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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浩洋：AI将使公益成本大幅降低
� � 松鼠 AI（原称“乂学教育”）
创立于 2014 年。 其主打项目
“智适应学习引擎”是一个以算
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自适应学
习引擎， 主要应用于中小学教
育领域。

据松鼠 AI 创始人栗浩洋介
绍，截止到目前，松鼠 AI 已经在
全国签署了 1800 家合作学校。
2018 年松鼠 AI 总部加上全国学
校的收入接近 10 亿元。

栗浩洋说， 自己 21 岁投身
公益， 算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公
益经历的“非专业公益人”了。
他认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
起的“捐赠誓言”很有价值，觉
得中国也应该建立这样一个企
业家公益慈善联盟。 在他看来，
只有把更多财富投入到社会公
益中，运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
财富才更有意义，更能凸显其本
身的价值。

优质教师稀缺和学习互动
难题

《公益时报 》：你对 AI 教育
的本质属性及其未来发展对行
业的影响是如何理解的？

栗浩洋：当下很多人都认为
“教育”在我国是一个发展痛点。
比如教育资源不平衡、孩子就学
压力及补课过重等问题。 而这其
中， 好老师又是非常有限的，要
知道，3000 人里面才能选出一个
特级教师，但并非每个学生都能
遇到———概率很低。 遇到好老师
意味着好学生会更出色，成绩较
弱的孩子也有机会进步。 反之，
遇到教育能力较弱的老师对学
生们来说就不那么幸运了，学习
时间投入甚多， 但教学效率低
下，成绩也很难进步。

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注意
到，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已经开始
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以前你
要想上哈佛，百分之一的录取率
才能听到哈佛的课程，现在通过

“慕课”这种互联网公开课，所有
人都能听到，这无形当中就解决
了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的老师
面向所有人的问题。

但是， 因为教育还是要有
互动的。 你光在那讲，所有的人
都在那边听，既无提问，亦无回
答，双方毫无交流互动，学习者
在此期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学习
需求及反馈等问题是根本没办
法掌握的， 这种模式最终可能
陷入死结。

当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AI 教
育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优质老
师的稀缺化及双方互动的难题。
通俗一点讲，就像“阿尔法狗”模
拟围棋大师，AI 教育就是模拟特
级教师，进行一对一的教学。

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就是把
过去 45 分钟的录课， 对学习者
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法， 通过 AI
执行教育内容。AI 在教学过程当
中一定是有具体明晰的分类的，
比如对 60 分成绩的孩子讲 60 分
的知识，90 分成绩的孩子讲 90
分的知识，就是根据不同的用户

画像给你分发不同的内容，这种
情况下，每个孩子才能真正学有
所得。 另外在此过程中，AI 老师
会不断地提问，出题，让孩子们
去思考去做题， 通过这个程序，
来掌握孩子对知识的理解和学
习程度。

之所以说 AI 是“智慧的老
师”， 就因为对不同的孩子它给
予的难度系数是不同的，一个具
有十年经验的老师，他的大脑也
无法容纳百万题库， 但对 AI 老
师来说，这些数据的处理都不是
问题。 从始到终，AI 老师会根据
孩子不同的学习层级和情况，做
出适时的反应和处理，期间不断
地互动，带着孩子逐级向上提升
和积累。 当然，这个 AI 老师之所
以能有这么出色的表现，也是凝
结了几百个超级教师的智慧和
付出所诞生的科技成果。

AI“教”+老师“育”

《公益时报 》：无论 AI 教育
如何聪明智慧，它也是经由人研
发出来的机器。 它如何识别使用
者在学习过程中信息反馈的真
伪？ 它对人性的理解和认知能达
到什么程度？

栗浩洋： 诚如你所说，AI 的
使用目前还无法解决人性的认
知问题，因为任何一种科学技术
的发明，很难说它就是百分之百
的没有负面影响。 比如汽车的发
明为人类出行和交通提供了很
大便利，但与此同时带来的交通
事故也很多，甚至夺去无数人的
生命。

如果按你所设想的，AI 教育
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不能准
确识别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信
息反馈的真伪，那么带来的直接
后果就是学习效率的直线下降。
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否认 AI 在这
方面的缺陷。

《公益时报》： 那这个 BUG
（缺陷）怎么解决？

栗浩洋：那只能是我们通过
不断地完善规则去防范。 无论学
校、老师还是家长，也要通过不
同的沟通方式告诉孩子们，学习
过程中尽可能把真实的学习感
受和使用习惯呈现出来，这样才
有可能和 AI 老师达成良好的沟
通效果，提升学习成绩。 但同时
我们也要知道，AI 永远替代不了
真人老师。 我们说“教育”这个
词，要“教”，更需要“育”。虽说 AI
的教学方法和能力确实很强，但
在“育人”的角度讲，它是无法代
替老师的。

目前的现实状况是老师们
疲于基本的教学层面， 根本没
有精力去做深层育人的事。“育
人”我认为分为三层，第一层是
情绪情感沟通， 第二层是性格
塑造，再往大处说的第三层其实
就是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 要让孩子们懂得，你的
人生究竟该怎么度过，才是最幸
福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中你
要放弃的是什么，应该追求的是
什么等。我始终觉得教育应该是

十分高效的，而不是低效的。 AI
教育的出现实际上把老师解放
出来了，一个负责教学，一个负
责育人，两者配合才能把这件事
情做好。

AI 公益可大幅降低成本

《公益时报》：俞敏洪和张邦
鑫 2018 年联合创办的情系远山
公益基金会主打教育，17 家知名
教育公司担任其理事 ， 松鼠 AI
也位列其中。 你加入这个公益平
台是为了 “应景 ”还是真觉得可
以做点什么？

栗浩洋：情系远山公益基金
会成立的当天晚上，我作为理事
单位上台发言。 那天我讲了一个
故事———我 21 岁时就开始投身
公益，当时运作公益资金的额度
都是百万元以上，那时很多媒体
也给予了关注和报道。

公益做了两年的时候，有一
件事触动了我的内心，彻底改变
了我的公益观：有一次，我们给
郑州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送
去一笔价值大约 500 万元的捐
赠，除了送大量课程，还送书包
文具及学习资料等。

当天活动过程中， 有一个
孩子的父亲突然就给我下跪，
深觉内心震撼的同时， 我赶紧
将他搀扶起来， 问他到底是怎
么回事。 这位父亲含着眼泪告
诉我， 他是一位生命所剩无几
的白血病患者，妻子早已去世，
留下一个女儿， 这次也是受捐
对象之一。 他说女儿的学习成
绩特别好，但苦于囊中羞涩，实
在无力支付价格不菲的培训费
用， 即便是便宜的教材也负担
不起。 通过此次捐助活动，女儿
不仅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学习教
材， 还得到了一个新书包———
要知道，因为没有钱，女儿已经
六年没有换过书包了。 孩子的
父亲看到了女儿未来的希望，
所以下跪以致谢。 那天，我的眼
睛也几度湿润，我蓦然发觉“公
益”这件事，远远超出了我最初
对它的理解和认知， 它是大爱
无言、是润物无声，是以帮助他

人为最大快乐的一辈子的事。
能够成为情系远山公益基

金会的理事单位之一，开心之余
我也觉得责任重大，希望大家能
够齐心协力，为助力中国教育共
同发力，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公益时报》： 未来如果 AI
大范围普及公益，请你想象一下
它可能运用的场景和效果。

栗浩洋 ： 我觉得 AI 做公益
和慈善的本质就是———它可以
把成本降到可能范围内的最低
水平。 比如教育和医疗，如果你
不占有一线城市的优质资源，你
是无法接近的。 但如果 AI 推广
使用，那么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
机会接近和触及。 且它在社会范
围内使用的边际成本非常低。

首先， 未来 AI 在任何一个
领域， 都可以尝试免费的事情。
其实当下互联网目前已经把许
多东西实行了免费使用，比如海
量资讯及衍生产品。AI 的另一个
优势是大大缩短人们的工作时
间， 帮助人们不断增加财富积
累，由此带来的幸福感和休闲惬
意也会更多。 可以想见的是，未
来 AI 能够助力的领域非常之广
泛， 还可以介入文化、 历史、考
古、 物流等， 这些行业的 AI 运
用， 无疑是更为有意思的事情。
甚至公益行业本身的 AI 普及，
也是指日可待的，现在区块链介
入公益执行流程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已经初见端倪。

我们试想，未来在边远山区
有了 AI 医生， 它集结了许多优
质医生的智慧，加上已经开始推
广使用的远程问诊和手术协作，
在患者的治疗等方面一定会大
大地向前一步。 这不仅对医疗资
源的平等使用大有裨益，而且很
大程度上体现了医疗事业的社
会公益性和惠民意义。

再说 AI 教育。 我们现在做
的 AI 教育这件事， 就相当于把
孩子几百万的求学成本降到了
一二万块钱，就是要让所有的孩
子身边都能有个“特级教师”陪
伴。 我们已经拿出 100 万个账
号，专门无偿赠予特困家庭的孩
子，并且在情系远山教育慈善基

金的晚会上也继续捐赠了价值
1000 万元的松鼠 AI 课程给边远
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也能有机
会参与到这种现代智能教育的
体系中来。 这就是 AI 教育与公
益融合后产生的最直接也最有
价值的事情。

当然， 在我看来这种探索
和尝试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我
们还将把更多研发和实践向教
育公益方向倾斜， 争取帮到更
多的孩子。

AI 的“可控”与“失控”

《公益时报》：现在有很多人
担心：现在 AI 发展这么厉害，将
来有一天 AI 会不会统治世界 、
人类向它“俯首称臣”呢？

栗浩洋 ：（笑） 目前所有 AI
学术界专家都认为， 从技术上
讲， 现在一直到未来的三四十
年，还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大家
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 也不是
没有必要。 就像核武器一样，如
果你不对其做很好的严谨的规
范， 它是有颠覆世界的可能和
机会的。

人类创造的东西，不见得都
能被人类自身所掌握和控制。

比如我们研发的 AI 老师在
教课的时候， 最初是按照老师设
计的题目跟学生交流互动。 但是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当
AI 老师认为人类提供的这个题
目不对， 它的系统就会自动更改
题目；当 AI老师发现某个学生在
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关于虚词的使
用非常差， 它就会自动取消这一
阶段的学习， 因为它知道虚词占
比在整个考试系统里非常低，索
性放弃， 主动加大对该学生其他
方面较强的知识点的学习和练
习。以前我们的老师教你，那肯定
是一直教到你学会为止，但 AI 老
师不是这样， 它不仅有自己的判
断和考量， 也有自己的思考逻辑
和学习策略。 但这并不是“失控”，
因为最终从你的学习效果和目标
达成方面， 你会发现确实有直观
的改善和提升———AI 老师把你
教得更好了。

栗浩洋在 2019 亚布力企业家年会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