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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巧钦（雷州）

具体的课堂教学上，受欢迎的教师
往往会根据现场听课的学生认知水平、
反应情况，对设计好的课堂练习活动做
妥当的调整与变动，以适应学生的认知
程度。教材教法教学手段与不同学生的
合适标配应是教学成功的关键。AI机器
人教师是先进高端的教学资源，在教学
上将成为人类教师必不可少的助手，但
不可能取代人类教师。特别是在组织丰
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帮助学生协调人
际关系，培养学生健全的品格方面，AI老
师更不可能取代真人教师。

吴典蔚（赤坎）

面对人工智能的强势发展，教育要主
动迎接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和教育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市面上虽然盛行多
款辅导做作业的、批改作业的“智库”，布
置作业信手拈来的“题库”，但距离真正实
现人工智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机器能
够高度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还没有完全实
现，所以“AI 教师”替代真人还没有很成
熟的技术支持。“AI 教师”的出现可以一
定程度上把教师从繁忙的基础教育，初级
教育中解放出来，处理一些日常琐碎班务
教务，教师也有更多时间进行自我学习，
处理家庭和教育事业的关系。为了更好
实施科技战略，我们要早谋划，正确处理
好人工智能和教育的关系。

在教授知识和教授方式上，教师要和
“AI 教师”巧妙配合，才能提供更高教育
水平。“AI教师”比真人老师更少犯错，通
过大数据分析，能准确把握常考知识热
点，把教学大纲有条不紊讲述，帮助学生
取得更高分，可能也更有时间观念，不会
拖堂。毫无疑问，“AI 教师”在完成规定
教学动作上优势巨大，但是其不能及时分
辨学生课堂接受能力水平，根据学生课堂
反应调整讲述方式方法，让知识自由流入
学生脑中。

在思想态度教育上，教师比“AI 教
师”更胜一筹。比如，怎么才能让学生产
生学习动力，怎样才能有你追我赶的竞争
意识，怎样锤炼学生攻坚克难的气质，怎
样共同营造团结活泼向上的班级氛围，也
只有教师通过对学生不断跟踪观察，一个
一个案例层层剖析，用专业的职业素养和
学生有温度、见真情的对话才能做好思想
态度教育。

我们要大胆往前走，正确处理好人工
智能和教育的关系，让教育变得越来越优
质。

不可取代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邓敏聪（霞山）

说起“教”和“育”，笔者认为，“教”
更多指的是教知识，“育”更多指的是育
人，培养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质等。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不止
是批改作业、手写识别、答疑等，更是可
以一定程度地实现直接的知识传授。

人工智能教育的出现，让更多偏远
山区的孩子能享受到和主要城市的孩
子一样公平的学习机会，解决了当地孩
子“学习难”的问题；人工智能教育的普
及，就像现在新兴的各类网课，能让更
多孩子享受到更多更有质量的教育。
现阶段的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已初见成
效，如各类手机 APP 都会设置打卡功
能，大家拿起手机，就能利用碎片时间
自我增值，背个单词打个卡、阅读打个
卡、运动打个卡，这些习惯对个人与身
边友人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巨
大的。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大众视野，
但是要谨记，比人类更厉害的其实不是

人工智能，而是掌握了人工智能的人
类，怎么使用好人工智能服务于教育，
是至关重要的。

打破固有的思维，人工智能对教育
的改变，肯定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如今
人工智能使得“教”和“育”得以真正区
分。以前的教育模式，教师们的教育更
重“教”，更多停留在知识灌输层面，对
更为重要的“育”反而有所忽视。人工
智能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教师
从教学工作中解放出来，把宝贵的精力
投入到育人上。学生也能摆脱一些重
复枯燥的学习内容，更快乐地获取知
识，提升能力。

放眼未来，发展的趋势一定是人机
协同、人机融合，而不是机器取代人。
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将给“教书育人”
带来更深度“分工”。“教”将变成以人工
智能为主、老师为辅的“人工智能+教
育”模式;“育”是老师的主要工作，着力
于激发和唤醒学生各方面潜能，是一个

“教育+人工智能”的模式。

带来更深度“分工”

咨询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问题
陈女士反映，其欲在网络销售副

食品，并多次前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但均未办理
成功，现其希望相关部门提供详细的
办理政策依据并一次性告知所需材
料、办理流程、以及设立仓库的要求事
项。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处理并给
予答复。

遂溪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经
调查，根据《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关于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
行）》第十二条规定，无实体门店经营
的互联网食品经营者应当具有与经营
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固定的食

品经营场所，贮存场所视同食品经营
场所，并应当向许可机关提供具有可
现场登记申请人网站、网页或网店等
功能的设施设备，供许可机关审查。

“固定的食品经营场所”可为贮存场
所、办公场所，或者主要互联网设施设
备所在地，而非网上虚拟场所。因此，
仅从事网络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即营
业执照记载的经营场所为网络经营场
所网址的个体工商户），不具备获取食
品经营许可的条件。由于陈女士没有
实体店，也没有贮存场所（仓库），陈女
士申请办理食品经营许证，我局工作
人员不予以办理是符合规定的。

市民服务热线市民服务热线：：1234512345

陈先生是吴川市王村港镇米乐村
村民，其反映2017年初王村港镇政府
将自来水总管建设至米乐村，但截止
于2019年4月11日仍没有分管到户，
村民仍无法使用自来水。其表示就此
情况曾向村干部了解，村干部表示镇
政府还没有安排水管进村。陈先生表
示现村民所使用的水井的水质经常出
现黄色杂质，且到枯季水井处于干涸
状态。现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为米乐村
接通自来水。

王村港镇：收悉后我镇十分重视，
现镇农业办回复如下：为改善我镇群

众饮水条件，确保群众安全饮水，近年
来，我镇积极推进村村通自来水工程
建设。村村通自来水是改善农村群众
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群众迫切盼望
实施的重要工作。为解决此问题，镇
委、镇政府积极与市相关部门沟通协
调，多方筹措资金，现已完成我镇村村
通自来水管网工程。因为安装到户的
主管部门是市自来水公司开展接水入
户工作。我们建议督促村长、村民代
表积极和自来水公司衔接，打好预算
组织好群众积极报装事宜。

为村民接通自来水

记者 赖寒霜 通讯员 陈海鹏 整理

茶座有约

李湘东（霞山）

什么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究竟
能替代哪些职业？未来社会人机互动
会是个什么情景？这些问题似乎离我
们很遥远，但实际上人工智能的全面研
发势头强劲，各种型号多种功能的机器
人，一步步攻城掠地，向人类发起挑战。

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迅猛异常，有
些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态为转移，一项
新发明横空出世般呈现你的眼前，又迅
雷不及掩耳般普及开来，令你总是没想
到来的这么快。以手机为例，10 余年
前，一般人都不会想到用手机扫一扫就
可以购买各种物品、可以吃饭消费、连
交水电费垃圾费等均可搞定。手机还
可无限距离视频、对话，可以观剧听歌、
拍照摄像。还有千里外的网上购物，轻
轻一点电脑和手机屏，想购什么均分秒
之间完成，你在家静等有送快递上门。
人工智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机器人将风行
众多领域。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曾讲述机
器人写作的情景，它能如实记录下会场
上的有关讲话，而且一字不漏将其打印
成文字，又快又准，你绝对不用担心会
出差错。但如同任何人工智能不能完
全替代人的作用一样，机器人写作缺乏
思想性，不会提炼主题，更不会把文章

写的有血有肉有感情。它只能当记者
的助手，在记者的指令下完成速记之类
的简单工作。

现在有些学校率先将人工智能运
用到教学实践中，用机器人帮老师改作
业，报成绩，提醒学生按时完成作业
等。使老师从这些琐碎的工作中抽身
而出，可以更加专注于教学。机器人成
为老师最好的助手。未来某天，每个老
师配上一个机器人来协助教学，老师们
将更专注于学生的思想建设，真正成为
人类灵魂工程师。

面对扑面而来的人工智能大潮，我
们要保持清醒冷静科学的头脑，要看得
更深更远，要树立一种意识，人工智能
的发展是时代发展必然，是与时俱进的
结果。人工智能时代的普及据权威人
士预测也就三五年后的事情。我们必
须正视这个现实，满腔热情拥抱这场人
工智能革命的到来。积极参与到这场
变革中。同时我们又要破除迷信崇拜
人工智能的神话，要坚定一个信念，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工智能再发展，
再完美都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它不会象
人那样具备复杂的思想和丰富的情
感。因为它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元件
组成，是需要人输入指令操作。漠视或
夸大人工智能的作用，迷信或否定人工
智能的存在都是错误的。

张开双臂 拥抱人工智能

尽量避免学龄前儿童
使用手机和电脑

据新华社消息：国家卫健委日前公布
相关调查结果称，目前我国低年龄段近视
问题比较突出。同时提示，不科学使用电
子产品是近视高发的主因之一，6岁以下
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手机和电脑，家长在
孩子面前应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

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儿童
为 14.5%，小学生为 36%，初中生为
71.6%，高中生为81%，近视防控任务艰
巨。

国家卫健委此前发布的《2019年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提
示，0到6岁是孩子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应
当尤其重视孩子早期视力的保护与健康。

核心信息指出，长时间或近距离盯着
手机、电脑和电视等电子屏幕，是近视的
原因之一。6岁以下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
手机和电脑。家长在孩子面前应尽量少
使用电子产品。

入学后，学校使用电子产品的教学时
长原则上不应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
课余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学习30至40分钟
后，应休息远眺放松10分钟。非学习目
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
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

你对此有什么感想，欢迎来稿。
邮箱：2362060417＠qq.com
截稿时间：5月7日15时

“AI教师”能替代真人吗？

声 明
湛江市坡头区乾塘镇三合社区居民委员

会 长 巷 东 村 民 小 组 （ 号 码 ：
4408040003422）在2019年3月8日登报作废
公章一枚，现已找回该公章，该公章继续使
用。特此声明。

湛江市坡头区乾塘镇三合社区居民委员
会长巷东村民小组

2019年4月29日
单位证件

●湛江市赤坎区南桥街道办文保南村经济合
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910002412802，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万福堂凉茶店毛康森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2017年3月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802MA4WCA241X，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新鸿达石化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轻型罐式货车危险标志灯号牌一个，车牌
号: 粤 G68788， 危 险 标 志 灯 号:
44080364-06，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九记旺美食坊林伟师遗失遂溪
县市场监管局 2017年 4月 12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任代码 ：
92440823MA4WE7TB3T，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民享西三路蔡凤珠遗失湛江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 2015年 4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8036000360477，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湛江市霞山区文明西路 6号 4幢 701房尹
吉勇遗失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公安分局 2014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文明西路 6号 4幢 701房黄
春宇遗失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公安分局 2016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文明西路 6号 4幢 701房尹
俪静遗失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公安分局 2019
年1月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海滨五路 2号 21幢 602房孙
晓文遗失赤坎公安分局 2018年签发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库和村 383号唐丰发
遗失遂溪县公安局 2011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北坡镇新鹤门村 11号王成
军遗失遂溪县公安局 2007 年签发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南桥路28号东门303
房蔡广龙遗失赤坎公安分局 2008年签发的
身份证，声明作废。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海路 76号奥材商
住楼37号1单元附4-1号贺显著遗失遵义市
公安局汇川分局 200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符春梅遗失湛江市霞山区新时代综合市场
110、111、112号档口由湛江银泰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的经营保证金单一张，编号为：
0041023，声明作废。
●湛江市市辖区东山镇西坑村3号陈汉实遗
失 2009 年 8 月 27 日签发的残疾人证，证
号：44081119681012129671，声明作废。
●湛江市公安局陈振兴遗失人民警察证，证
号 ： 217439， 有 效 期 ： 2016 年 6 月 14
日-2021年6月14日，声明作废。
●姜华（B1-K06/K07/56/57巴国小面）遗
失湛江市凯德商用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4月
21日开具的租赁保证金收据，号码：结算部
（收）字 027726，金额：10000元，声明作
废。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坡头镇塘博村圩贵东
经济合作社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证明书》 副本一本，证号：粤农集字第
080406011005号，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街南调村姓黄经济合作
社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
副本一本，证号：粤农集字第080404004015
号，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坡头镇坡禾地村3号
黄阳兴遗失粤G56958 （黄色）号车的道路
运 输 证 （ 待 理 证 ） 一 本 ， 证 号 ：

002995763，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黄略镇颜村村肖基塘经济合
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号：J5913000716901，声明作废。
●遂溪县洋青镇新深村 020号卜秀华遗失户
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遂溪县城月镇建设路 14 号袁剑华遗失
县公安局 2019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
废。
●遂溪县杨柑镇黄屋村 31 号黄秀遗失县
公安局 2006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
废。
●遂溪县草潭镇大墩村 96 号徐思涛遗失
县公安局2000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湛川路 23号 30幢 401房梁
源玲遗失县公安局 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湖南省层溪县修溪乡征溪口村 11组刘自
有遗失县公安局 2013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遂溪县岭北镇厘岸村 75号谢天盛遗失县
公安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草潭镇基头村 21号陈志良遗失户
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罗金杰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 95246部队政
治工作部 2018年 2月 7日签发的士官证，编
号：士字第09030364612，声明作废。

登报易 保权益 成大事

权威媒体 最具法律效力
公告·启事 法院公告 清算公告 注销公告 拍卖公告

许可公告 寻找启事 声明启事 证件遗失

咨询时间:8:00-11:50 14:40-5:30

服务热线

3336821
3312715

ZJR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