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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下，人工智能逐渐成为社会各领域热议的话题，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场影响人类日常生活与社会
发展的技术性变革。成人教育在每一次科技变革中会产生直接广泛的社会效益，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影响下，成人

教育的发展必将受到影响与挑战。通过描述人工智能的兴起，从成人教育的活动场域、课程内容、实施主体等方面

分析人工智能浪潮下成人教育发展境遇的可能性转变，研究反思成人教育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合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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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工智能的兴起

人工智能，英文名称为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这
一术语正式提出的时间是在１９５６年，美国达特摩斯
大学举办了“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的学术会

议，将“人工智能”定义为机器具备以类似于人类的

方式理解、思考和学习的能力，表明了使用计算机可

以模拟人类智能的可能性。至此，人工智能成为一

门新兴学科。随后，人工智能逐步拓展到研究领域，

诸如机器学习、智能控制等，并伴随着相应技术的产

生。经过６０多年的发展，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
人工智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掀起影响全球变革

的科技浪潮。２０１６年，人工智能机器人 ＡｌｐｈａＧｏ在
围棋比赛中战胜了人类，是诞生于１９５６年的人工智
能对人类智能的新胜利，标志着人工智能时代的

到来。

２０１７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人工智能”不仅成为主流媒体的热门词

汇，而且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上升为国家战

略，在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

又明确提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

标。学术界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度也持续升温，

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等领域，诸如自动化

技术、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电力工业、工业经

济、信息经济、互联网技术等等。近期，人工智能与

未来教育逐渐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人工智能

专家李德毅曾经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必然要重构

人类的生产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因此我认为，下

一个被冲击的行业一定是教育”。

教育，作为一种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有计划、有组

织的活动，有助于推动政治经济的繁荣昌盛。人工

智能浪潮下，教育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尤其是成

人教育领域，成人教育除本身所具有的培养成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具有派生功

能，著名的成人教育学者叶忠海教授指出，成人教育

有助于调整社会结构和促进社会进步，包括经济功

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以及通过改变受教育者社

会集团的归属、重组社会结构来实现的调整社会结

构的功能。①

　　二、ＡＩ浪潮下成人教育的转变

费希特曾经说过：“自然在自己的永恒转化中

迅速前进着，当我还在谈我所观察到的瞬刻时，它已

经消失不见了，一切都起了变化。”因而，脱离于时

代背景且以狭隘的眼光对待成人教育的未来发展，

必将被不断变革的社会所淘汰，分析和把握人工智

能浪潮下成人教育发展境遇的可能性转变，是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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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合理应对人工智能社会的前提条件。

１成人教育的活动场域———由固定场所到智
能空间

现阶段的成人教育，以场域来划分，包括成人高

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教育形式在

内的学校成人教育，在社区范围内进行的丰富社区

居民文化生活、满足居民学习需求的社区成人教育，

以及在工作场所中对成人进行的满足职业发展需求

的职场成人教育。每一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其成人

活动的场所都会在固定的场所中进行，诸如社区中

的成人教育活动，社区居民会定期集中在某一教室

内。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影响下，成人的活动场域将

从固定场所向智能空间转变。

３０多年前，已有研究者对人工智能这一领域进
行了多种推测，如智能图书馆的猜测，认为未来将产

生一种具有清晰度高、翻阅随意以及携带方便的图

书，预言到“有一种书本大小的阅读机器，可以插入

芯片，即使你翻山越岭或远渡重洋，也可将它随身携

带。甚至如果你想听而不想看时，只要按一下按钮，

书写的文字就会变成说话的语言”。②然而，在３０多
年以后，这种预测已成为现实，当下，我们的阅读除

了纸质的图书，手机、ｉＰａｄ等电子产品的阅读器成为
大多数人的最佳选择。这种电子科技的进步，使得

成人随时随地学习成为了可能，不仅能够阅读书籍，

而且可以进行在线的课程学习。此外，在当前的职

场成人教育中，正在开发和应用一种新的人工智能

技术———ＶＲ，例如对员工的汽车维修培训，通过设
置虚拟的教学、培训和操作环境，使成人体验者身临

其境，将虚拟的空间环境与实际的物理环境融为一

体。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的目标将会从使用计算

机模拟人的智能转变为机器与人类结合的混合智能

系统，以及更加复杂的智能系统，如将人类、社会、物

理和网络系统结合起来的智能城市。

因此，可以预见，成人教育的活动场域可能转向

一种智能空间，将突破以往空间资源的限制，更加体

现当前终身教育理念所提出的一种“时时、处处、人

人可学”的便捷性的学习环境。

２成人教育的课程内容———由实用性到多元化
成人教育的教育对象为成人，结束校园生活、离

开父母的成人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走向工作岗位

以获得谋生，在家庭或是职业生涯中承担相应的社

会责任，对成人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对成

人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其课程内容需要具有一定的实

用性，满足成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学习需求。２０世纪
中后期世界各个国家成人教育的长期任务以扫盲教

育最为突出，其课程教材和内容多以实用性和功能

性为主。如扫盲教育的领军人物保罗·弗莱雷在巴

西所推动的成人扫盲运动，对成人进行基础的读写

教育，并将其看做是一种工具，一种能够获得批判意

识和人性解放，以及改变社会现实的工具。

新时代的今天，成人教育的课程内容更加丰富

多彩，除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和职业生涯发展，以及

丰富自身的精神生活之外，成人教育的课程内容也

紧跟科技发展的潮流。智能手机的升级换代十分迅

速，社会中流行着“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成

人教育中有对“数字移民”进行智能手机学习的教

育内容。人工智能浪潮的推动下，成人教育的课程

内容必将从实用性走向多元化。

此外，成人的道德教育将成为重点关注的话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冲击法律与

社会伦理等影响社会治理与稳定的相关问题，诸如

人类与智能机器人之间、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

系应如何处理。宽资本创始人、董事长关新在谈到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时提出应把仁爱的本性带到未

来的教学中，他认为古人所讲的“三不朽”：立德、立

功、立言，即便立功与立言被人类的新宠物机器人所

取代，立德也永远不会被取代。

３成人教育的实施主体———由独立单一到有
效整合

有组织的成人教育活动的最初形成，其开办多

数以单一的组织机构为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

代的进步，有更多的组织机构愿意加入到成人教育

活动的实施中来。以英国为例，英国有组织、有计划

地开展成人教育活动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１８
世纪初，为向成人劳动者传递宗教知识以及提升基

本的读写算能力，英国国教教会组织成立“基督教

知识普及协会”，随后，成人教育活动实施的主体有

企业、社会团体组织、独立的教育机构以及普通学校

等等。如１７９８年第一所成人学校———诺丁汉成人
学校的诞生，标志着英国的成人教育的成熟，通过学

校招收工场的女工，对她们进行基本的读写算教育

以及宗教教育；１９０３年，英国劳工教育协会成立，旨
在对英国的劳工群体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该协会是

英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协会组织，是独立的全国性民

间团体。２１世纪的今天，英国政府更加高度重视成
人教育的发展，在法律和资金上对成人教育的发展

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如２００３年颁布的成人教育白皮
书《２１世纪技能实现我们的潜能》。

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成人教育的实施将由单

一的主体转向多元化且具有层次性主体的有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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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主体间形成了相互协作、密切关联的成人教育

网络。

但是，人工智能可能比核武器更加危险，社会各

界知名人士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担

忧，就连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也曾预测完美人

工智能的开发或许意味着人类的终结。人工智能给

人们带来焦虑，尤其是在职场中，未来所有工厂里整

齐划一的人工是否会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是否会

使成人无业可就？成人学校的教师是否会被智能教

师所替代，学校是否会不复存在？虽有这样的预测，

但多数研究者对未来的社会发展的愿景是可期的。

知名研究专家韦康博在其著作中对未来的职业进行

了预测，他认为未来职业的最佳选择将是“创意产

业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行业、娱乐业和边缘学科，以及

与人自身成长相关的职业”。同时，当前人工智能

的“深度学习”功能逐渐受到重视，期望通过在大数

据和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模拟人脑的思考问题的

方式，进而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处理。在这种情形下，

便要求与成人教育活动有关的实施主体，政府、成人

学校、社区、企业、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各种机构和组

织之间形成合力，形成密切关联的成人教育网络，共

同探讨人类各种力量间进行深度学习的模式。

　　三、成人教育迈向ＡＩ时代的路径选择

１８世纪６０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
广泛使用，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从手工业工厂

生产向机械化大生产的飞跃；１９世纪末期的第二次
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２０世纪中期以
后，出现了以数字制造、互联网和再生性能源为代表

的技术领域的重大创新与应用，人们步入了新一轮

的产业革命，即第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

的实现，成人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关键性的作

用，诸如在１９世纪末期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封闭的
学校教育无法负荷大量的知识产出，工业化的生产

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复杂运作，更使教育由少数精英

扩及多数工作者，终身教育开始受到注意”，③随后，

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如成人学校，劳工教育

协会等，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人

才。诸多学者将人工智能称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科学技术的更新，更与

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将给社会各行各业带

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成人教育在迈向人工智能时代

的进程中，应选择合适的路径以适应和备战这场人

工智能的变革浪潮。

１增强成人教育多元主体的推动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学者麦考黛克在其《第二

次计算机革命和第五代计算机》的著述中提到“必

须把人工智能的研究从大家都在观望的状态转变为

人人都参加的一项运动”，在当前人工智能的变革

已不单单是与科学技术的研究者有关，它将影响每

个个体的社会生活，社会的各个领域将会从数字化、

网络化的发展走向智能化的提升。与成人教育的发

展息息相关的多元主体，更应该谨慎的应对和参与

到这场变革中去。政府、学校、社区、企业以及社会

各个机构与组织，都是成人教育改革与未来发展的

重要引领人，必须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社会变

革，在把握成人教育自身命运的同时，注重各个领域

间的融合，共同构建科学的发展理念。

２成人教育模式个性化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科学技术以较快的速度

向前发展，日新月异，而教育的发展较为滞后，往往

是教育追踪技术，教育应该如何变革以适应不断发

展的科技显得尤为重要。当前的普通教育领域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学校教育的改革一直是对

学校本身进行反思，美国教育技术专家赵勇教授认

为是学校绑架了教育，教育的改革不应该让学校的

概念改变我们现有的创新，教育改革应突破原有的

范式，形成一种从花园到自然保护区的转变。花园

式的教育是经过修剪后的整齐划一，而自然保护区

所形成的是一种多元化的社区，承认了每个人发展

的差异性和个体个性化。

同样，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在成人教育领域，更

应该注重推动每一个成人的个性化学习与发展。未

来成人的学习需求必将会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成人

将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学习，如何满足成人的日常

学习需求，将是未来成人教育发展值得深思的问题，

成人教育的各主体间应当引起重视。斯坦福大学人

工智能与伦理学教授ＪｅｒｒｙＫａｐｌａｎ在其撰写的《人工
智能时代》一书中提出，未来的工作将是那些需要

和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展现同理心、演示特殊技能、

制造美的物品、启发年轻人，以及激发有目标感的活

动，是需要人类独有技能参与其中的任务。由此可

见，成人教育的多元主体间应努力寻找一种符合成

人个性化学习的成人教育模式。

３促进成人的协作与共享
伴随着成人教育的活动空间将由固定场所转为

智能空间，以及其课程内容的多元化，成人教育主体

间应注重成人的协作与共享。在固定场所中，成人

与成人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成人教育者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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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可以随时对问题进行讨论，但在智能空间下，成

人的学习可能体现在远程的在线学习以及通过智能

机器的学习等，例如在远程教育下，有学者认为这是

一种师生时空分离的学与教，因此，成人教育的多元

主体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注重成人学习间的协作

与共享。

当前已有研究探索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成人间的协作，诸如虚拟学习社区，通过利用网上

群体虚拟现实工具 ＭＵＤ／ＭＯＯ来支持不处于同一
地理位置的学习者间的协作和共享；再如网上协同

实验室的出现，使得学习伙伴之间组成一个小型的

学习型社会，在实验的过程中各学习者间分工明确，

通过真实和虚拟实验环境集合而成的网络平台协同

合作，设计并完成实验。由于成人教育的对象为非

传统的学生，其学习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限制，与成人

教育发展有关的研究者们，应该合理的开发和运用

人工智能技术，探讨有助于成人协作学习与共享学

习的支持性技术，将技术与成人的学习有效结合，促

进成人智能学习社区的形成。

总之，不论人工智能的浪潮将会对人们的社会

生活带来何种改变，成人的学识与经验必将对科技

的变革产生有效的作用力。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在提到智能教育时指出“建立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提供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

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制化”，这对成人教育的未

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与成人教育相关的各个

主体应该坚持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以成人学

习者为中心，赋予其自我学习的权利，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在成人教育领域内的应用，考虑到人工智能如

何更加有效的嵌入成人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使得

成人教育的发展为社会的科技变革贡献智慧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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