很鲜明地指出了中国教育的问题，而钱学
森的大成智慧学又为解决此问题指明了方向。

钱学森大成智慧学的精髓是“集大成，得智
慧”，核心要意是量智与性智结合、科学与艺术结
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思维整体观与系统
观结合[16]，通篇贯穿了学科融合的思想。

钱学森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伟大科学家的代
表，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在美国攻读硕士、博士的
同时学习多学科知识、保持与多学科大师对话，使
他具备站在多学科前沿以大战略思维跨学科思考重
大问题的本领，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智慧校园建
设一定要从钱学森的理论中、经历中得到充分的启
示，创造条件让学习者跨学科学习，此外国家层面
上最好创建涵盖所有学科门类的知智网。

综上不难得出结论，是否支持实现虚实校园高
度融合、是否支持实现师生内外脑融合教与学、是
否支持实现师生跨学科融通的“三个支持实现”，
是衡量是否是智慧校园的重要判别标准之一。

五、智慧校园智能智慧论

机器人阿尔法狗在连续两年的围棋人机大战中
分别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和柯洁，标志着人工
智能深度学习已有相当高水平，人工智能已在许多
方面能够成为人们的助手，甚至于还会更多“抢人
的饭碗”。

信息技术支持的智能和人类的智慧具有本质性
差异[17]。 “物智能，人智慧”，智能化的物能够
解放人，使人走向更大的智慧，智慧校园应充分挖
掘智能以增进人的智慧。

纵观当今的智能发展，智慧校园可从如下方面
设计以智能支撑人的智慧：

(一)智能化推送教学实况
学习特别需要教的鲜活。当我们通过观看自己

面前教师的授课学习时，或通过看教师讲课的实况
转播进行学习时，会感到亲切，饶有兴趣，学习起
来往往精神饱满，然而当我们看同一教师讲课录像
并知道他此刻并非正在讲授时就觉得不那么带劲。
这是所有人或多或少有过的感受。因此，智慧校园
一方面要将教师教学面向全球开放，另一方面又要
采取智能的方式推送教育实况信息，让学习者能安
排合适的时间选择优质资源进行实况学习，让精彩

课一堂也不错过。
(二)智能进化数字资源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应用网络数字资

源学习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的常态，因为利用网络
数字资源学习有许多优势，其中一个优势缘于数字
教育资源的更新周期短，能够保持“鲜活”[18]。然
而，该优势相当程度是理论上的，因为资源开发完
成后少有人去不断更新完善，因此通过智能化的方
式进化资源历史性地摆到了智慧校园建设者面前，
要开发软件智能化地使教学资源进行优化完善。这
在当今已不是难事。

(三)智能化分析学习轨迹
走向基于大数据的发展性评价是学习评价的

发展大势，该评价的核心既在大数据，又在智能化
提取、智能化归纳、智能化批改、智能化判别、智
能化呈现，智慧校园要在评价的智能化推动评价发
展方面着力，真正实现立体式的、科学的发展性评
价，并能真正通过评价促进学生的发展。

(四)智能化管理
学校管理牵涉到许多方面，要通过智能化管理

减员增效，尤其要实现人事、教学、科研、后勤等
信息的共享共用，让教师从花大量时间上传、做资
源等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人不怕做事，但最怕
做重复的事，最乐于做富有挑战性的事。智慧校园
在类似的方面可做很多，人们要尝试做、努力做、
创新做。

以上表明，智能在支撑学习方面，既可以从大
处着眼，又可以在细微处施效，因此在以智能化支
持人的智慧方面要宏观、中观、微观全方位推进。
未来要特别注意发展和利用智能化学伴，开展智能
化助教、智能化辅导等试验。没有实实在在智能化
的利用与发展的学校，是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智慧校
园的。

六、结束语

在数字校园建设时人们以拥有为作为，以用
上新技术为旨归，往往停留于“器”和“术”的层
面。智慧校园以如何培养时代化的人才为出发点
和归宿，着眼于创造条件最大化地挖掘信息时代
人的潜能，在方式方法层面上建构，造“法”论
“道”。

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由浅入深、
由不知到全面认识的过程，对智慧校园亦如此，对
智慧校园智慧的认识更为如此，而且智慧发展无止
境，更使认识智慧的难度大到难以想象。本文从时
代维度探讨了创新智慧、开放智慧、融通智慧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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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智慧等四大智慧，很显然，这种探讨是初步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盟智慧
校园智慧探讨的行列，以用集体智慧绘就智慧校园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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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Great Wisdom of Wisdom Campus and the Connotation
Chen Lin, Hua Lulu, Feng Man, Wang Lina

(Wisdom Education Institu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wisdom campus research is in the ascendant, the wisdom campus construction heats up unceasingly. Nevertheless,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about the wise voices of wisdom campus can be heard without end. Wisdom of the lack of wisdom campus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wisdom of the school’s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How to reflect the wisdom of wisdom campus, the wisdom 
campus to build what, how to build and so on the basic issues, people are still in the primary cognitive stag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wisdom campus construct with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the blind action.To take a look standing in the height of the era 
of wisdom,the wisdom of wisdom campus lies in innovative wisdom, open wisdom, blending wisdom, intelligent wisdom, etc. The 
connotation of each kind of wisdom is extremely rich.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four wisdom is helpfu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campus into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healthy sc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campus should focus on 
the four major wisdom of the show for planning, design,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Era of Wisdom; Wisdom Education; Wisdom Campus; Wisdom Course; Intellectualized;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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