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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
重点、 优势、 困境及策略

付卫东　 罗舒馨

　 　 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实现新时期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抓手， 为下一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提供了广阔空间。 研究基于人工智能视角， 提出了相对贫困阶段中国教育扶贫的四大重点，
即经济贫困、 知识贫困、 精神贫困和信息贫困， 并据此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教育扶贫的

优势和困境。 现阶段在中国推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扶贫， 需优化欠发达地区学校智能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 完善欠发达地区学校信息隐私安全体系构建， 提供开放的平台与服务， 并重视

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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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中国进入相对扶贫阶段。 相对贫困比绝对贫困范围更广、 持续时间更长。 要巩固脱贫攻

坚的成果， 在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是关键之举。 人工智能作为实现新时期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抓手，
为下一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广阔空间。 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 ２． ０ 行动计划》中提出， 大力支

持发展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 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教育扶贫和网络扶贫的重点工作， 利用“互联网＋”
和人工智能等手段， 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教学质量，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１］。 如何将人工智能与相对贫

困阶段教育扶贫的需求结合起来， 促进教育扶贫事业发展，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特殊人群返贫，
是相对贫困阶段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相对贫困阶段中国教育扶贫重点

教育扶贫， 即通过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生存技能， 改变欠发达地区人口的价值观念、
思维定式及生活习惯， 通过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以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 并最终摆脱

贫困的一种方式。 相对贫困阶段中国教育扶贫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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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阻断经济贫困

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低于 ４０％的被称为经济贫困［２］。 经济贫困在教育中主要表现为因贫辍

学或因学致贫两个方面。 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全阶段、 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
从政策和制度上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辍学或因学致贫， 但资助的范围仅限于学费和生活补助， 仍有

一部分特困学生未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 相对贫困阶段学生的资助体系资金仍需增加， 政策瞄准目标

仍需重新聚焦， 阻断经济贫困给学生带来的辍学风险。
（二）重视知识贫困

知识贫困是指劳动者拥有的知识绝对或相对落后于经济社会对知识需求的状态［３］。 阿玛蒂亚·森

认为， 知识贫困衡量的不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 也指获取、 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匮乏或途径匮

乏［４］。 获取知识困难主要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学生接触新的知识、 先进的教学手段较为滞后； 吸收

知识困难是指学生学习知识以后， 运用知识的能力较差， 难以迁移； 交流知识主要是反映学生传播知

识的能力， 能否将已学到的知识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传播， 如电话、 网络等。 近年来， 在国家大力支持

下， 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有了新的发展， 但城乡学生获取知识、 吸收知识、 交流知识的能力仍有不可逾

越的鸿沟。 提高知识能力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手段， 相对贫困阶段更需重视欠发达地区学生知

识贫困的问题。
（三）关注精神贫困

精神贫困是指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道德、 文化知识水平、 价值观念、 价值取向或风俗习惯、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 以致影响物质生活资料获取和精神满足的生活

状态［５］。 精神贫困主要是关注贫困者的心理状况， 以及心理因素对个体陷入贫困和摆脱贫困的影响。
本课题组对中西部 ６ 个省 １８ 个扶贫重点开发县的调查（以下简称“本课题组调查”）显示， 欠发达地区农

村留守儿童约占调查总人数的 ２９． ８％， 部分学校超过 ５０％， 单亲家庭学生约占 ５％①。 这类贫困生群体

更易产生自卑、 人际关系敏感、 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 目前， 中国自上而下的学生关爱服务体系，
更多的是停留在官方的政策层面， 仍旧难以真正落实到需要被关爱的群体身上。 相对贫困阶段的教育

扶贫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更要关注贫困生的心理需求和精神状况。
（四）聚焦信息贫困

欠发达地区受地理环境、 保守的文化观念和交通闭塞等因素的影响， 其教育、 信息发展的基础薄

弱， 教育和信息贫困较为普遍。 信息贫困是指人们获取、 交流、 应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较弱， 或缺乏

权利、 机会与途径获得这样的能力［６］。 传统信息贫困即电视和广播普及率， 现代信息贫困即电话未普

及率及互联网未普及率。 本课题组调查显示， ７ ７％和 ２１ ８％的欠发达地区学生反映学校和教室“没有

网络”， 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仍旧薄弱； ２４ ５％和 ６ １％的欠发达地区学

生反映教师“偶尔”或“没有”使用电教化教学； ４２ ４％和 ８％的学生反映教师“偶尔”或“没有”利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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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释：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至 １２ 月， 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对江西省上饶县和横峰县， 贵州省钟山区和水城县， 四川省

凉山州冕宁县、 昭觉县和布拖县， 云南省牟定县、 大姚县和大关县， 湖北省恩施市、 咸丰县、 麻城市、 英山

县、 秭归县， 山西省汾西县和商水县等， 共计 ６ 个省 １８ 个国家级贫困县 １８０ 余所农村中小学进行了调研。 其中

每个县调查 １ 所县城初中、 １ 所县城小学、 １ 所县城公办幼儿园和 １ 所民办幼儿园， ３ 所乡镇初中、 ３ 所乡镇小

学、 ３ 所公办幼儿园和 ３ 所民办幼儿园， ４ 所村小和教学点， 合计学生有效调查问卷 ７ ４３９ 份， 教师有效调查问

卷 １ ０２６ 份。 并且， 我们收集了 １００ 余个典型个案， 并对 １８０ 余名农村中小学校长、 教师和贫困生进行了结构

性访谈。



资源进行教学。 可见， 欠发达地区学校教学信息化程度不高， 教师信息化素养较低， 与发达地区的学

校信息化设施仍有一定差距。 聚焦欠发达地区信息贫困问题， 是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的重点任务。

二、 人工智能助力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的优势

（一）共享教育资源， 缓解经济贫困， 促进教育公平

中国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较大， 具体表现为： 发达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多样， 与城郊差距较大； 发展

缓慢的西部地区， 城乡差距较小； 沿海发达的城市与西部贫困山区相比较， 教育资源差距甚为严峻。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 缓解因经济贫困引起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第一， 利用教育大数据， 精准诊断和分析欠发达地区学生的学习数据， 缓解欠发达地区学生因经

济困难而无法获取高质量教育资源的问题。 分析他们的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 利用互联网手段， 推送

优质学习资源， 有针对性地帮助欠发达地区贫困学生。 例如， “好双师”服务平台通过教师走网、 在线

辅导， 整合优质教师资源并实现精准化供给， 为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供学习平台。 学生在网上搜索教

师并发出辅导服务需求， 教师利用语音识别等技术完成答疑， 实现在线一对一辅导， 解决教育资源分

配失衡的问题［７］１８２。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运用此技术对西藏山南地区学子的一对一辅导， 使藏区学生

能够免费享受到内地优质的教育资源， 缩小因经济落后而带来的教育差距。
第二， 利用多屏交互系统， 将城区的教学资源传输到贫困山区， 化解欠发达地区学校无法开展新

型课程的问题。 利用分屏技术能够有效组织协作学习活动， 促进师生间、 学生间的高效互动， 实现学

习成果的实时共享。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第一小学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下拥有了此类智能课堂。
该校现有交互式多媒体教室 ５７ 个， 通过智慧教室， 实现联动教学。 一块屏幕一间教室， 让全市的学生

共上同一堂课［８］。 当下这一技术在有对口扶贫和技术支持的地区发展较为良好， 技术薄弱地区仍需得

到重点关注。
第三， 利用 ＯＣＲ（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识别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 为欠发达地区学生提供智

能辅导［７］１５０， 减轻欠发达地区家庭学生参加课后辅导服务的经济压力。 题目信息检索是学生利用网络学

习的主要行为之一， 但由于数学公式、 物理公式及各类图形等信息的键入会耗费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
ＯＣＲ 识别技术的推广改变了传统的键盘输入， 让学生利用网络检索题目更加方便快捷。 欠发达地区的

学生受到经济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 难以像城区孩子一样参加有偿的课后学业辅导。 智能辅导的出

现解决了这一难题， 即利用计算机模仿教师的辅导角色或者是模拟教师辅导角色的一部分， 以实现在

没有教师干预的情况下， 为学生提供即时和定制的辅导和反馈。
（二）优化教学形式， 缓解知识贫困， 实现个性化教学

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已得到普遍认可。 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发达、 教学环境较差、 基础设施落后、 教

师数量不足、 生师比较高， 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欠发达地区教学备课、
上课及课后辅导各环节， 不仅能够改善备课质量、 提升备课效率、 改进授课形式， 更好地关注学生学

情， 还能够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状况， 有利于实现对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因材施教， 从关注学生学习到

关注学生个性发展。
第一， 智能备课。 针对获取知识困难的学生， 生成个性化教学设计。 备课是教学的基础环节， 传

统的备课依托于教学目标和教材， 而智能备课是在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 视频分析等技术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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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师常用的教学情景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推荐， 确定教师的上课场景及形式； 再根据教师上课的历

史数据， 基于学科的教学图谱为教师形成新课应该讲授的知识； 再对教师所教班级学生的知识结构、
学习风格等信息进行抽取， 形成关于学生的整体分析报告， 确定教学目标； 最后从知识库、 资源库、
习题库中抽取相应内容的教学设计进行自动排序， 输出教学方案后进行调整。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

欠发达地区教师备课环节， 有利于提升备课效率、 优化备课效果， 为个性化教学奠定基础［９］。
第二， 智能授课。 针对吸收知识困难的学生， 实现精准化教学。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阵地。

精准教学理念提出通过在课堂教学中测量学生的学习行为， 追踪学生的学习表现和提供数据决策支持。
人工智能时代，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使精准分析学生学业现状成为可能。 通过对教学目标精准定位，
对教学内容精准定制， 对教学活动精准设计， 进而做出精准化教学决策， 从而实现教学结果和教学过

程可测量化、 可监测和可调控［９］。 例如， 好未来集团开发的魔镜系统， 运用图像识别技术， 借助镜头

捕捉学生上课的状态和情绪数据， 为每个学生生成一份专属的情绪报告， 辅助教师掌握课堂动态， 实

时监测学生变化， 提供精准化的教学。
第三， 智能出题与批改。 针对运用知识困难的学生， 对课后作业给予针对性辅导。 作为检验教学

成果、 巩固教学内容的重要方式， 传统的作业往往由教师统一布置， 缺乏区分性和针对性。 在人工智

能技术的支持下， 基于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情况的差异，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
可以智能生成针对性的作业， 有效地节约教师为不同学生制定个性化作业的时间， 同时避免了学生重

复训练， 为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辅导［９］。 同时， 可以通过智能作业批改系统， 运用自然语音处理技

术和语义分析技术， 对学生的作业进行批阅， 智能系统自动记录数据， 为下一次作业的形成提供参考。
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课后作业的布置与批阅中， 不仅能对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实施针对性辅导， 还能

将欠发达地区的教师从繁琐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更好地关注学生对知识的运用， 促进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
（三）关注学生身心健康， 化解精神贫困，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体质健康、 心理健康已经成为衡量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当下对欠发达地区学生的活动、 情绪、
心理健康的监测， 基本上仍依靠学生自我报告。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监测学

生的体质和心理健康， 化解欠发达地区学生精神贫困问题。
第一， 基于社交网络， 对学生的人格与情绪进行分析， 关注贫困欠发达地区学生的负面情绪。 随

着社交网络的兴起， 学生会通过网络记录、 发布内心情绪， 这些内容大多是学生具体行为和感受的体

现。 国外研究表明， 高神经质的用户会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不良情绪， 通常伴随抑郁、 焦虑等情绪，
这一行为在秋冬季节女性身上更容易发生。 教师和家长应格外关注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孩

子的心理问题， 对其负性情绪的密集和多发时间段多加注意， 达到预防的效果。
第二， 借助人工智能智慧学伴系统， 测试学生的心理状况， 调节贫困学生的心理问题。 借助人工

智能测试， 帮助教师关注欠发达地区潜在的问题学生。 如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开发了高水平的中小学生

综合素质测评理论模型、 测评工具和应用系统。 通过收集各层级、 各年龄段、 各学段等各类学生群体

的常模， 搭建了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传送和共享系统、 数据储存和分析系统。
第三， 运用智能手环监测学生体质健康。 心率和睡眠是反映人体活动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以利用智能手环追踪采集用户的身体指标数据， 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进行数据

分析， 从而完成体质健康监测。 各类传感器和 ＡＩ 摄像头的介入， 使得数据的采集比传统测量方式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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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和持续， 能够准确地反映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７］１２８。
（四）缩小信息鸿沟， 提高教育治理效能， 实现欠发达地区智能化管理

目前， 欠发达地区教育治理仍因获取、 交流、 应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不足， 存在管理方式落后、
决策不科学、 管理服务笼统等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 综合运用各类数据监测， 进行可视化分析， 实现

自动化管理、 实时监控、 智能诊断和及时反馈， 加快实现欠发达地区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
第一，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 拓宽欠发达地区信息数据获取渠道。 人工智能时代， 欠发

达地区能够通过本地区教育发展的近似“全样本”数据的采集， 构建适宜本地区的发展模型， 挖掘影响

区域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调整当地教育决策。 同时， 还可以根据本区域内学生的生源、 师资、 教学

环境等情况， 有针对性地分配教育经费， 实现欠发达地区区域内的教育均衡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在学

校教师招聘环节也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获得本校教师的学历、
教研能力和教龄等信息， 可以帮助学校管理者制定更准确、 高效的教师招聘方案， 解决欠发达地区教

师紧缺和流失量大的问题。
第二，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收集贫困学生信息， 针对贫困生的特殊需求开展个性化管理。 通过各种

智能化技术和终端设备获取大量的特殊数据分析， 如学生校园卡消费记录， 可以发现管理服务对象的

真实状态和需求， 实现教育管理服务的精细化、 精准化和人性化。 当下高校对贫困生的判定没有科学

的调查依据， 且许多高校对学生的资助缺乏人性化的方式， 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自尊心。 利用大数

据对学生在学校食堂消费记录的数据分析， 可以帮助高校作出贫困生捐助对象和金额补贴的决策［９］。

三、 人工智能助力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面临的困境

（一）欠发达地区学校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

人工智能技术在欠发达地区难以推进， 主要表现为： 一是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设施较为

落后。 有相当一部分欠发达地区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仍难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进行教育管理

和教育教学工作。 二是欠发达地区智能设备建设投资不足。 在“以县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下， 欠发达

地区往往无法凭借本地区的力量为辖区内的学校提供智能化的教学设备。 欠发达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

不足使得欠发达地区学生缺乏人工智能应用的基本条件， 再加上投入智能化教育资金不足， 更容易引

发新的数字鸿沟， 加剧教育不公平。
（二）人工智能技术仍面临伦理道德挑战

目前， 大多数“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 开发和应用都是处在“道德真空之中”， 在实际运用中面

临着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教师过分依赖摄像头捕捉学生上课时的情绪和数据对学生进行

评价， 学生为得到更好的课堂评价， 有可能故意做出积极的表情， 造成教师对学生学习状况的误判，
不利于了解学生真实的情绪状态。 二是涉及到学生和教师的隐私问题。 大量的数据采集不仅包括学生

的学习情况， 还包括学生的家庭信息， 相关隐私信息的泄漏将带来不良影响。 三是信息使用不当， 可

能使学生身心健康受损［１０］。 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 缺乏父母引导， 学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 无

法甄别信息的良莠； 同时， 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使用智能手机时缺乏家长的监管， 容易沉迷网络。
（三）教育数据存在严重的“数据壁垒”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治理需要完整信息数据系统的支持， 这要求整个教育服务流程的数据完整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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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互通互惠。 目前在构建智能化教育服务系统时存在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教育管理系统“数据壁垒”
严重， 各类平台不兼容。 在数据利用方面， 不同教育系统、 平台间有大量数据没有开放和共享， 未形

成统一的数据标准， 以致形成众多数据孤岛； 二是缺少必要的基础教育数据库。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较为落后， 组织机构不健全等因素限制， 难以实现有效全面地采集当地的基础数据， 进而可能会影响

完整学习过程诊断的准确性及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性。
（四）智能化时代初期人工智能人才不足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尚不成熟， 欠发达地区人工智能人才更是严重缺乏， 难以满足学校对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需求。 主要表现为： 一是欠发达地区学校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教师。 欠发达地区

本来教师数量短缺， 熟练掌握人工智能信息化技术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 严重阻碍了学校开展人工智

能教学的实践。 二是欠发达地区学校教学缺乏相关专业指导。 目前， 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基本是通过自

学或网上教学的形式， 学习如何将信息技术运用到课堂教学， 信息技术培训缺乏， 人工智能的价值在

教学领域难以发挥。 三是部分偏远地区的学校无法接受人工智能教学设备。 信息接受能力较差， 不愿

改进目前的教学手段是偏远贫苦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难以推广的主要原因。 接受新的信息和技

术缓慢， 认为新技术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排斥新技术的学习， 坚持采用原始传统的教学方式进

行教学， 这一现象在落后地区中老年教师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 人工智能助力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的对策

（一）优化欠发达地区学校智能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当下， 欠发达地区学校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 主要是通过科技公司教育扶贫公益项目的渠道，
如好未来集团学而思网校团队的“ＡＩ 老师智慧教育”项目， 科大讯飞在蚌埠市固镇县连城镇中心小学搭

建的专递课堂等。 但目前仅依靠科技公司的力量推动欠发达地区智能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仍需国家、 社会、 企业共同发力［１１］。

第一， 加大财政投入， 建设欠发达地区人工智能教育基础设施。 政府加大欠发达地区人工智能设

施建设力度， 要提前布局和规划， 在人工智能建设上做到城乡均衡化。 成立专项资金， 建立专人专项

动态监督机制， 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第二， 加强宏观调控，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主导统筹， 市场参与， 实

行公私合作机制， 鼓励社会共同参与到“人工智能＋教育”中来。 落实对人工智能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

财税优惠政策，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支持欠发达地区人工智能基础

设施的完善。 将政府的资源与社会企业技术相结合， 壮大教育扶贫力量， 将人工智能带到更多的欠发

达地区校园中去。
第三， 完善欠发达地区推广在教育中使用人工智能管理机制， 保障智能教育系统的建设［１２］。 大力

支持智能教育的发展， 认可智能教育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教育红利， 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在欠发达地区

的发展计划， 支持人工智能技术进校园。 同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完善法律服务机制， 为人工

智能助力教育扶贫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二）完善欠发达地区学校信息隐私安全体系构建

第一， 加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使用的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智能教育数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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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育智能产品的使用者和研发者的自律性。 实现教育隐私数据采集标准化， 进行合理的数据清洗

和脱敏。 保护教育数据的隐私安全， 确保教育隐私数据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使用， 对侵犯学生和教师隐

私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 定期开展教育数据隐私安全保护讲座， 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将学校隐私安

全保护纳入校园安全评估体系中来， 提高学校、 教师和学生的隐私保护能力和意识。
第二， 做好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风险的前瞻性预案。 加强风险预防与约束引导， 探索定制数据收集

和定期审查追责机制， 确保人工智能在欠发达地区儿童教育应用中安全、 可靠、 可控地发展。 严格监

控欠发达地区学生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 不得向未成年人推销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游戏和不

良信息， 对推销不良信息的软件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大力度的处罚。 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时间和内容进

行监控， 家长将未成年人的设备设置成未成年人模式或设定每天使用时间。
第三， 提升欠发达地区教师信息伦理素养。 引导欠发达地区教师正确和适度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个体差距大， 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不能“一刀切”， 不能过度依赖智能技

术， 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学生发展的方式进行， 避免使用不当给学生带来心理伤害。 同时， 教师

要学会教育数据隐私保护， 提升个人信息伦理素养。 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数据多为特殊的隐私性数据，
如学生家庭收入、 家庭结构、 家庭住址等信息。 教师须谨慎使用数据， 自觉遵守教育数据伦理的道德

标准。
（三）加强数据汇聚联结， 提供开放平台与服务

第一， 促进欠发达地区不同教育系统、 平台间数据共享和联结。 打破各个教育系统和教育机构间

的数据壁垒， 建立数据共通平台， 形成统一的数据标准， 开发适用于“人工智能＋教育”的公共共享数据

集和环境， 实现不同区域、 不同机构间数据的共享和联结。 学校收集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并提供给人

工智能技术开发的企业， 供企业分析学生的学习状况， 再将结果反馈给学校， 帮助学校更好地把握学

生的发展情况。 同时， 各地区实现数据共享， 可以分析区域间和学校间学生发展情况的差异， 促进各

地区学校经验共享。
第二， 注重欠发达地区学生情绪化和学习过程性数据的搜集。 注重欠发达地区学生的发展过程和

心理健康状况， 细致的个体层面数据能够进一步完善学习过程诊断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并进一步为学校和其他平台发展作出更科学、 更有质量的学生个体发展报告。

第三， 促进多方合作， 提供开发平台与服务。 加强教育领域专家、 人工智能专家及企业人员合作。
企业要提供平台、 数据与服务等方面的基础技术支撑， 开发公共支撑平台， 完善软硬件设备， 搭建基

础知识存储数据库。 搭建公共基础服务平台， 促进技术间的协同和产品间的互联互通， 提高智能分析

技术， 有效提高技术的集中度和资源的聚集度， 形成发展合力。 建立完备的教育人工智能产品与安全

监管和评估体系， 规范行业标准， 加大市场监督与督查力度， 保障企业为驾驭人工智能提供安全、 优

质的产品与服务。
（四）重视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

第一， 做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考虑引导高校结合人才培养需要及自身特色， 成立人工

智能教育学部， 设置人工智能专业， 编写更系统、 专业、 具时效性的教材。 将人工智能与语文、 数学、
物理等学科交叉融合， 打破学科壁垒， 通过跨学科、 跨领域的交叉合作， 培养全能型的人工智能人才。

第二， 实施人工智能免费师范生计划。 鼓励各省内师范院系实施人工智能免费师范生计划， 为欠

发达地区定向培养人工智能学术型和技术型专业人才， 改善欠发达地区教师队伍信息化水平弱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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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工智能人才的待遇。 通过特殊岗位津贴或者优先评定职称等方式， 提升他们

的职业满意度和职业满足感， 鼓励具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才到欠发达地区任教， 稳定教师队伍。
第三， 设立人工智能技术选修课程。 积极响应教育部“人工智能＋教师队伍建设”的号召， 高校要提

升教师智能教育水平， 革新思维模式和改革教学方式； 设置人工智能选修课程， 激发高校学生学习智

能技术的热情， 提升未来教师的信息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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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２１５．

［１１］ 固镇县连城镇中心小学： 专递课堂， 让农村孩子共享高质量教育［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１－ ０９） ［２０２１－ ０１－ 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８８３０１９３８９４４２５１１８０＆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

［１２］古翠凤， 郑云娟． 人工智能助力农村基础教育现代化［Ｊ］ ． 现代中小学教育， ２０２０（１１）： １－４．

（责任编辑　 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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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 重点、 优势、 困境及策略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ｎａｎ）

Ｐａｇｅ ２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ＡＮ Ｆｅｉ）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 ＆ ＬＵＯ Ｓｈｕｘｉｎ）

Ｐａｇｅ ３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Ｉ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ｂｒｏａ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Ｉ，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Ｉ－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ｐｅ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