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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持续
升温，人才短缺现状受到关注。国务
院于 2017 年 7 月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 提出，“实施全民智能
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
能相关课程”，为人工智能教育赋予了
新的任务。

近日，我国第一本面向中学生的
人工智能教材—— 《人工智能基础

（高中版）》 正式发布。人工智能课程
进入了高中课堂。这本教材具有哪些
特点？中小学教师、学生应该为人工
智能教育进课堂做哪些准备？中学阶
段人工智能教育与大学有何不同，其
开展的必要性是什么？带着问题，记
者专访了教材主编之一，华东师范大
学终身教授、慕课中心主任陈玉琨。

人工智能教材走进中学
课堂

记者：您与汤晓鸥教授共同主编出
版了国内第一本中学人工智能教材，出
版这本教材的背景是什么？

陈 玉 琨 ： 人 工 智 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正 在 全 球 迅 速 崛 起 ，
已经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
久前，阿尔法狗 （AlphaGo） 和阿尔
法狗元 （AlphaGo Zero） 以无可争
辩的能力战胜了李世石、柯洁等人类
围棋高手，名噪一时；30 多种语言的
互译超乎人的想象；在攻克癌症的领
域，人工智能也大显身手⋯⋯人们因
此真正感受到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
来，它改变我们生活的节奏会越来越
快。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特别强调“加快人
工智能创新应用”。文件要求：“利用智
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
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
习的新型教育体系”“实施全民智能教
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
关课程”，这给人工智能教育提出了新
的任务。

同年，商汤智能科技与上海市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目标是使上海成为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高地。为此，
商汤智能科技与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
心合作，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上
海交大附中、上海七宝中学、上海格致
中学、上海市西中学、上海晋元中学的
教师共同编写高中版人工智能教材。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中文大学林达华教
授团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该教材目前的使用情况及
使用计划如何？

陈玉琨：在 《人工智能基础 （高
中版）》 编写过程中，上海市西中学
已采用选修课形式开设了相关课程，
受到学生的欢迎。截至教材发布时，
全国有40余所知名高中加入了华东师
范大学慕课中心“人工智能教育实验
基地校”，目前还有更多的高中期望加
入，他们对人工智能课程的开设抱有
极大热情。

我们希望由点到面、辐射全国去
推广这本教材，以40所人工智能实验
基地校引领全国高中，推动我国高中
教育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发展；同时开
发 《人工智能基础 （高中版）》 的线
上版本，取得线上线下结合、动手动
脑并重、间接知识掌握与直接知识获
得相统一的高中教育新经验。

记者：从中学教育角度而言，该
教材的出版会对人工智能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起到哪些作用？

陈玉琨：该教材以“手脑结合”
为主要学习方式，注重间接知识与直
接知识的融合，在给学生提供必要的
基础知识后，特别设计了 22 个实验，
需要学生动手去做。我们作为教材的
编者特别希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发
挥出独特的想象力，设计出在高中阶
段有限时间内能完成的项目，并动手
将其转化为独具特色的作品，在这一
过程中享受到创造的无穷乐趣。

教材，尤其是中学与大学的理科
教材，是以概念、原理及其相互关系
的阐述为主要内容的，它已经隐去了
这些概念与原理是如何被科学家所发

现的、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用处
等内容。而这些概念与原理及其相互
关系的阐述就被称为“间接知识”。学
习者不可能重复科学家所有的发现过
程，所以“间接知识”的传授有重要
的价值，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让学
生了解这些概念、原理及其相互关系
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在现实世界中
有哪些作用，不仅会让教材变得更加
生动、让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高涨，
同时也会让学生的思维与创造能力得
到有效提升。

该教材不仅重视人工智能原理的
介绍，更注重这些原理在生活中的运
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该教材的出版
对其他学科的建设有示范与启示意义。

人工智能课程对教育提
出新挑战

记者：您认为中学阶段人工智能
学科的教学目标应该如何定位？教师
又应该如何开展具体教学？

陈玉琨：这本教材的重点在于普
及人工智能的原理与技术，希望引起
学生对人工智能学习的兴趣。当然，
我们也期望能为高等学校培养一批人
工智能领域的拔尖人才奠定基础。

如前所述，我们更希望通过本教
材的教学，创造出能将“间接知识”
与“直接知识”相融合的教学经验，
促进我国课程与教学的改革，这也是
我们希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意
的，这一经验的创造需要一线教师的
艰苦努力。

记者：开设人工智能课程是否会
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知识结构提出新
的挑战？中学教师该如何应对？

陈玉琨：人工智能是近几年刚刚
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领域。客观地说，
中学教师在该领域的知识储备是不足
的。不过，在一个学习型社会，知识储
备不足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教师
有进一步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就行。

为帮助教师克服知识储备不足的
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近期将

举办“人工智能教师研修班”，首先培
养一批人工智能种子教师，希望以他
们为引领，逐步提升我国教师总体的
人工智能素养。

记者：与物理、化学、计算机等
学科相比，人工智能课程是否对学生
已有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新的要求？学
生如何学好这门课程？

陈玉琨：在我国中学，物理、化
学与计算机等学科的教学都遵循“循
序渐进”的原则，这一模式已经成为
学校教育的常态。然而，人工智能领
域的学术与技术含量极高，尤其是一
些算法需要用到高等数学的知识，这
已经超出了高中生掌握的数学知识范
畴，有些甚至超出了大学本科的范
畴。为了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和掌握人
工智能的原理，本教材对这部分算法
只做定性介绍，其定量部分留待学生
日后钻研。这些算法已在相关教学实
验平台上开放，供学生动手时调用。

教材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循序渐
进”与“留有余地”两者之间的平
衡。所谓“留有余地”就是给一些对
人工智能特别感兴趣的学生留有拓展
学习的余地，就是给一些有奇思妙想
的学生异想天开留有余地，就是给不
同的学生留有各种不同的发展空间。

我们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异
想天开是创造真正的开始，学习同一
本教材不必也不可能收获同样的结
果。因此，编者特别鼓励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进行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
动，相互质疑、挑战。教师能够引导
学生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教学的
成功，学生能问倒老师是学习的真正
开始。

记者：大约在 15 年前，计算机基础
作为选修课进入了中学课堂，而今天，
人工智能也来到了中学课堂。您如何
看待“在中学教育阶段开展新兴技术课
程”这一现象？

陈玉琨：信息技术走进课堂，为
提升学生信息素养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也为今天人工智能课程进入中小

学奠定了基础，因为人工智能是以互
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的。国
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谈
及人工智能教育时，也特别强调“在
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
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
开发和推广”。

人工智能教材应适合学
生年龄特点

记者：高等教育阶段人工智能学
科的教学应该如何开展，与该课程在
中学的教学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陈玉琨：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
编写组除特别强调教材的原创性与科
学性外，还特别关注教材的可学性。
对于教材来说，可学性是编写成功的
重要指标。

可学性在学习论的意义上包括三
方面含义：第一，在特定的年龄阶段与
知识基础上可学。同样是《人工智能基

础》，高中版与初中版会有很大不同，因
为学生的知识储备不同、理解能力不
同。第二，在规定的时间内可学。学生
在特定的学段，其学时总是有限的，
在学习人工智能课程的同时，还有很
多其他课程等着他们，他们需要在学
习人工智能与其他课程之间找到恰当
的平衡。如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当
然他们就能学得更多、更好。第三，
大多数学生可学，而不是仅有 2%至
3%的“精英”或者在该领域有天赋的
学生可学。

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本教材力求做到适合学生的年龄特
点、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生动活
泼。概括来说，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
的学习，感性成分会多一些，而在高
等学校，尤其是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
专业，学习需要更深入、抽象，因而
也更理性。中小学学生学习人工智能
重在“手脑并重”，而高校学生一定要
把学习与研究结合起来。

人工智能教育怎样融入中学课堂
——访《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玉琨

本报记者 刘亦凡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玉琨。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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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城文缘连两岸 万卷书香传友谊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工作纪实

以书会友
学术精品入台促交流

一湾海峡，隔海相望，血缘至亲，
文缘深厚。2014 年 12 月，“福建师大文
学院学术精品入台出版工程”正式启
动，学校与台湾著名出版社“万卷楼”
签署协议，拟在 10 年内推出 《福建师
大文学院百年学术论丛》 十辑共 100
册。目前，已出版四辑 40 册，第五辑
10 册正在编辑中，预计明年春正式刊
行。

据介绍，这套丛书内容广博，涵盖
中外，贯通古今，涉及传统文化、古
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
较文学、语言文字、文学教育等众多
领域；作者是新中国后文学院几代学
人之翘楚，既有学科奠基人黄寿祺、
俞元桂等先生，又有博士点创始人姚
春树、齐裕焜、孙绍振、陈庆元、张
善文、马重奇、汪文顶、谭学纯等教
授，还有新一代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郑
家建、李小荣、林志强、葛桂录、余
岱宗等教授。

“福建师大以书会友，在大陆高校
院系中尚属首次，是两岸学术交流的一
种新尝试，有助于扩大福建高校在台湾
的学术影响，并对深化两岸学术文化交
流也具有重要意义。”台湾著名学者林
庆彰先生说。

台湾“中研院”院士曾永义认为，
这套丛书学术价值高，是“文学研究者
必须购买的经典”。

林庆彰、陈满铭等台湾学者给予高
度评价：这套学术论丛高度体现了福建
师大文学院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

该校将丛书赠予台湾著名高校、
文化研究机构、图书馆和知名学者，
并延伸至“一带一路”沿岸国家和地
区 ， 有 力 促 进 了 对 台 、 对 外 学 术 交
流、文化合作和情感增进，这在两岸
出版史和文化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的

时代意义。
另外，福建师大文学院还与台北

市立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高雄师范大
学文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等学
术单位联合，连续召开了四届“两岸
中国文学研究座谈会”；与台北市立大
学人文艺术学院缔结为姊妹学院，并
联合成立了“闽台文学与文化研究中
心”⋯⋯

学术交流频频跨越海峡，还得益于
福建师大文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学科
建 设 水 平 。 该 校 文 学 院 现 有 教 授 36
人，副教授 31 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已 达 71% ， 教 师 具 有 博 士 学 位 者 占
75%。文学院是国家特色专业、福建省
高峰学科建设学院，中文学科已进入全
国同类高校系科的先进行列，现有 1 个
国家重点学科，1 个省特色重点学科、
3 个省重点学科，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含
10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 个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 （含 10 个二级学科硕
士点）、3 个硕士专业学位点，1 个国家
文科基地。

以文会友
文学创作进台增友谊

在学术精品投石问路、点燃热火之
后，福建师大文学院酝酿推进了一件文
学盛事——青年大学生文学创作作品进
台湾！

学校文学院与台湾 《国文天地》 杂
志共同策划了“福建师大小说作品特
辑”，并于 2015 年第 1 期 《国文天地》
发表。从当年起，《国文天地》（单月
号） 每期刊载一辑福建师大学生的文学
作品，至今已连刊 21 期，囊括各类文
体，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学
生。2015 年 4 月，文学院选辑 47 篇学
生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以 《镜子的背
面》 为书名在台湾结集出版。此外，

《国文天地》 陆续发表了文学院教师的

创作、论文和书法等作品，扩大了文学
院在台湾的影响。从第三十四卷开始，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还将与台湾出版方
合作编辑出版该刊，开创大陆高校与台
湾出版方联合出版具有高影响力的文化
刊物的先河。

学生的文学创作在台湾大放异彩，
这并非是一朝一夕的灵感突发。近年
来，福建师大文学院致力于提升青年大
学生创作、创新、创意能力，坚持院刊

《闽江》 的原创精神，举办一年一度的
文学创作大赛，至今已连续出版 《沉默
的歌唱》《时间的剪刀》《云起在他乡》

《青春的纪程》《逐梦的流觞》《震颤的
琴弦》《生命的河流》 和 《飞霜的时
光》 等 8 部学生作品集，营造出“文学
在手边”的创作浓厚氛围。

2014 年，福建师大文学院在福建
省 内 率 先 发 起 规 模 宏 大 的 “ 散 文 行
动”，并出版学生作品集 《苔》《看见自
己》 等。2017 年 11 月，曾经推出全国
首份铅印大学生诗报 《南风》 的南方诗
社宣告复社，并出版了 《诗想长安——
福建师范大学南方诗社作品选》 一书。

福建师大文学院院长李小荣教授
说：“文学院的文学创作精神在校内外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福建文学界
的高度关注。文学创作是检验我院人才
培养和学生成长最好的平台之一，我们
将在坚持中不断创新发展，更好服务学
院人才培养和学生成才。”

自 2015 年暑期起，福建师大文学
院以“研修营”的形式，连续三年开展

“两岸榕缘·文学行脚：海峡两岸大学
生文学研修营”，先后在台北市立大
学、金门大学、辅仁大学等 10 多所台
湾高校举行。该活动策划者余岱宗教授
说：“不少同学都带着‘之前的理解’
来到台湾，这‘之前的理解’有歌曲、
文学作品，乃至‘家庭故事’，而通过
文学研修营，他们对台湾有了更新的理
解和感悟。”

福建师大文学院党委书记李建华

说：“今年暑期文学院将继续开展研修
营活动，两岸青年交流蓬勃开展，为两
岸青年交流的再发力展现勃勃生机与活
力。唯此，两岸青年一代越走越近，越
走越亲，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夯实基
础、构筑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
兴汇聚磅礴力量。”

以道会友
人才培养联台共发展

在新时代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的大背景下，福建
师大文学院顺势而为，与时俱进，积
极融汇两岸优质师资，加快对外开放
办学。

2014 年，文学院与台湾淡江大学
合作，开设全国首个闽台联合培养文化
产业管理人才的专业，并采用“3+1”
模式 （即第 3 学年到台湾淡江大学学
习，其他 3 个学年在福建师大学习）。
在课程安排上，台湾淡江大学文化创意
产业的专业课程不低于三分之一；在大
一、大二学年，台湾淡江大学选派教师
来福建师大文学院授课⋯⋯

李小荣院长指出，引入闽台合办专
业的方式，一方面看重的是台湾地区文
化产业较为深厚的积淀和先进的理念，
另一方面，福建师大文学院有着雄厚的
学科背景和师资力量，文化氛围、文化
素养良好，办学历史悠久，已积淀了先
进的办学理念与优质的办学模式，“闽
台合作对于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来说
相得益彰”。

百年学院吹来阵阵“台风”，人才
培养成效凸显。文学院首创“海峡文创
精英大讲堂”，定期邀请海峡两岸经验
丰富且业绩突出的文化产业实践专家讲
学，至今已举办 55 期，39 位两岸文化
产业专家做客讲堂。

据统计，2008 年以来，共有 80 名
左右台湾学生到文学院攻读研究生；
2011 年以来，文学院共有 36 名优秀学

生到台湾师范大学、世新大学、东海大
学、高雄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等高
校交流学习一个学期。

其实，早在 2014 年福建师大联合
台湾中华文化教育学会，集聚两岸著名
专家学者，在全国率先实施两岸合编高
中语文教材项目。经过 3 年多的不懈努
力，合编教材于 2017 年 6 月正式在台湾
出版，并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 10
多所高中投入使用。教材由福建师大文
学院著名教授孙绍振、台北教育大学教
授孙剑秋共同担任主编，合编台湾 《高
中国文》（含课本、教师手册、教师用
书）《中华文化基本教材》《高中古诗文
选读》 5 种共 500 多万字。

孙剑秋教授说：“合编教材更具针
对性，有助于两岸师生了解两岸语言文
字使用和交流现状，体验两岸语言文字
与文化的同根同源、和而不同，从而增
进理解信任，共同珍惜、尊重和传承中
华优秀语言文化，增加对中华文化的热
爱和认同。”

台湾前镇高中语文教师吴慧君说，
让台湾学生知道我们的这篇经典文章大
陆学生也在学习，会增加两岸青年共同
的记忆，有利于两岸的进一步交流。

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
卒能燎原。福建师大文学院以书会友、
以文会友、以道会友，创新闽台高校交
流互鉴新模式，尤其是加强闽台青年教
师、学子之间的思想碰撞，让中华文化
的根共同滋养两岸青年的心，为深入推
动海峡两岸高校之间的精神交流和心灵
契合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实践。福建师范
大学副校长郑家建教授表示：“在新的
起点上，我们将以汇合力量、聚合梦
想、契合心灵为圆心，以青年学生的心
灵沟通、高校间的多层面交流为半径，
努力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合声讲好
两岸故事，积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让
两岸一家亲越走越亲，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共担伟大责任、共筑
伟大梦想、共享伟大荣光。”

日前，第二届福建师
范大学、淡江大学两岸文
创论坛在福州仓山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30余名
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襄
文创盛宴，围绕文化传
播、文化行销、文化设计
等方面展开对话交流。其
间，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林煌达教授等台湾学者还
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
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上了
12场接力课，受到学生
们热捧。

据了解，福建师大与
台湾几十所高校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包括
学生、教师互访和共同举
办学术会议等。近 3年
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师到台湾参加学术研讨
会 150多人次，邀请台
湾专家来学院开展学术讲
座56场，主办或承办10
多场两岸学术研讨会。

“两岸同胞同根同
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
富、割舍不断的精神纽
带。”福建师范大学副校
长郑家建教授说，近年来
师大文学院充分利用对台
独特优势，坚持先行先
试，致力开展两岸学术文
化交流，为夯实两岸学人
特别是台湾青年学生对中
华文化认同的根基，为寻
绎两岸人民的文化血脉、
共筑两岸人民的精神家园
作出了积极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