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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平

一段时间以来，ChatGPT成为绕不

开的话题。而上一轮掀起人工智能狂欢

的还是AlphaGo战胜世界顶级围棋棋手

李世石。彼时，方洲翔正读初三，“‘阿尔

法狗’的出现让我非常震惊，当时就立志

长大要学人工智能专业。”眼下，他已被保

送浙江大学人工智能专业硕士研究生。

方洲翔是浙大首批人工智能专业

31名本科生中的一员。作为国内首批

人工智能专业本科毕业生，31名学生

中，有30人选择了继续深造。

浙大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吴飞表

示，“ChatGPT本质是对海量数据进行

深度学习，挖掘出关联统计性，形成对话

能力。它可能会对人类能力带来一定威

胁”。ChatGPT大火，强人工智能的拐

点已至，人工智能人才该如何培养？

ChatGPT来了，如何应对挑战？
“在特定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

的当下，学校对超越ChatGPT的思维、

能力的培养，显得更加可贵。”吴飞说，如

果人类有所警醒，一些思维、能力或许会

在ChatGPT的发展下应激加强。具体

而言，一是批判性思维，二是计算思维，

三是科技伦理。

浙江师范大学数理医学院人工智能

（智能精准诊疗）专业侧重于医学应用场

景，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数理基础和人

工智能有关知识，学习如何基于医学影

像大数据开发相关算法，为智能精准诊

疗、分级诊疗和健康中国战略助力。“与

ChatGPT相似，在处理医学数据时，人

们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人工标准数据，进

而根据不同的医学需求设计相应的算

法，更加智能地辅助医生开展诊疗。从

这点来讲，两者是相通的。”该院副院长

黄守军说。

在浙江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人工智

能学院院长张帅看来，ChatGPT是一个

很好的AI范例，会引发学生对AI技术的

兴趣，并进行深入思考和学习，成长为AI

领域的高端人才，从而继续推动AI技术

的发展。“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又会引发

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以ChatGPT为代表，

AI新工具的迅速投用对传统的课程、教

学和考核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如何防

止AI作弊？如何突出人的独立思考和原

创价值？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这些都是教

育界和学术界面临的挑战。”

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浙财大发挥

思政教育的引领作用，将“人与AI如何

和谐相处”“AI时代，我们如何成长而不

被淘汰”等问题引入课堂，引导学生从认

知层面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

此同时，该校还注重引导人工智能专业

学生学习和掌握相应的AI技术，甚至进

一步探索反作弊技术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

专业负责人范影乐直言，ChatGPT所引

发的新一轮人工智能热潮，对人工智能

人才培养有一种激励作用，可以吸引更

多的优质资源投入到人才培养中。“对于

人才培养本身，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

课程和人工智能核心课程的建设，强化

课程理论与科技创新的融合，重点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思维，尤其是培

养着眼未来、对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引领

作用的人才，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对于席卷当下的这股热潮，学生大

都持乐观态度。陈谢冰去年从杭电保研

至厦门大学。她告诉记者，身边同学使

用ChatGPT已相当普遍，“大家觉得它

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完全可以拿来‘为我

所用’”。

但吴飞并不赞成学生过早使用这个

工具。“低年级学生过早接触ChatGPT，

会有‘玩物丧志’的风险。学生的思维能

力一定要通过训练培养出来，在他的思

维还没有形成之前，过早享受ChatGPT

带来的便利，而疏于在好奇心驱动下进

行探索学习、培养相应的逻辑推理能力，

无异于‘自废武功’。”

专业越来越热门，高校准备好了吗？
人工智能专业自2018年正式确立

以来，成为各大高校学科布局的“必争之

地”，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热门专业。截

至2022年12月，全国共有440所高校

开设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目前，浙江

省内开设该专业的院校已达到17所。

“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专业越来越

火爆。”张帅感慨地说，浙财大是最早开

设该专业的省属高校之一，2020年首批

招生97人，2021年达到109人，2022年

增至152人。去年，浙师大数理医学院

人工智能（智能精准诊疗）专业首次招

生，一个班级31人，引来学生争相报考。

人工智能专业“看上去年轻”，事实

上，此前多所高校将其作为计算机科学、

信息科学的研究方向已开展了长期的研

究，在相关专业建设、学科建设、师资队

伍建设、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创新等方面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浙大作为教育部首

批35所人工智能本科专业招生院校之

一，目前设有教育部人工智能协同创新

中心，是教育部计算机领域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101计划”）“人

工智能引论”课程负责单位。

“作为财经类高校，我们不能照搬清

北、浙大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坚持‘基于

差异、错位竞争’的原则，充分利用学校

在经管方面的学科优势和领域影响力，

着力打造‘AI+经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

式。”张帅介绍，从大一到大三的每个暑

期，该校依托产学研合作，引入校外知名

企业资源联合校内教师共同开设“人工

智能+经管”系列专业实践课程，如“智

能量化交易”等，引导学生将所学理论知

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同

时，实施“走出去”战略，将课程实验和实

训搬到校外合作实践基地，引导学生真

正参与企业项目研究和开发工作，实现

真题真做，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接下来，在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环

节，该校学生将进入校外企业参与“人工

智能+”实习，在实习实践中甄选选题。

选题来自企业实际问题，实施校内外导

师共同指导机制。设计实施和答辩环

节，校外导师将全程参与。

从现实来看，选择人工智能专业的

学生大都有着强烈的进一步深造的需

求。黄守军表示，该校数理医学院已经

建立了本硕博贯通的培养模式，为学生

提供更加顺畅的成长通道。“医学人工智

能专业对学生的知识体系和实践能力要

求高，通过研究生阶段的科研训练，可以

使学生更适应社会人才需求。”

首批人才“出炉”，适应性如何？
对于浙大首批“出炉”的人才，吴飞

的评价是，“个个都是科研好苗子”。“部

分学生继续留在浙大攻读硕士、博士，还

有很大一部分打算出国深造。他们中的

不少人，未来的职业目标是到高校或其

他科研院所从事相关的科研工作。”

“我们鼓励学生投身人工智能基础

理论创新与学科产业技术研发，但本科

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样重要。”范影乐

拿该校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首届本科生举例，该班

共56人，升学率为60.7%，选择就业的毕

业生则个个成了“香饽饽”，平均起薪每

年30万元。

谈及在杭电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

学院）首届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就读的

经历，身为班长，陈谢冰说自己“非常幸

运，学到的东西硬核、实在”，她还实打实

地参与到了导师的科研项目中，并取得

了一些科研成果。现在在厦大读研的

她，感觉自己在科研方面比其他同学更

容易上手。

本科期间，如果说科研能力只是“师

傅领进门”，她的编程能力、数学能力则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她记得难度比较大

的一门课，是大二时的“矩阵论”，学完之

后，大家考出来的成绩都不理想，“主要

是这部分内容对于大二的学生来说太难

了，到了下一届，学院就把这门课换成了

‘离散数学’，还对一些课程的授课顺序

也进行了调整”。

不仅AI人才供不应求，“人工智能+

X”复合型人才同样是抢夺热门。浙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方舟虽感受

到了企业的求贤若渴，但他选择继续读

书，并如愿保送为浙大的直博生，今后的

科研方向与人工智能交叉。眼下，他正

跟着吴飞教授做本科毕业设计，主题是

“关于古籍修复的AI尝试”。“跟着老师，

算是浅浅摸到了科研的门，今后直博期

间，在理论层面，我还需要把数理知识学

精学透，在实践上，要把算法转化成可以

运行的代码，运用到今后的课题中去。”

“目前，国内的医生严重紧缺、常年

加班，病人也面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我们想通过‘人工智能+医学’的发展来

改变这一现状。”黄守军介绍，该校正在

培养的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将来可以从

事与医学相关的产业，进入医院可以开

发相关产品，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和治

疗，进而减少误诊和漏诊。

浙江探索“AI+机器人”
教育模式结硕果

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3月10日，Pepper

机器人应用成果展示活动在杭州外国语学校举

行。省教育厅总督学舒培冬出席活动并致辞，软

银机器人集团董事兼高级执行副总裁蓮実一隆

视频致辞。

据介绍，2019年浙江启动“AI+机器人”未来

英才培育计划，Pepper机器人走入我省近300

所大中小学校，助力学校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教

育教学改革。

舒培冬充分肯定了Pepper机器人在我省教

育领域的应用成效。他表示，Pepper机器人走

入我省大中小学校，被广泛应用于学校编程教

学、校本课程、社团活动等，通过营造智慧化学习

环境，助力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构建智慧校园新

生态、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他希望各项目学校继

续推动Pepper机器人与教育教学融合，开发一

批富有实效的教学应用，努力打造更多具有浙江

辨识度的教学成果，为我省培育人工智能创新人

才发挥积极作用。

蓮実一隆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人工智能

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很高兴看到浙江学校师生们

在积极地使用Pepper机器人进行学习，并取得

不错的成效，软银机器人将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

走下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活动的第一场“重头戏”，便是由Pepper机

器人带来的课程展示。Pepper与参加现场展示

的学校完美配合，为与会人员还原了课堂画面。

学生代表直接通过相关编程工具操作Pepper，

营造了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

在本次Pepper机器人应用成果展示活动

中，3个优秀区域、12所优秀学校、24组优秀课程

案例、40组学生作品获得表彰。杭州外国语学

校、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亲亲学校还分别分享

了高中Pepper社团课程和小学Pepper校本课

程。这些优秀课程与作品，展现了Pepper机器

人与我省信息技术课建立了深度链接，助力信息

技术课拥有更多实践与落地场景。

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各设区市教育局和项

目学校师生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

3月9日至10日，东阳市中医院口腔科
医务人员走进吴宁第四小学，为孩子们开展
窝沟封闭诊疗，并普及护牙知识。

（本报通讯员 李赟琪 摄）

给给牙齿穿上“保护衣”

未来已来，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何去何从？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李意如）
近日，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和苍南

县钱库镇神宫桥村举行“校村联创共

建·助力乡村振兴”签约授牌仪式，未来

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党建融合、

宣教融合、资源融合、产教融合，做到优

势互补，积极探索校村共建新路径，助

力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是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也是“八八战略”的重要组

成内容。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助力和美乡村“示范引领、全域整治”行

动，温州市教育局全面推进村校社共建。

在鹿城区，200余名教师、1300名学

生参与“浙江有礼·温州文明·志愿有我”

志愿服务，走访看望独居老人、清扫城市

卫生死角、深入乡村开展劳动实践课；龙

湾区因地制宜，指导结对学校深入村居、

社区制订计划，着力建设共享党建室、思

想道德教育平台，在开展传统节日主题

实践活动、乡村劳动实践基地研学活动

上下功夫；瓯海区28所中小学与村社结

对组建志愿者团队，师生们有的化身和

美乡村的宣传者，有的埋头整理乱堆放

的占道杂物，有的为社区老人送去温

暖。瑞安、文成、永嘉、平阳等地也通过

组建红色宣讲团、开设家长课堂、开展本

土特色志愿服务等方式，为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群策群力。

截至目前，该市已形成309对村校联

建共同体。市教育局基教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乡村振兴，教育有为，希望广大师生

用实际行动谱写美丽乐章，做和美乡村建

设的宣传者、践行者和维护者，为加快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贡献青春力量。

温州组建309对村校联建共同体

浙农林大跻身
双“省部共建”高校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 尧 甜）日前，浙

江省人民政府与农业农村部签署合作共建浙江

农林大学协议。至此，继成为省人民政府与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共建高校后，浙农林大正式步入双

“省部共建”高校行列。

按照“省部共建”协议，省政府将在学科、专

业、师资队伍和科教平台建设，以及资金投入等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浙农林大综合实力提

升。包括支持该校推进农林类专业人才培养创

新；支持该校进一步聚焦学科优势，实现涉农学

科高质量全面发展；支持该校建设高水平科研创

新体系和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智库；支持该校

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建立农科教结

合协作机制，提升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

体化水平。

农业农村部将助力该校实现高质量内涵式

发展，并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包括指导和支持该

校新农科建设和农科专业、学位点建设，发挥学

科专业优势，深化产学研合作；支持该校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在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方面统筹考

虑学校发展；支持该校面向农业农村人才开展继

续教育和培训；支持该校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探

索新模式、新机制、新样板。

接下来，浙农林大将以双“省部共建”为契

机，依托多学科背景，整合涉农学科资源，加强农

科教结合，切实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涉农人才培

养能力，在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方面贡献智慧和力量。

阳春三月，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拜访春天、探索春天、画画春天等活动，师
幼一起寻找幼儿园里的春天。图为幼儿在为大
树“听诊”。

（本报通讯员 黄祺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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