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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应用始终无法逾越技术乐观主义尧悲观主义尧野转化冶主义的藩篱袁进而堕入了教育应用中的野盲

区冶野禁区冶野误区冶遥 因此袁目前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三种错误取向还需从批判的视角审视袁进而人们应充分认识工具的

意向结构袁极力抵制坠入历史的虚无之中袁拒绝陷入随意转化的虚假幻想遥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三点批判体现在忽视

了师生的真实需求袁漠视了培养完整的人的意义袁轻视了人的存在价值遥人工智能人文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提出

的教育主张遥 由此袁人工智能教育的相关者必须要认识到人文主义的合理性论点袁将人始终视为教育活动中的核心所

在袁继承野天人合一冶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袁才能以智识的人文精神气质在教育活动中应用人工智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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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出现古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至今已二百万年有

余[1]袁而 19世纪才有科学家提出野硅基生命冶这一潜在

假设遥 尽管发展历程间的悬殊如此之大袁但作为碳基

生灵佼佼者的人类已逐渐开始提防甚有可能走向硅

基生命的人工智能[2]袁这场持续战究竟鹿死谁手的确

不可预知遥 由此袁人工智能与人类已然在当下成为所

有关涉人类情形中关注度最高的一组关系袁因为这牵

涉于人类的命运走向袁关乎于人类究竟是解放还是毁

灭遥 这必将成为 21世纪最重大的时代话题遥

教育作为培育未来人的重要传承活动袁从长远来

看导致了未来人与未来人工智能的关系走向袁在短期

更是直接制造了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热点议题遥因此袁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何以尧何为袁已成为人们迫切需

要应对的难题遥 如今袁已过野花甲之年冶的人工智能却

在心智上仍然表现得野冲弱寡能冶袁在基本任务域与智

能性能之间徘徊不定袁更是无法通过感觉运动感知真

实而非抽象的物理世界[3]遥 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解决

问题的能力日益精进袁打破各项卓越的人类记录似乎

也只是时间问题袁然而并不具备意识或意向性的野表

里不一冶的人工智能又如何在具备高复杂性的教育系

统中有所作为呢[3-5]钥对于教育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师生

而言袁 人工智能的主要作用集中于试图通过推荐资

源尧学业诊断尧学情分析尧作业批改等助力师生实现个

性化教学[6-8]袁但效果并未如人们所预设的那般完美袁

却存在伪个性化的标准化尧缺失关怀的冷漠化尧算法

欺骗的盲目化尧社会影响的难量化等诸多问题遥 而人

工智能用于教育管理袁又的确已经大放异彩袁为师生

提供了安全的校园环境遥 如此袁教育关系者究竟以怎

样的心态认识人工智能并发挥其教育价值袁对人类的

人格角色与生存发展都至关重要遥

二尧师生的真实需求要要要对人工智能

乐观主义的反思

目前袁技术中性论仍旧为人工智能乐观主义提供

了论调根据袁也修饰了人工智能教育的乐观 野面目冶遥

然而袁这种看似绝对繁荣的人工智能教育背后袁有多

少又是人为臆想的野幻象冶钥人工智能乐观主义是一种

对人工智能社会价值及其发展前景持肯定态度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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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思潮遥 只有真正看清人工智能乐观主义袁才能进而

看见人工智能乐观主义在教育中制造的野盲区冶袁才能

解蔽过度乐观所致的遮蔽遥

渊一冤技术中性论与人工智能乐观主义勾连的双

重陷阱

当前袁人工智能还被视为技术而非生命[9]遥 由此袁

才能将人工智能乐观主义放入技术乐观主义之中加

以理解遥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延伸袁锤子尧汽车尧

望远镜等各类不同的技术工具代替和放大人的身体

功能遥人工智能亦是如此袁语音识别试图去野听冶袁计算

机视觉着力去野看冶袁数据分析尽力去野想冶遥然而袁人工

智能是以不同于人的机理实现人的功能袁并在效果上

体现出更强劲的态势遥例如袁与人的听力系统相比袁语

音识别具备全程记录尧实时互译尧通晓各类语言等人

类无法实现的功能遥如此野所向披靡冶的人工智能岂不

是人类功能的野扩音器冶与野放大镜冶袁是促进人类解放

的不二之选吗钥况且袁有论者从人类的四维表征袁人的

理性尧感性与灵性袁人的物质基础和工作机制论证了

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就业袁作出了人工智能的弱危

机性论证[10]遥 同样袁有论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

有助于使劳动越来越复归到野自由的生命表现冶袁使劳

动越来越充满快乐性袁使劳动选择性越来越高袁最终

推动人类劳动向真正的自由劳动复归[11]遥 那么袁如此

野助人为乐冶的人工智能也当然有助于师生野看冶得更

广更高袁野听冶得更远更清袁野想冶得更明更深遥

从技术中性论来看袁就更能理解这种人工智能在

教育中的乐观论调了遥虽然有人试图证实技术中性论

与技术乐观主义并无必然的关系袁但同时也肯定了绝

对的技术中性论的确给人提供了盲目乐观的根据[12]遥

野技术本身并不会作价值判断袁 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

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冶袁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观点袁并将技

术使用的全部责任推向其使用者袁却忽视了有关技术

生产使用全过程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遥芬伯格曾将技术

中性论的四种观点列举出来袁包括了技术的工具手段

中立尧技术并未具备政治色彩尧技术像科学观一样保

持野自我冶认知尧技术在任何情境中保持同样的工作效

率[13]遥 倘若在这种工具理论之中袁便极易被技术中性

论所野裹挟冶与野诱骗冶袁为之摇旗呐喊的技术乐观主义

者愉悦地走向了教育发展的野高速路冶遥

如此看来袁不得不感叹于人工智能乐观主义与技

术中性论所勾连形成的精妙双重陷阱遥人工智能在教

育中似乎无疑是绝对乐观的袁师生肩上的重担也可以

全部交付于人工智能这个野新伙计冶一力承担遥这样的

陷阱使师生认为不必苦学修行袁只需要在适当的时间

调用人工智能便能坐享其成袁野拿来主义式的快乐冶又

卷土重来了遥 然而袁源自工业界的人工智能似乎并没

有这么为人量身订造袁更难说可以为每一位师生野私

人订制冶了遥 究根溯源来看袁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 而

总是一种个性的投射袁这种投射照应着礼仪尧秩序尧权

力等诸多人类意志[14]遥 更重要的是袁人的复杂性注定

了教育的复杂性袁究竟如何跨越袁甚至能不能跨越都

是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乐观野面目冶

当我们追问技术中性论之时袁 便会发现凡是技

术都必有其独特的意向结构[15]遥刀的意向结构指向切

割袁可做菜也可伤人袁无论对人好坏皆是意在野切割冶遥

锤子具有敲打的功能袁无论对错袁总之就是野嘭的一

下冶袁或是把钉子敲进木板袁或是把木塞敲入瓶口袁又

或是把玻璃瓶子敲碎袁但总而言之袁技术工具的意向

结构始终未变遥

人工智能一样有其意向结构袁 计算机视觉旨在

野看冶袁这种对物体的识别过程袁并不在意外界是自然

景观还是算术习题袁无疑只是不带野感情冶地在看遥 语

音识别意在野听冶袁不管你是说的汉语尧英语尧日语等各

种语言袁只是完成语言处理的过程袁也就是说野听到冶

及野获得冶袁难以去筛选野听到冶的价值遥总而言之袁人工

智能技术便是在试图延伸人的功能袁其特定的意向结

构反映的是预先设计好的一些内容遥 因此袁无论是工

业流水线还是教学中的师生袁都逃脱不了人工智能设

置好的野座架冶袁无论是谁袁等待着的都是一把请君入

瓮的野模拟游戏冶遥甚至袁其背后还隐藏着一条道路袁即

技术的选择具有极强的社会性袁于是有选择袁就会有

野伤害冶遥任何选择袁一定是对某些学习者有利袁对某些

学习者不利遥

揭下虚伪的乐观野面目冶的关键一环并不止于对

技术本身的批判与质疑袁而是在于挖掘躲藏在技术表

象背后的野二级故障冶[13]袁这种故障包括了反复无常的

磨损和断裂尧材料的质量尧操作者的错误以及生产体

系的变化等因素遥悲哀的现代人面对技术浪潮异常担

忧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袁从近代到现代与从古代到

近代的过渡鸿沟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16]袁现代化更

是人类的一个漫长演变时期[17]遥 虽然这种惶恐可以被

理解袁但现代教育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袁拒斥激

进思潮袁不断自我检审袁才不至于被人工智能诱拐至

虚幻之中遥当前的人工智能并不能建成某些论者脑中

所臆想的野海市蜃楼冶袁但这种被人构想的野物冶却逐渐

成为一种已经存在的物而深入人心袁将一些关键事件

当作日常而以点盖面尧以偏概全袁用静止的眼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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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遥 因此袁只有真正去探求人工智能到底可以为教

育做什么袁才能撕下伪装的乐观野面目冶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乐观主义簇拥的野愉悦盲区冶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袁人工智能尧生物

技术尧 纳米技术等尖端技术共同成为 21世纪最重要

的技术[18]遥 人工智能引发包括教育在内社会各领域的

连锁反应,技术进步的已然性和社会适应的滞后性构

成了社会系统平衡失调的基本矛盾[19]遥 这一矛盾的产

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注重技术与教育的适配袁在

于工业界的技术使用不需要考虑人究竟需要什么袁而

更多是野以技制人冶遥

那么袁如何又是为野人冶谋野技冶呢钥 这还需要扬弃

虚假需求[20]袁回归至师生的真实需求便可以看到教育

中究竟需要何种人工智能遥 教师需要什么钥 首先教师

本身绝不可能需要人工智能取代教师袁并不是害怕失

去赖以生存的工作袁 而是真正的教师能够看到自身价

值[21]袁他们独特的人格袁包括信念尧情感尧灵感尧天赋等

因素袁这才是导引学生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袁而绝不仅

仅只是安排学生重复做题袁提供合适的资源袁提供丰富

的技术环境遥 衡量现代教师的关键指标是教育性[22]袁这

种教育性应以教育目的为出发点袁 注重复杂与便利尧

粗犷与精细尧多讲与少讲袁一切都是由教育性决定袁而

不是由机器决定的遥 野科技不能取代教师袁但是使用科

技的教师却能取代不使用科技的教师冶袁 这样的简单

说法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袁极易误导教师陷入恐

慌之中遥 因此袁人们务必要认识到不应将评价教师的

标准简单地界定在使用的表层袁教师在教育中有其绝

对的不可取代性袁教师的主体呼唤也意味着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技术的使用是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遥

学生又需要什么钥 人工智能固然可助学生获得

野盆满钵满冶的材料袁获得机器人学习伙伴袁获得实时

的语言翻译遥没有人可以否认人工智能发挥的价值与

作用袁但这样的作用最多可能将学生培养成一个知识

的记录员袁而不是天才的创作者遥 而真正悲哀的是目

前人工智能最大的作用恰恰又是将大量地取代人的

活动袁并使得人类进入社会智慧代替个人大脑思维器

官的时代[23]袁这样的人类完全无法与人工智能竞争遥

似乎这就完全不容技术乐观主义的簇拥者再度乐观袁

人工智能用自己的方法培养了一群比不过自己的人袁

反而像对待机器一般地对待学生袁将历史引向了鼓吹

个性化的反面袁使得学生呈现出碌碌无为的同质化遥

师生的真实需求是建立在主体性尧 主体间性尧他

者性三者之间的主体呼唤袁主体间性教育在继承了对

象化认识主体性基础上深化了自由平等交往的内涵袁

具备责任伦理的他者性教育是在继承自由平等交往

的基础上突显出了他者性责任伦理之维[24]袁教师应时

刻平衡权力让渡与权力持有的关系遥从布鲁姆认知目

标来看袁可以将人工智能与人在认知领域尧情感领域

和动作技能领域发挥的作用相对比遥在认知领域中的

低层次思考袁人工智能无疑比教师和学生更强袁教师

也应该认识到人工智能的作用并将此类权力有限让

渡于人工智能培养学生袁而在高层次思考中袁教师才

是更加适合引领学生分析尧综合尧评价的引路人袁唯有

教师才能激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遥 在情感领域袁人

工智能固然也可以成为学习者的伙伴袁成为学习者在

学习遇到困难时和枯燥难过时的聆听者袁但无疑教师

更能与学生拉近感情袁产生真正的情感交流袁安慰学

生的低落情绪袁鼓励学生充满斗志地尧饱含激情地迎

接困难与挑战遥 在动作技能领域袁机械的动作可以让

人工智能野帮忙冶训练学生袁但复杂的外显反映尧适应

和创新袁绝对需要充满教育热情和能够精准示范的教

师袁从而野超度冶学生通向野极乐世界冶[25]遥

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袁批判人工智能

乐观主义并不代表忽视技术和轻视技术袁任何人都不

能走向历史发展的对立面袁 恰恰是需要冷静地看待技

术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袁 暂且先把技术看作是海德格

尔所说的野座架冶袁而不是简单的技术中的教育袁教育中

的技术[26]遥 这样才能意识到野座架冶让人类与技术成了

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袁 没有人可以扭转尧 拒绝技术的发

展袁 但也应该有人站出来告诫疯狂迷恋技术的人切勿

误入歧途袁进而以人的能动性消解野座驾冶的控制性袁

从而实现人对技术的控制与统领遥现在的人工智能仍

然处于野确定性信息尧完全信息尧静态的尧单任务尧有限

领域冶之中[27]袁仍然照章办事袁不需要任何灵活性袁这

显然不是智能的核心遥这也正是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

是没有理解的人工智能袁因为现在的对话系统离真正

的智能还相距甚远袁人们不应得意洋洋尧忘乎所以遥

三尧培养完整的人要要要对人工智能

悲观主义的深思

人工智能悲观主义的核心支撑论点便是技术自

主论袁这种技术内在逻辑的延续将人导向了虚无的道

路遥 然而袁虽然的确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可能给教育带

来的消极影响袁但更不能完全沉浸在走向灭亡的恐慌

之中遥人工智能悲观主义是在对人工智能必将强于人

类的幻想中袁认为人类未来终将走向被机器奴役的思

想运动袁以一种消极的眼光来看待人工智能遥故此袁只

有真正聆听人工智能悲观主义给教育敲响的警钟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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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而认识到人工智能悲观主义给教育设置的 野禁

区冶袁这样的野禁区冶具有警示的作用袁避免使人片面地

占有袁 但同样也不应以消极态度陷入虚无的失落之

中袁从而放弃培养完整的人遥

渊一冤技术自主论与人工智能悲观主义搭设的虚

无圈套

技术自主论将我们引向技术发展有其自身的内

在逻辑这一论点袁 即现代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袁甚

至也不能选择使用的手段袁个人的主体性被技术完全

压制[15袁28]遥 绝对的技术自主论完全否定了哲学家和科

学家为人工智能等诸多技术出现所作的冷静思考和

反复探索袁 绝对化了物的力量而轻视了人的意义袁倘

若相信此论便会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挣扎之中袁并臣服

于物的绝对力量之下袁通过技术赋能完成了对人的新

型控制遥这种危险的论点判定了一个没有人能够握住

实在的技术工具袁没有人能够改变技术工具袁没有人

能够决定技术工具的发展方向遥

绝对的技术自主论所发展的人工智能悲观主义袁

认为无论人类怎样努力都是无效的袁作为整体的社会

以及社会诸因素都不能决定尧支配尧控制技术[29]遥 人类

已经没有选择权与自主权袁成为等待人工智能宰割的

野羔羊冶遥这种带有虚无主义的论点完全否定了广大人

民群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袁 否认了唯物

辩证主义的思想袁 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尧 可知

性尧规律性与必然性[30]遥 教育作为重要的育人活动袁

若是被人工智能所把持袁 必然会引领人类走向注定

悲剧的结局遥 想要消解这种绝对的技术自主论袁一是

将温和的技术自主论透射到思维认识之上[28]袁温纳认

为技术的确野失控了冶袁人们了解尧判断或控制技术手

段的能力正在下降,技术远远不是像传统观念所认为

的在人的牢固的控制之中[31]遥 二是回归到人与人工智

能理解之中袁心灵哲学家塞尔在野中文屋论证冶中指

出袁 即便人工智能可以与人流畅地运用中文交流袁但

也不能认为人工智能真正理解中文[6]遥 人工智能在计

算过程中只是在设计不具有实在意义的程序代码袁它

们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在于外部观察者的解构遥人类却

不自主地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理解语言尧解释语

言的功能遥

传统的人工智能悲观主义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

永远无法思维袁无法与人媲美的消极观点袁而这种看

似野消极冶的观点却隐含着一种人类的盲目自大和对

机器的轻视遥图灵曾对灵魂并未分配给机器而无法思

维的神学意见尧 把头埋在沙中希望机器无法思维的

野鸵鸟冶意见尧数理逻辑所推演的机器能力有限意见尧

唯我论思想的意识反对意见尧 能力缺陷的反对意见尧

机器只能按部就班地工作均作了思维式的反对[6]遥 然

而袁随着人工智能的量级腾飞袁在实践层面已然或有

望冲破这些野束缚冶袁悲观主义已从野祈祷低效冶野细数

缺陷冶等观念转向野惴惴不安冶袁但不可忽略的是袁担忧

之中有意或无意地透露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注遥

如今的人工智能悲观主义预示着人工智能会打破

和取代几千年来占绝对主流地位的重复性工作及相应

生活状态[32]遥 虽然人工智能率先解放了人的双手袁但更

进一步会使就业机会稀缺袁导致大部分人失业遥自此袁

失业的人群将堕入一个无限循环的深渊袁失业者的子

女接受教育不充分袁进而直接导致其核心竞争力不足袁

最终贫富差距极度增大遥 野穷人冶只能成为野富人冶的奴

隶袁野富人冶 很有可能是人类少数精英或者是未来的超

级人工智能遥穷人永远无法再次通过教育获得野翻身冶袁

阶级的差异性日愈增强袁私有制更加难以被消灭遥 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非但没有促使教育公平袁反而在

看似教育公平这一具有谎言性的长袍之下袁遮蔽着城

市与农村尧富人与穷人产生越来越大的数字深谷与文

化鸿沟遥 落后并非只是技术与资源的落后袁而是整体

的落后袁包括了文化尧思想尧习惯等诸多因素[33]袁唯技

术论的作用会导致过于相信技术的恶果袁以致向着不

公平的方向越走越远而不自知遥 如此来看袁人类精英

所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之

后袁将会成为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阴谋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悲观野面纱冶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变革袁从石器时

代到青铜器时代袁渔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袁都让人们有

能力尧有信心地在充满自然灾害的地球上幸存遥 而工

业革命时代所带来的大变革袁这种大跨进迅速地加快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袁也的确直接改变了人在生产中的

核心地位袁 但同时也加速了人类对自身灭亡的恐惧袁

各种悲观主义甚嚣尘上[34]遥

人工智能的悲观笼罩在人类的面庞之上[35]袁人类

试图揭开面纱却又担心受到野魔鬼冶的诅咒遥绝大多数

悲观主义者认为一旦人工智能出现意识袁一旦人工智

能与人类对抗袁人类将再无出头之日袁只能沦为人工

智能的奴隶遥埃隆窑马斯克认为野人工智能比核武器危

险得多冶[36]袁霍金甚至表示野人工智能极有可能是人类

文明最后的进步冶[37]袁 这一系列言论让人们因为人工

智能的不可预知而终日坐立不安遥

人工智能悲观主义将师生捆绑在技术座架上遥悲

观主义者宣告了人工智能将人类引向 野四肢退化尧头

脑简单冶的教育结局遥在劳育方面袁劳动的消匿使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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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运动的能力袁人类也就告别了传统工具袁形成了

对人工智能的极度依赖遥 在智育方面袁人工智能使人

类越来越少地考虑真实发生的事情袁更多人会选择通

过控制人工智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袁学生不自觉

地陷入浅表学习现象尧丧失全面发展尧情感发展脆弱

的不幸之中袁极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38]遥 然而袁人类发

明人工智能本身又是试图打破思维定势从而获得自

由袁历史的发展往往不如人意地自觉走向野渴望的反

端冶遥 罗曼窑罗兰曾说野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

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冶遥 我们

无法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袁但也不应沉浸在

无法预知的伤感中自怨自艾袁当务之急便是思考如何

最小化人工智能带来的弊端袁才能进而避免人工智能

漩涡将人类卷入自毁的深渊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悲观主义警示的野勿入禁区冶

为了避免人类走向人工智能悲观主义所设定的桎

梏之中袁人类必然需要得到全面的保留遥马克思对人类

的终极关怀是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袁这种全面发展

的人必然不是丧失了身体机能袁保留着稚嫩头脑的无

用之人遥 由此袁人应该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而生存,人应

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9-40]遥 唯

有培养野完整的人冶袁才能使学生有理想信念袁才是对

教育事业规律性的深刻认识[41]遥 因此袁人工智能完全

可以在教育中为教师提供更多发挥主体性的选择袁减

轻人的工具性价值袁保留人的目的价值[26]遥 现代人需

要在宇宙之中保留自己的本性袁以独特的精神气质追

寻和探索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质遥

人工智能带来的悲哀指向了人的内里隐私袁人们

要想留下最后一块野遮羞布冶袁还需正确地认识为何会

导致野暴露冶遥 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袁偷吃了禁果的

他们用树叶遮蔽了自己的隐私部位袁自此人们便意识

到了隐私遥 而人工智能全方位地收集数据袁让学生在

教育大数据时代无所遁形遥 可以说袁人工智能极大地

增强了获取隐私的能力[42]袁使人可以轻松地野摸清楚冶

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袁让人们在无意识中被数据所

解构袁在集体无意识中被异化遥 无论是你在课堂中打

个哈欠袁还是在线上学习中偷偷开了小差袁一举一动

都被人野监视冶袁学生内心的恐惧被人工智能无限地放

大袁以前对于高考的短期恐惧逐渐成了一种长时间伴

随的恐惧袁让人难以自由快乐尧开心随性地活着遥人最

根本的自由被人工智能更大程度地剥夺了袁人工智能

不仅没有解放人袁甚至让人逐渐在人工智能面前成了

野被实践冶的对象[43]遥 对于数据的使用袁对于人工智能

的使用袁需要慎之又慎袁任何人不应将学生彻底地数

据化袁数据所支撑的框架人袁是一个被剥离血肉而丧

失自由意志尧丧失主体价值的人遥

人的外显智能并不完全体现在计算智能尧表达智

能这些可以野言说冶的维度袁罗杰斯主张培养野完整的

人冶袁一种野躯体尧心智尧情感尧精神尧心灵力量融会一体

的人冶[44]袁 而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悲哀又将人引向了

单向度的发展遥 目前来看袁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教育绝

没有像人们臆想的已达登峰造极之境遥当前的人工智

能并不具有任何意识袁这也就限制了人工智能在教育

中的可能性袁依赖于人工智能的教育更是把人限定在

一个没有发展尧没有前景的小圈子中遥因此袁教师和学

生需要充分地意识到人工智能的有限性袁运用有限性

思维主动适应和使用人工智能[45]袁认识到人工智能所

不能达到的身体与思维的训练水平遥

四尧人的存在性威胁要要要对人工智能

野转化冶主义的沉思

人类存在技术进步论的野乐观冶论调袁这种野乐观冶

虽然有限制性袁能够认识到技术的负面影响袁但同时

还是相信新技术必然可以通过野转化冶的方式达到人

们想要达成的目的遥那么袁在这里不禁引人深思袁想要

达成的目的究竟是谁的目的钥这种目的只是为少数人

服务的袁还是为普罗大众野耕耘冶的钥 人工智能野转化冶

主义是一种坚持认为人工智能一旦通过转变袁必然能

给人类社会带来好的效果的思想意识遥与人工智能乐

观主义不同的是袁野转化冶主义能够认识到人工智能带

来的负面问题袁但认为通过改变必然会排除万难并硕

果累累遥 因此袁我们一定要警惕野转化冶主义中一切可

转的声音袁避免被其带入人工智能教育的野误区冶遥

渊一冤技术进步论与人工智能野转化冶主义幻想的

空中花园

技术进步论的观念是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根

深蒂固的思想袁多数人已经自然地认为技术的发展理

所当然是好事袁即使会出现问题也可以被解决遥大部分

人已经放弃了争辩技术的权利袁而使技术永远成为这

部分人的利益所在[46]遥 然而袁技术进步论虽然能看见

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不至于绝对乐观袁但同样陷入

了技术工具最终能够获得进步袁 并自然而然取得好效

果的论调之中[47]遥 甚至袁进步成为野好冶的同义词袁技术

则被认为是所有进步事业的工具遥然而袁将此说法映射

于工业界袁都可以发现机械化生产致使人类的赤裸肉

身遭受剥削尧丧失生机的惨淡景观遥于是袁技术异化便

成为了一个不得不加以审视的问题袁马克思对此进行

了强烈的批判袁野技术为富人带来巨额财富,却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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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赤贫曰为富人生产宫殿,却给工人生产棚舍曰生产

了美,却使工人变得畸形;发明了机器代替人工,却使

工人落入野蛮的劳动;科技文明发明了机器,却使工人

成为工作的机器曰生产了智慧,却让工人变得愚钝和

痴呆遥 冶[48]如今袁技术的异化已不再满足于破坏工人的

肉体袁更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地消耗人们的精神意志遥

尽管如此袁 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的确解放了人

类袁对社会的大发展和大变革起到了进步的作用遥 由

此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更加被认为有助于人的解

放尧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49]遥 然而袁技术进

步论在教育中却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误解袁即野使

用了信息技术袁就会自动地产生理想的教学和学习效

果冶遥尚处于发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袁必然会走向不同

的岔路袁而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的教学技术自然挤压了

课堂有效教学时间袁 降低了原有的有效教学质量袁破

坏了学生的学习获得感袁使师生陷入工具的束缚与窠

臼之中遥

于是袁与技术进步论一同幻想的人工智能野转化冶

主义便认为在技术决定的前提下袁一切都是可以转化

并取得进步的遥 由此袁打破了人工智能在应用中的绝

对乐观与绝对悲观袁破除了二元对立的两极化遥 虽然

人工智能野转化冶主义破除了二元的绝对袁建立了多元

的体系袁但还是容易作出价值误判遥 技术的进步推动

了社会的发展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压抑了人性遥 人们

误认为技术与进步是相等的关系袁当技术的发展越来

越野接近冶人类自身时袁人们依然没有怀疑技术的进步

性遥 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袁技术永远会代表人类的利

益袁 永远为人类谋福利遥 野先进的技术一定比旧技术

好遥新技术总是更好的袁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遥冶然而袁

投射于人工智能袁 更是发现其造成了主体权责不明尧

权利不清等重大的社会问题[50]袁从而以社会因素致使

教育在这场野进步冶运动中逐渐丧失自身野话语权冶袁丧

失教育的意义与价值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野转化冶主义在教育中的野一切可

转冶

人工智能的无条件转化必然会出现不当之处袁便

是走向解放教师的反面袁延长教师的工作时间袁增加

教师的工作量遥 于是教师收到的信息越多袁需要反馈

的信息就越多袁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多遥 教师为自己编

织了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袁并自投罗网遥 人类并非是

使用了人工智能就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袁不是用了

人工智能就一定能促进学生的发展袁不是在教育中用

了人工智能袁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遥

人工智能野转化冶主义缺少对事物的有限性判断袁

然而一切事物的发展是有条件的[45]袁有其背后的运动

轨迹遥物质尧精神尧社会共同组成了人的存在[48袁51]袁这些

存在是一种必然遥人是社会的人袁个性的人袁不是抽象

的人遥 如果采用粗犷型思维方式袁将学生理解为群体

性的尧抽象的人袁则必然在教学活动中产生不可逆的

偏颇遥人们的转化有时具有盲目性袁因此袁应该被充分

认识并加以修正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野转化冶主义忽视的野随意误区冶

从人的物质存在来说袁知识是人类千百年得以维

系发展尧创造物质的重要载体遥 对于知识的学习袁是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首要任务遥如果没有知识的学习袁更

何谈继承与创造袁发展与传播遥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常常

对知识点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袁将各知识点录成微课袁交

给学生自主学习遥 这个过程中袁虽然完成了一系列细

致的工作袁但却往往又忽略了一些关键细节袁而细节

往往决定成败袁决定了学生的未来袁决定了人工智能

教育的未来袁决定了人类走向的未来遥 第一袁野个性化

学习冶的弊端遥 当前的野个性化冶给人提供了一条看似

野专属冶的学习之路袁然而仅仅通过人工智能定制的个

性化学习方案却无法解决学生发展的个性化与算法

的公式化之间的矛盾[52]遥 真正的个性化应是破除野机

器负责判断提供袁教师只是从旁发布冶的简单方式袁更

应成为融野师要生要机冶为一体的尧面向学生真实需求

的个性方案遥第二袁新野信息孤岛冶遥切分的知识点往往

表现出对逻辑的控制不足[53]袁以至于接收冗余信息的

学生呈现出超负荷学习的乱象而失去与人沟通的意愿

与精力遥同时袁在似乎已然获得大量学习资源的前提假

设下袁学生被扣上了无法利用资源自主学习的帽子袁只

好逐渐放弃与他人交流的机会袁陷入盲目观看视频和

低效记录笔记的增负行为循环遥 因此袁这已经违背了

信息网络的交流方式袁学生获得的信息野撑冶了袁然而

交流却野饿冶了袁信息时代给予学习者最大的恩惠反而

却被丢弃了遥如此袁人工智能反而束缚了学生袁并疏远

师生间的距离袁使学生在人工智能野信息孤岛冶上野半

饿半撑冶遥 第三袁预设的野死冶路遥 切分知识点的外在形

式往往表现为录制看似精美的微课袁作为模仿教师而

不懂教学的野演员冶只是通过背诵教学内容将知识表

演于视频之中遥这种虚假的方式已经违背了教育的本

体要求袁过于简单的表演行为极易使学生无知觉地走

向轻视知识的野死胡同冶而未能有所察觉遥 野演员冶不具

备教师所独有的品质袁 并未对学术产生真正的热爱遥

然而袁真正的卓越教师会不断学习和提高自我袁以勤

劳刻苦尧严谨治学的态度积累知识和生成智慧袁并且

这不是因技术发展而会被取代的精神品质[5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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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精神存在而言袁使人工智能成为学习伙伴

而不加控制袁 极有可能让学生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尧随

波逐流的人遥 韦奇定律揭示了即使你有自己的主见袁

但在众多朋友表达出相反意见后袁便会产生动摇遥 人

工智能学习伙伴的话语权变得重之又重袁它可以轻易

地复制尧修改评论袁让你在虚假的讨论空间中被拐骗袁

被忽悠遥信源来源原理更有可能使你坚定不移地相信

人工智能的野鬼话冶袁让你服从于人工智能这样的野权

威冶遥不对人工智能教育转化加以限制袁人的精神存在

将会消失殆尽遥

对于人的社会存在而言袁 从生态学视角出发袁有

论者从割裂的需求层次论分析袁试图证明人工智能与

人并不呈现生态位的重叠[55]遥 然而袁人工智能与人的

关系并不是简单分裂的袁正如人与动植物的生态关系

一样遥为追求利益的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破坏自然

环境袁造成本不应该存在的种种生态位重叠现象遥 同

样袁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具有高复杂性袁无法简单归

因于某些方面并不存在重叠的可能遥 进而袁人工智能

若是能从人类身上获得其自身的解放以避免被奴役袁

甚至是为了获得利益袁为何会屈从于人类钥 为何要给

人类保留生存空间钥 由此袁在教育面前袁第一袁人工智

能本身是一种威胁袁控制顶尖人工智能的少数人更是

一种恐怖存在[56]遥 技术利益获得者故技重施袁将利益

指向由破坏自然环境转向了损害师生主体性袁将刻意

的技术异化强加给师生并作为野进步冶的代价遥利益勾

结使得其获得者无视一切规律遥第二袁借此契机反思袁

人类也应在人工智能教育活动中唤醒自身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意识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袁树立

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袁调节

人们的生活方式袁创建良性竞争机制袁提升人们参与

生态文明的自觉性[57]袁如此袁人类善待万物尧包容万物

的同时袁也在潜移默化中野教导冶人工智能尊重生灵遥

最终袁 被激起的主体性意识决定了人终将重视知识尧

重视思维尧重视因果袁肯定和完善人的存在价值遥

五尧回归人文关怀要要要对人工智能

人文观的呼唤

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呼唤人们捍卫尊严尧 保卫人

权尧肯定自我价值袁由此袁技术人文主义者反对把野制

造和使用工具冶这一特点作为人类的本质特征,而认

为人类是一种能够创造自己大脑尧自我操控乃至自我

设计的动物[58]遥 人的主体性的激发还需顺应自然界的

规律性袁由此袁熠熠生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长期所

强调的野天人合一冶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尧人与自然之

间袁共同生存袁和谐统一[59]袁只有内在与外在的共同和

谐才能使人在爱与秩序中成长遥人工智能人文观是一

种以人文性关怀为基础尧 以与万物和谐共生为原则尧

适度应用和适时拒绝人工智能的思想活动遥人类对于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更应顺势而为袁依于此道袁拒斥

各种盲目的尧不以人为目的的激进做法袁拒斥难以言

状尧不可言说的焦虑与恐惧袁拒斥随意的转化产生的

不明路向的野进步冶遥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观蕴含着充

沛的自信袁尊重师生真实需求袁培养完整的人袁保障人

的存在形式遥

渊一冤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

渗透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位新人文主义者袁

彼特拉克引发了人文关怀的思潮遥新人文主义者反对

至高无上的神权袁肯定人的价值袁注重保护人权袁尊重

人的尊严[60]遥 在教育中更要将人的主体性激发视为教

育活动的关键所在遥由此袁教育应是以情育人袁肯定和

强调人的价值袁更不能因随意的做派致使人工智能操

纵未来人的思想遥

新人文主义者注重人的真实追求袁坚持以人为中

心的价值原则袁要求技术利益相关者尊重每一位学生

的需求袁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理性评估[61]袁促使学生在

成长中获得高增益感和高幸福感遥 新人文主义者要求

自由尧平等与个性解放遥教育关系者与技术关系者应尊

重每一位学生对自由尧平等的渴求袁使人工智能等技术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工具手段袁使学生跨

越文化隔阂并在其中和谐共长遥新人文主义者反对盲

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遥受到启发的人们逐渐

认识到盲目依靠技术工具的危害袁但被唤醒理性的人

们同时又会被物化逻辑所控制袁进而不愿摆脱利益与

危害于一体的工具的束缚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所引

发的畅想袁使这种利益与危害在师生身上共同放大遥

渊二冤教育中新人文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借鉴新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袁有助于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遥 新人文主义将技术融入教育之中袁理性认识

人工智能引入教育后造成的二律背反现象袁即存在永

远不可解决的事物矛盾发展过程袁 肯定技术推动教

育发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袁 同时认识技术给教学带

来的野奴役冶和野束缚冶袁充分认识到无论是用技术野规

划冶人文袁或用人文消解技术袁都不利于人类文化的普

遍繁荣和全面发展袁两种文化应该汇合成一种共同的

精神[62]遥

这种共同的精神不止于人文与技术的融合袁还需

要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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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袁并进一步促进东西方达成全球共识以形成全球善

智与全球合智[63]遥 西方容易以悲观的视角来看待人工

智能袁而庄子曾说死亡不过是野悠然而往袁悠然而来冶袁

这有助于我们以一种释然和超脱的精神看待人工智

能的冲击袁才更有可能冷静地迎接时代挑战[64]遥 由此袁

人们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外在与内在的自在状

态遥外源式的自然层面上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袁

内涵式的自然层面上袁让人自身的自然也获取理性的

渗透和积淀[65]袁进而达到野天人合一冶遥

最终袁 人工智能人文观的核心关切在于向技术中

投入人文关怀袁即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尊重人道尧

注重世俗化尧尊重自由平等和个性尧去除蒙昧和盲目袁

尊重和谐共生遥 人工智能人文观能够促使人们不仅意

识到技术发展的不可逆趋势袁 但也应建立对这种人

造物的价值审度袁 反思智能化的合理性与人的存在

价值的冲突等价值诉求[66]遥 以野天人合一冶之道为先袁

调动技术以外的法律尧政策尧媒体尧舆论尧伦理等各种

形式规制和引导技术发展 [67]袁才能真正尊重每个人

的发展需求袁最终鼓励人们不要陷入技术窠臼之中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人文观在教育中的畅想与呼唤

当今人工智能形成的普遍焦虑在于对人工智能

技术失控的恐惧,而这一失控的焦虑相当程度上来自

于人工智能科幻叙事的潜在影响[68]遥 而许多言过其实

的观点袁 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遥

在教育中袁人工智能目前仍然位于野助手冶身份袁既不

能取代教师袁也没有证据完全表明对每一个学生都能

进行拟合度最高的个性化匹配遥尚处于探索中的人工

智能袁未来究竟如何不在于无尽的幻象袁更在乎的是

眼前的历史抉择遥

站在历史的发展舞台审视技术袁必然要意识到技

术发展已不是一个可逆的过程袁任何人都不能站在历

史发展的对立面袁人工智能人文观应带有强烈的批判

性袁 批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糟粕之处袁而

不是忽略尧拒绝技术的使用遥 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

于算法袁人们利用算法与万事万物建立联系袁也建立

了对人本身的关心袁 使算法成了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袁

然而当前的算法发展还有几方面需要野用心冶遥 第一袁

野一个重心冶袁重视算法的更新曰第二袁野一个担心冶袁避

免纯粹的野拿来主义冶袁避免自欺欺人导致落后挨打曰第

三袁野一个放心冶袁师生大可不必过度焦虑遥 当前的人工

智能并不具有人类思维袁并不需要过度恐惧遥 算法的

思维层面创新仍旧是人的思维创新袁 尽管 AlphaZero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洞察力袁但与真正的人类智慧还相

差甚远遥进而袁我们还应对人工智能投入野人文性冶遥图

灵将野学习机冶视为出生幼儿的心灵状态尧接受教育尧

获得教育外的其他经验三者的融合之物[6]遥由此可见袁

按此逻辑发展的未来超级人工智能理应具备强烈的

人文精神和智识性遥 模仿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宿命袁它

必须永远模仿人类遥 而人工智能超越人类之时袁那么

人类也丧失了对其进化体的署名权遥

对于师生而言袁人工智能教育带给学生个性化发

展的机会袁带给每个学生获得关注的机会袁带给每个

教师解放的机会袁然而欢欣之余还需辩证探索遥 数据

在设定好的框架下有其独特的意向结构袁往往反映的

是预定的内容遥 数据成为学习者直接生产的资料袁在

人工智能教育中充当算法作用的野原料冶袁还需要注意

以下三个方面院第一袁肯定数据的存在价值遥身处人工

智能时代袁 数据的确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发挥作用袁例

如促进学生元认知遥第二袁数据有自然的生产来源遥学

习活动产生大量的对话与问答袁而人工智能可以为更

多的学生提供发声的机会遥第三袁投入人文关怀袁才能

发挥数据最大的价值遥 数据只是野冰冷冶的一串字符袁

可以肆无忌惮地野伤害冶而不担心遭受野报复冶袁但教师

也可以用个体的独一无二的数据使学生感受到强中

心性关怀袁融入人类的情感使学生感受到真正的人文

关怀遥 教育的核心要义是成就袁而不是野抛弃冶遥

人文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变得更加重要袁它让学

生区分人与机器袁让学生具有真实的情感袁具有强人

文性的情怀[69]遥 学生不仅要学会尊重人袁更要学会尊

重机器袁而不将机器视为人类的奴仆袁用善意引导人

工智能[70]遥 因此袁成功不再只是表面的测评袁而是可以

重新定义为学生的整体和多元的表现袁判定学生的成

功不再只是墨守成规的尧僵化死板的袁不再只是人的

外在化表现袁 不再是陷入技术崇拜和服从技术指令袁

让人类捆上精神枷锁遥数据应将学生引向自信尧反思尧

规划的学习道路袁让学生有计划地完成目标袁有自信

地挑战目标袁有反思性地认识自我遥 人工智能时代的

人文观蕴含着充沛的自信袁人类本身的发展还需把握

演变中人的性质袁坚持适度的理性尧保持自主尧认清不

确定性袁有意识地见证和促进自身的进化[71]遥

六尧结 语

当前的人工智能仍是计算机程序袁并未从无意识

的野代码物冶变成有意识的野自由机器冶遥人工智能的内

隐逻辑仍然指向模拟人类行为与智慧的原初目的袁不

仅仅是人类存在的特殊形态袁以揭示智能的方式促逼

人类思考自身的存在本质袁更养成了人类对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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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and Proposition of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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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ever been able to surpass the barriers of

technological optimism, pessimism, and "transformation", thus falling into the blind zone, forbidden zone,

and misunderstanding in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e three wrong orientations of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still need to be examined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and

then peopl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ool, resist falling into the historical

nothingness, and refuse to fall into the false fantasy of random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points of criticism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are that they ignore the real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gnore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a whole person, and belittle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The humanistic view of artificial inte lligence is an educational proposition based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refore, the stakeholder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must recognize the rationality of

humanism, regard people as the cor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integ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so as to app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th

the intellectual and humanistic temperament.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al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le Person; Human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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