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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胡旻） 为促进我省各职业院校间的交流
与合作，打造新时代德技双馨新工匠，11月
1日，新湖南“湘职教”频道正式上线，成为我
省首个宣传职教的新媒体客户端专业频道。

据悉，新湖南“湘职教”频道将以“教育
为源、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与湖南同
行”为宗旨，构建职业院校之间，院校与行
业、 企事业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合
力打造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频道将开

设“名师”“名校”“工匠”等多个特色栏目，依
托新时代新媒体技术， 全力做到内容上
“快”，德技双馨上“心”、工匠人才上“专”。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社委、华声在线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龚定名表示， 新湖南作
为湖南日报社客户端， 是宣传省委省政府
政策的主平台。此次上线的“湘职教”频道
将从内容、技术、平台等方面与“互联网+
职教”紧密结合，讲好职教故事，助力我省
新时代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通讯员 吴靖
记者 李传新） 半年发生3次离奇休克送医
抢救，娄底一初中生阳阳（化名）因为常见
的面食发生严重过敏差点致命， 今天下午
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过敏门诊就医。
我省首家儿童过敏门诊正式对外开诊。

省人民医院儿童过敏专科李文开医师
介绍，阳阳这种情况很少见，他属于“食物
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速
发型过敏反应。 阳阳有过敏性鼻炎等特应
性体质， 吃了面食没事， 光运动也不会发
病， 吃了以后再运动就可能发生严重过敏
反应而致命。对于这类病人来说，运动、服
用阿司匹林、喝酒等均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运动引发的过敏反应发作距进食面食时间

可为半小时至6小时，常常被人忽略，要格
外注意。

据了解， 过敏性疾病是近几十年来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的一个关键
公共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疾病，
造成了巨大社会经济负担。 在近30年间，
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至少增加了3倍，涉及
全世界22％的人口，小到皮肤红痒，大到哮
喘、休克甚至死亡，过敏的原因多种多样，
过敏的症状轻重不一。同时，过敏原种类繁
多，已经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食物
过敏占到了全部过敏的77%。儿童过敏专家
指出，随着过敏性疾病的增加，导致过敏的
原因多种多样，症状轻重不一，有些很容易
被忽视，早期的准确判断和防治十分重要。

促进交流合作 讲好职教故事

新湖南“湘职教”频道上线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唐璐 张琼）长沙市
天心区残联透露， 近日在山东泰安市举行的
第三届全国残疾人专职委员知识竞赛中，来
自天心区的3名专职委员代表湖南省参赛，取

得个人笔试赛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团体三
等奖的好成绩。

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残联的90名
残疾人专职委员参加了比赛。经过初赛，山

东、天津、湖南等10支代表队30名选手脱颖
而出，参加决赛比拼。决赛共有初露锋芒、
描述抢答、手语知多少、逆袭时刻等7个环
节。最终，天津代表队获得冠军，辽宁、甘肃
和山东代表队获得亚军，江苏、湖北、陕西、
北京、湖南、江西代表队获得季军。竞赛按
个人排名， 并根据初赛个人笔试成绩评出
“学习之星”一等奖6名、二等奖12名、三等
奖18名。

天心区选手在第三届全国残疾人
专职委员知识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过敏性疾病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疾病

湖南首家儿童过敏门诊开诊

11月6日，演员在表演湘剧《琵琶记》。当晚，由湖南省湘剧院复排的《琵琶记》在长沙
湘江剧场首演。该剧讲述了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是湘剧高腔最具
代表性的经典剧目。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湘剧《琵琶记》复排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蒋志平

11月6日，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和省教育战
略研究中心主办了首届教育智库湘江论坛，
围绕“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的主题，来自教
育部、高校、科大讯飞、阿里巴巴的专家为我
们展开了一幅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发展的现状
与未来的图景，并探讨了应防范的风险。

现状：那些已被人工智能改变了
的教育

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教育。 在长沙育英
学校，可以采集学生作业完成和反馈情况、课
堂测验成绩、 考试成绩、 课堂表现等所有数
据， 进而分析出学生在哪些时间段学习效率
比较高、擅长或不擅长哪些科目等，帮助学生
对症下药。 不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 没人辅
导、没人监督又孤独的孩子，学堂在线和清华
大学研发的小木机器人陪伴你，帮选课、知识
查询、学习问答、学习管理。华中师范大学用
微助教签到、答题、讨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安防平台已经在用人脸识别、车牌识别、数据
结构化分析智能功能。 广东省的英语口语测
评和全国30个省的普通话等级考试用的是人
机对话。据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建华介绍，
湖南已有11所高等学校开展数字校园、 智慧
教育、人工智能、网络学习空间等创新试点。

教育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专家组专家、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吴砥总结， 人工智能教育
已应用在教育管理（智能分班排课、 招生管
理、课堂考勤管理、智能图书馆、智能校园安
防等）、语言测评、智能辅教、分级阅读、教育
机器人、智能陪练（如音乐陪练）六个方面。

另一位教育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专家组
专家、科大讯飞集团副总裁王卓发布：人工智
能的语音识别技术准确率达98%，翻译已达大
学英语六年级水平， 口译达到英语二级和三
级水平，人脸识别准确率已超过99%，图文识
别准确率超过97%， 机器阅读达到专家水平，

阅读理解超过人类平均阅读水平。

未来：人工智能将重构教育生态
“构建我国面向智能时代的教育生态体

系势在必行。”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介绍
了美、英、法、日、韩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情
况， 认为教育肩负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与发
展的重要使命，未来将扫除唯分数、唯升学、
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唯”教育。“智能
时代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倒逼教育生态系统
必须做出全面、深刻、彻底的转型和升级。”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首席专家朱益明认为， 人工智能改变教育管
理、教学组织与教学方式，只是当下对教育形
式的改变，而改变教育方向、教育内容与教育
体系这些教育的本质却是长期的任务。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
处处长陈云龙专题报告了“人工智能与学校课
程发展”，阿里巴巴集团钉钉未来教育实验室首
席专家施建国介绍了技术赋能的教学创新。

科大讯飞集团副总裁王卓形象地介绍了
人工智能在未来改变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室
环境更加智能， 每位教师都有一个人工智能
助手，帮助老师备课资源搜索、学情掌握，课
中高效互动， 让每一位学生都获得关爱。课
后，课堂实录助力老师教研反思。考试智能批
改，每一门学业课程都有知识图谱，因材施教
成为可能。对师生数据采集，分析，促进高效、
科学的教学评价和决策。 以服务为核心，学
校、专家、企业、社会、名师都来助力教育，构
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资源供给生态。 各类学
习资源触手可及， 虚拟学校与实体学校无缝
融合。

在众多专家的描述中，未来，人工智能将
使教育变为终身性，“活到老学到老”。教育越
来越开放，时时学习、处处学习成为可能。学
校、家庭、社会日益成为融合在一起的无边界
学习中心。 教育成为定制服务， 尊重个人差
异，从兴趣出发，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潜能。

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路途上
的风险防范

机遇、挑战与风险并存。专家们对人工智
能助力教育变革的飞速发展， 都提出了要防
范伦理、安全、数据欺诈、数字鸿沟等风险。

教育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专家组专家吴
砥担忧，对学生的全面监控，随时随地窥探、
跟踪和分析， 会不会筑起一座“数字圆形监
狱”？个性化服务为学生提供最优化学业方案
或职业规划，是否限制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
利益的驱动下，培训机构和人员有可能窃取、
贩卖、滥用学生的私人信息。而当学生意识到
一切行为都在监控中时，又有可能伪装，形成
表演型人格，反馈失真。人工智能如果处理不
当， 有可能导致一部分人无法享受人工智能
带来的福利。他提出了四大解决对策：加强行
业安全立法， 出台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伦
理规范， 建立人工智能教育行业发展的制度
规定和行业标准。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叶文梓立足
于智慧教育的深圳探索， 他认为技术的先进
性与制度的滞后性， 是当前智慧教育发展的
重要制约因素，需要更多既懂技术，又懂教育
的复合型人才。当前，很多智能产品技术很先
进，但教育属性不够，好用的不多。他希望学
校、家庭、社会、企业都不要太心急、不要太功
利，不断优化智慧教育生态。

中国教育科学院副院长马涛从宏观角度
认为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加快应对策略研
究，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高等学
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政策见效落地。

湖南省教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江清
给湖南列出了“人工智能教育基础能力提升
计划”：在高校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学院”、建
设一批“‘AI+X’复合专业群”、校企共建一批

“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到2021年，重点支持建
设50个人工智能实训基地。

科教前沿

人工智能，将重构教育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