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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观    察

机器人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下）
文 _John Baruch　翻译 _ 鲁雪娜

需要有新的教育才能摘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硕果。

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让没有作好准备的人陷入贫困，因为汽车、卡车和飞机都

将由机器人驾驶，全球机器人合作提供最好的医疗保健，银行系统和几乎所有的制造服

务业都将由机器人运作，这些带来的后果就是大规模失业。

失业的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经济的增长和新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

尤其是医疗教育领域的发展掩盖了这一问题。到那些机器人化的行业走一走，经理会告

诉你新型机器人是如何 1 天 24 小时工作的。它们不用休息，更不用休假，甚至在黑暗

里也能工作，生产着无数的智能电话或者无人驾驶汽车。你可能会忍不住要问经理：“它

们也会购买智能电话和汽车吗？”一语中的！从自动化的第 1 天开始，在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失业将成为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否则它将毁灭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欧洲已经出

现由失业造成的社会分化——充斥着失业者、穷人和领养老金者的下层社会，年轻人很

难找到工作，就像非洲国家多年来一样。

人们已经开始有反应。很多有工作、有能力负担其他生活方式的人已经在抵触那些

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产品。许多国家和大城市都在努力用更激动人心的产品表达自己。

这些产品具有新式的设计和创新，体现了这个国家或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无论是建筑还

是住房，家具还是室内设计，食品还是时尚，还是任何消费品，有能力的人愿意付更多

的钱购买“特别”的、能让他们表达自己的产品。这样的社会建立在创新和创意设计的

基础上。将其规模放大，那么无数利用技术创新的新产品就可能改变和丰富人们的生活，

营造一个极其多元和缤纷有趣的世界。推动这样一个创意型社会发展的是那些希望表达

自己、对资讯非常了解的人们的需求，而不是盲目建设一个消费型的社会，只按制造者

的需要制造出任何能说服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在这个世界里，全民教育中要包括培养詹

姆斯·戴森和乔布斯那样的工程师所具有的技能的教育。

目前创意社群主要存在于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仅占世界经济的极小部分。

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地破坏工作岗位和生计，它也将严重地破坏经济，因为上亿

人口将因此陷入贫困。但是如果劳动力能保有收入，依然是活跃的经济体中的一分子，

那经济也将更为繁荣——可是前提是不能大幅提高商品的成本。

对每个国家而言，失业都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它让劳动者陷入贫困，经济下滑，

因为在现代社会需要给失业者提供基本的生活救济；同时税收减少，政府能支配的钱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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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减少。失业让劳动者的生活大为不安，无家可归者、患

生理和心理疾病者及反社会行为都会增多；年轻人厌学，因

为他们找不到受教育的原因，参与社会对他们而言毫无价值。

经济停滞及其对税收的影响和失业贫困将导致经济增

长严重下滑，让政府付出沉重的代价。

明智的做法是未雨绸缪，出台创意性的方案，保证工

业能随着变化的环境而改变，能保留工作。

英国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主要是通过媒体控制人们的想

法，并让市场决定。但是这并不是唯一或最好的应对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方法。因为它会让大部分英国人变得贫困，

增加人们奋起反抗不公平待遇的危险。而且因为需要给那

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救济，所以会给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而不工作的人又不会纳税，因此政府的收入会锐减。很多

英国人都认为这种政策既不道德也不合理。

另一种办法是给每个人可以维生的工资，或“全民”

工资，用税收支付。北欧对这一方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这是付给每个人的基本工资或福利补贴，无论他工作与否；

对儿童的话这将作为一种儿童福利，对工资最高的人群会

有限制；不包括帮助支付房租或自住房按揭贷款的住房补

贴——这一部分是单独的。如果实施这样的政策，世界将

变得大不同，人们能减少工作时间，雇主也能少付工资。

这一政策还有很多未知之处，因此需要先在小范围内试点。

但是这也不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最具创意的解决方案是改变教育体系，让年轻人学习

如何在技术工程或影视、电脑游戏和其他娱乐体验上有创

意和创新。这样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创意社群中，

极大地扩展和丰富这一社群覆盖的领域，并能延伸到越来

越多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领域。

在英国很多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学者们希望建立起

一个能激励学生学习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

和医学的社会，用 STEM 学科的实践经验培养学生的创

新和创意能力。英国之所以出资让一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

站工作 6 个月，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借此效应鼓励学生学习

STEM科目。

英国选择从事 STEM 领域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引

起了英国上下议院议员的极大关注。他们深入分析了这一

问题，强调了鼓励人们从事 STEM方面的工作，培养技能、

知识和理解力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是创新和创意的基础。

培养创新和创意能力要求的不仅是做汽车、桥梁、飞

机和船舶模型等动手的做法，它需要的是远远不止遵循计

划和指令操作的能力。它要求学生思考不同方式的原因和

解决方案，并寻找机会进行验证。这才是实践科学的精髓：

思考为什么—验证想法—评价该验证方式的好坏。如果从

小学就开展实践科学，将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增强理解力，

为中学时掌握更难的概念奠定基础。

但是英国只有少数小学教师接受过高等科学教育。大

部分教师都仅在 16 岁以前受过包括生物、化学在内的科学

教育或培训。所以教师们觉得实践科学太难，往往会避免它。

教师们经常都无法回答小学生提出的一些基本的科学问题。

例如学生们看了动植物会问“为什么会有季节”，看到地

球仪会问“为什么澳大利亚人没有掉下去”，看到日落后

的新月会问“月亮怎么缺了一块儿”⋯⋯而教师们此时往

往张口结舌，给小孩子留下的印象就是“将来长大了干什

么都好，就是不要干科学。”尽管 95% 的小孩子在开始上

小学的时候都对太空、恐龙等事物充满了好奇，有着浓厚

的兴趣，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就只有 30% 的学生依然有兴

趣。学生们之所以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锐减，主要原因就

是小学教师欠缺这方面的知识。

愿意从事 STEM 事业的人数减少的另一个原因——主

要在英国——是很多人认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不

是女孩子该干的事”。这一问题更难解决，因为它主要来

自家长和教师的态度。

无论选择用哪一类实践科学培养重要的创新、创意和

创业能力，理解实践科学的方法和理念都是关键。

欧洲在积极想办法鼓励更多的学生选择 STEM 课程。

方法之一是机器人化的实践科学，即远程访问以网络为基

础的机器人实验。这一做法在天文学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是在物理、化学科目上却遭遇了极大的困难，说明在机

器人实验室进行那么大量的科学实验是不可能的。而天文

实验室每晚就在我们的头顶闪烁，需要的工具只是一台机

器人望远镜，就能探索天文学中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域了。

因此机器人天文学能够提供实践科学中的必要技能，打开

创新、创意和创业的大门。

机器人望远镜加上一整套天文项目，能挑战学生，帮

助他们获得各种技能、知识和理解力，为培养创新和创意

能力奠定基础。经验显示，能有机会从万里之遥使用和操

纵机器人也让学生非常兴奋，更能激发他们探索科学奥妙

的热情。在课堂上给学生介绍说明机器人望远镜项目后，

很多学生都会在家继续探索宇宙，有不解之处会询问教师。

这也激励了教师学科学。许多国家数以千计的学校都开展

了这个项目，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让将来希望从事

STEM 工作的学生人数翻了 1 倍。同样重要的是它还促进

小学教师积极提高自身科学知识，尤其是那些能帮助他们

解答学生问题的科学知识。

得到创新和创意教育的年轻人将能提升各类公司的质

量，很多人也会选择自己创业。只有有了这样一支具有创

新和创意能力的生力军，社会方能受益于第四次工业革命

和避免失业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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