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正进入智能时代，一些
重复训练、可以熟能生巧的职业正在
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面对这样的
变化，我们的教育准备好了吗？

可以看到，各种辅导班、题海战
术等概念，多年来一直是教育领域的
热门词汇。虽然国家一直不断给老
师及学生出台各项“减负”政策，但是
当前我国的师资配备、教学方式等，
都很难在短期内适应智能生活带来
的变化需求。

这就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我
们的教育、教学带来改变，这个改变就

是我们教育变革的最大变量——假如
给每位老师配备一个“智能助教”，帮
助其备课、批改作业，不仅可以提高
老师的精准教学能力，还能够针对不
同学生进行个性化定制学习。

进入智能时代，社会需要的是
具有创新能力、协作探究能力的创
新型人才，如果通过人工智改变传
统教育方式，就能帮助老师及学生
从繁重的教与学任务中“解放”出
来，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
到培养合作探究、创新发展精神的
素质教育当中。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丁鹏：
让人工智能改变传统教育方式

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式，应该是人
类与机器协同发展，两者是相互促进
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机器换人”。

那么人机协同中的“机”是指代
什么？不少人认为是机器，但我觉得
它有可能是机器人，也有可能是软
件，还有可能是App，等等。

推动人机协同的目的，是与实体
经济实现充分融合，这需要经过三个
阶段：人机交互、人机融合、人机共

创。
其中，“人机交互”就是我们现在

做的，让机器能够“看到”我们的世
界，“听到”我们的声音，但重要的是
推动“人机融合”，让机器提升我们的
能力，摆脱能力不足的束缚。而最终
具有更大开拓空间的是“人机共创”，
通过机器和人协同发展，产生更多新
内容，最终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定制服
务及产品。

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姚志强：
人机协同发展需经历三个阶段

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标准之一，我
想应该是人们比以前有更多的闲暇时
间，也就是每个人有更多自由支配的
时间。

那么如何增加闲暇时间？这就需
要由人工智能把我们原本承担的一些
家庭劳动进行“机器化”。

比如，洗衣机、洗碗机就是家庭劳
动“机器化”的例子，而餐饮、家政等都
有可能成为下一批“机器化”对象。

以餐饮为例，如果家庭点餐后的

配送物流能够以最快速度送达到户，
那么这样的“机器化”将会普及得更
快。在这个快速物流配送的背后，隐
藏的就是人工智能应用——它意味着
大量的数据积累，包括配送员对城市
交通线路的熟悉程度、小区电梯的快
慢程度，等等。

随着5G推广以及人工智能技术
不断发展，大数据智能化必将在今后
的养老、家政等民生服务领域加以应
用，从而创造出高品质生活。

美团点评副总裁陈荣凯：
大数据智能化创造高品质生活

无论5G、云计算，还是AR、VR
以及4K、8K高清等概念，实际上都是
为创建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智慧”
系列而服务的。

智慧生活，简言之就是追求舒
适。而家庭空间、办公空间以及开车
空间，是大家每天待的时间最长的三
个空间，如果这三个空间能够做到彼
此以智能方式链接，并且有一个统一
平台进行操作，大家就能完全感觉到

“智慧”带来的便利。
因此作为云技术企业，我们重点

将培育这三个空间的智能化——从
智慧家居到智慧社区，再到智慧城
市，让人工智能充分赋能智慧生活。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希望用科技
手段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生活幸福
指数，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创建数字
生活，建设数字强国，让更多民众感
受到科技创新成果。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刘志刚：
培育家庭办公开车三类智能化空间

智能生态城市，即数字城市或者
智慧城市，它从民生服务、城市管理
和产业发展的角度，围绕数据运行加
以建设。可以说，数据驱动是培育智
能生态城市的核心关键，只有通过数
据汇聚、融合、开放，才能构建起共
享、开放、互益的城市生态体系。

当前，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
战略资源，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
家治理能力提升和民生服务改善中，
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
民生服务领域，通过数据互通，从而
打通城市各种“信息孤岛”，建设城市

共性的软件基础设施；在产业升级领
域，通过把传统产业和大数据深度融
合，对产业全流程进行赋能，让企业
和市场之间的数据互通，推动企业高
效发展；在城市治理领域，通过提供
对城市发展趋势精确的数据预判，最
终实现对城市的自动化管理。

因此，一旦打通个人、政府、企业
之间的数据连接，把各类服务进行汇
聚整合，再通过政策引导将其引入到
一个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运营体
系中，一个理想的智能生态城市将越
来越近。

北京思源政通科技集团董事长张亮：
用数据驱动培育智能生态城市

人工智能在这几年取得了很大发
展，但有些应用并没有和实际生活紧
密地结合起来，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人工智能应该与实体经济真正融合起
来，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紧迫问题结
合起来。

比如说，眼下全国各地有许多人
工智能进入医疗领域的案例和实践，
包括互联网医疗、医学影像等等，但是
充斥在我们耳边的依然是看病难、看

病贵和优良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声
音，这就说明人工智能和老百姓的现
实生活结合得还不够紧密，也是我们
下一步应该去探索的方向。

我们要让人工智能与工业、农业、
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诸多领域的
发展结合起来，既解决当前紧迫的问
题，也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能真正发
挥效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学山：
人工智能应以人为本

我们常说“4G改变生活，5G改变
社会”，由于数据传播速度的加快，5G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变化。比如
说，5G的大带宽支持多机位同传，通
过5G+VR直播，观众不用切换画面
就能看到多个视角；又如，5G+VR教
育，通过构建虚拟学习环境、虚拟实验
室等，更加形象生动地表现知识；还有
5G+VR医疗，通过手术模拟可大大
缩短培养医生的时间。

目前，5G技术已在一些方面得到

应用。今年3月16日，中国移动公司
与华为公司合作帮助海南总医院医
生，通过5G网络远程操控电子机械
臂，成功给在北京的帕金森病患者完
成了“脑起搏器”植入手术；6月 17
日，四川长宁地震中使用了“5G急救
车”和“5G临时病房”，患者B超画面
通过5G网络实时传输到300多公里
外的四川省人民医院，供专家团队研
判，解决了以往远程会诊时清晰度不
高、成像失真、卡帧延时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5G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不管在哪个国家，智慧城市基本
上都面临着三种挑战：一是设计局限
化，二是信息碎片化，三是建设空心
化。要克服这三点，也非常简单，就是
看智慧城市的建设最终有没有提高我
们的生活品质。

我们以澳大利亚的智慧农业为
例，由GPS引导的无人驾驶收割机已
在澳大利亚广泛应用，大大节省了人

力成本。在智慧农场方面，通过广泛
设置传感器，农场主拿着移动终端，每
天只用5分钟时间就能掌握农场实时
报告。

数据是智慧城市的核心。为了更
好地让数据改变生活，我们要帮助居
民理解数据的重要性，这样他们就知
道如何去利用、贡献数据，反过来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使用数据。

欧盟科学院院士王翔宇：
智慧城市提高生活品质

作为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核心区，贵阳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
有着自己独特的“原创”经验。

我们认为，以人工智能、量子计
算、区块链、5G移动通讯、物联网等为
代表的五大关键性技术将深刻影响未
来城市，促成数字孪生城市（数字化城
市）的诞生，而数字化城市依赖于数字
进行运营、决策，智能化无处不在。

在顶层设计上，我们提出了块数
据、主权区块链等创新理念；实践方面，
我们则在政府治理、便民设施、营商环
境等领域作出了自己的有效探索。下
一步，我们将从花果园超大型社区治
理、数博大道等小型城市生态系统上打
造数字孪生城市，以数据连接万物，以
数字驱动城市决策，打造信息化、智慧
化城市。

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昊：
数字化城市智能化无处不在

现在流行的做法是，把传统的基
础设施进行数字化，以此提高政务服
务能力。如何推动数据更加灵活、灵
动地进行交互呢？我们认为是要通过
数据流动的自动化，实现治理与服务
的突破、推动产业发展模式的突破。

我们已经在一些方面进行了探
索。例如在杭州，我们把摄像头与交
通信号灯打通，获得实时交通数据，

用于支撑救护车、救火车畅通无阻；
在城市安保方面，我们用了大量的视
频科技，能够精确计算出特定区域内
的人数，这对于安保和应急是十分必
要的。

目前，这些还只是尝试，未来我们
将通过建设城市大脑，推动数据更加
灵活、灵动地进行交互，从而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胡臣杰：
建设城市大脑推动数据灵活灵动交互

一个中型城市每年城市车辆数据
超过30亿条，公交轨迹数据超过60
亿条，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非常大的
价值，只要把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找
出来加以运用，就能真正改善人们交
通出行质量，改善生活品质。

SAP基于自身在智慧交通方面
的经验，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指标，
帮助城市解决交通问题。比如，在

公共交通方面，我们对通行时间、距
离、出行人数、换乘系数进行实时监
控，更加精细化管理车厢内的舒适
度。

通过实时感知、预警预测、实时分
析，我们能够帮助城市规划部门更好
的规划和发展城市未来交通，推动交
通行业更加科学的发展，缓解交通压
力和环境压力。

SAP中国区副总裁、服务行业群总经理顾伟：
智慧交通助力高品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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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嘉宾演讲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颜安）
5G究竟是什么？大数据发展路径该
如何建构？未来政府治理形态如何
变迁？8月 26日，以“智行千里、慧
致广大”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智能化应用与高品
质生活高峰论坛”在仙桃数据谷举
行。知名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围

绕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以及智慧城市
建设等热门话题“论道”，展开激烈
的思想碰撞。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出席论坛。
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中国

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欧盟科学院院
士王翔宇等嘉宾聚焦“分级分类推
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主题，紧紧围

绕新型智慧城市民生服务、城市治
理、政府管理、产业融合、生态宜居
等领域智能化应用，通过展望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
等前沿技术，深入探讨了智能化应
用为生活添彩的未来方向和实施路
径。

在论坛上，国家信息中心联合华

为公司等单位，发布了名为《迈向万物
智联新世界——5G时代·大数据·智
能化》的研究报告。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主任
于施洋表示，2019年是5G应用元年，
5G将会带来更加宽广的连接场景和
应用领域，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为未来一

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换挡提速提供强大
的动力，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这也是他们编写这份研究报告
的初衷和目的。

这份研究报告内容丰富，包括5G
的现状和未来、5G构建出怎样的数字
中国基础设施、5G技术创造的政府治
理新课题、5G背后的产业变迁与未来

形态、5G怎样用新技术创造新生活
等，系统而全面地解答了5G时代的一
系列问题。

“智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活高峰
论坛”是2019智博会主题论坛之一。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该高峰论坛将
作为智博会品牌论坛，高质量、高规格
持续办下去。

智能化应用与高品质生活高峰论坛举行
《迈向万物智联新世界——5G时代·大数据·智能化》在重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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