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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辉煌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学生 马思然

要尤其是具有了野自学冶或自
叶人类简史曳的作者有一种对未来的判定袁人工智能要要
我进化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要要
要有一天可能会取代人类曰美国的实验室也发现智能
机器人互相对话时袁竟然发出人类无法理解的独特语言曰甚至有媒体打出了野留给人类
的时间不多了冶的标题遥
以野我看人工智能冶为题袁写一篇议论文遥 要求院观点明确袁论据充分袁论证合理遥

我看人工智能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学生 王与点
近年来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袁人工
智能成为各界的热议话题遥
近一期的叶纽约人曳杂志封面上袁人工
智能再次出现袁 大概是这样一幅图画院在
一条普通街道上袁路边蹲坐着一个领着流
浪狗的流浪汉袁 面前摆着一个乞讨的小
碗遥 街上往来不绝的是银灰色的机器人袁
其中一个机器人向流浪汉的碗里扔去一
枚螺丝钉遥
整个画面灰黑色居多袁让人压抑得有
些透不过气来袁最明亮的部分是那只黄棕
色的狗和流浪汉军绿色的裤子遥 这样的一
幅画的确发人深省要要
要人工智能到底带
来了什么钥
不可否认袁 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便
利遥 大数据的发展尧社会信息网络化尧各种
联系的全球化让经济快速发展袁人工智能
功不可没遥 但是袁人们在享受这些便利的
时候袁人工智能的黑暗面也让人们堕入泥
淖袁越陷越深遥
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真
实的情感袁没有血肉袁只是零件的堆叠与
组装袁就像叶纽约人曳杂志的封面一样遥 它
们所能给予的只是冰冷的物质袁而非有温

度的精神遥
可是袁人是有热度的遥 我们有跳动的
心脏尧流淌着的热血和充满一生的情感依
赖遥 我们需要真实的爱恨情仇袁要浮世苍
凉袁要诗和远方袁要一个真实的世界遥 而这
些真实东西都是人工智能不能给予的遥
更糟糕的是袁人工智能在摧毁我们的
情感交流袁磨灭我们的思想遥它带来的便利
让我们变得冷漠袁逢年过节随手发个野节日
快乐冶草草了事曰它让人变得懒惰袁在资源
的轰炸下丧失独立思考和探索的能力遥
拼音联想功能让更多的人提笔忘字曰
电子红包让人忘记春节的真正内涵噎噎
不知何时袁 人工智能开始蚕食我们的文
化遥 文化倘若消亡袁民族又该何去何从呢钥
人工智能让人们对世界更熟悉袁也带
来人们对这世界可怕的麻木遥 愿这世间的
真情永不被螺丝钉毁灭遥

但写出了一篇很有水准的文章遥
为何这样说呢钥 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
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有自己的感情袁这其
实是对人工智能最浅显的认知袁甚至还比
较狭隘尧单一遥 面对这样一个毫不占优的
观点袁那该考生该做的可能就是在写作技
巧上的处理了遥
怎么处理呢钥 借助一幅漫画袁以小见
大地展开思考袁用一个饱含各种线索与思
考点的 野社会截面冶袁 来描述未来社会的
野可能冶袁以及我们可能碰到的困境袁包括
我们人类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边缘袁又该如
何与人工智能相处袁我们最后能否走出这
种结局遥 这样一个故事袁就预设了后面所
有要讨论的内容以及文章的脉络顺序袁然
后可以有条不紊地写成全文遥 论证相当紧
凑尧自然遥
所以袁这篇文章不以立意取胜袁主要
是在写作技巧的创意上袁能从容地通过以
小见大的方式袁 驾驭一个相对宽泛的主
题袁从一幅漫画切入袁主导了后面议论的
教 师 点 评
脉络要要
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的观点袁
不寻常的文章遥
这篇作文的特点是用了普通的常识,
渊王 翔冤

我看人工智能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学生 唐 远
在各种文明的萌芽时期袁 都有流传
甚广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遥 中国有女
娲造人时向泥人洒下的一串串水珠袁古
希腊有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传授
技能遥 无论是赋予泥人生命的袁还是使人
类文明起步的袁 都象征着共同的东
要人的思维遥
西要要
从人们开始研究机器人起袁各种顾虑
便层出不穷遥 野机器人毁灭世界冶的担忧令
人恐慌袁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让
我们看到了使它们为人类所用的希望遥 机
器人可惧吗钥 当机器人初进入市场时带来
震荡是必然的袁例如取代部分低端劳动力
造成失业遥 但当我们将尺度放大到人类文
明时袁 机器人的应用无疑是生产力的飞
跃遥 无论人们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袁在
这一领域的开发和突破都无法阻挡遥 人们
的野心持续膨胀袁 我们何不造出人工智
能钥 机器人的威胁不足为惧袁而人工智能
则完全不同袁它们拥有人类的火种要要
要思
维和学习的能力遥 它的出现将重新定义人
类遥
人类常常是骄傲的袁也有着骄傲的资
本遥 我们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袁一切成就都
可以归功于发达的人脑遥 AlphaGo 打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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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石和柯洁已算不上新闻袁我却还未从震
动中回过味来遥 人脑的储存尧计算能力肯
定无法与人工智能相比袁但围棋并不止于
此袁其中包含着棋手的智慧和磨练袁人工
智能已经打败了我们遥 或许你可以说人工
智能是人的发明袁依旧是人类的智慧遥 但
它动摇的不是我们在某一个领域的第一袁
而是人的存在价值遥 野我思袁故我在遥 冶野有
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遥 冶这些一下就
变成了空话遥 如果我们能将思维赋予一堆
线路芯片和钢铁袁 人类不再是特殊的存
在袁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将建立在何基
础上钥 如何证明野我冶的存在钥 人类和人工
智能有何区别钥
我们同样面临道德困境遥 看着电影
叶A.I.曳中小男孩探寻的眼睛袁你如何说明
我们与他的不同钥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袁
我们可以用数据给予它无限接近于人类
的情感遥 这种人类的造物和我们如此相
似袁人工智能与人的界限渐渐模糊袁动摇
着我们对自身的认知遥
人工智能的影响袁万万不能只看水面
上的冰山而忽略水下的暗流涌动遥 或许未
来人们将会以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人类历
史划分阶段遥 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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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断裂和伦理困境袁才是我们真正要接受
的挑战遥

教 师 点 评
很多时候袁 人们碰到专业性话题袁总
是写一些专业文章袁 不能跳出这个圈子袁
很多人容易陷入就专业谈专业的野陷阱冶遥
但是这篇文章除了清晰的逻辑外袁最
让人感慨的是语言和思考遥 语言上袁文学
化的句子信手拈来袁自由运用曰即使是专
业的术语袁在作者笔下袁因为注入了流动
的思考和形象化的细节描写袁 生动活泼袁
毫无违和感遥
在思考上袁丰富深沉遥 读书是有用的袁
书是我们思维延长的保障遥在这里袁作者所
有的思考袁都是平时读书的积累袁并在此基
础上生发出来的遥从古老的希腊神话袁到帕
斯卡尔的哲学袁做成筋骨袁贯穿在科技的世
界里袁把原本在不同频道的东西袁巧妙地嵌
在一起袁浑然天成袁这就是思考与阅读的魅
力要要
要天道酬勤遥
渊王 翔冤

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袁我拥有了将文
化古迹恢复原貌的能力遥
我激动得发颤袁冲出家门袁拦了一辆出
租车院野去圆明园袁去圆明园浴冶车子载着我飞
驰向那片举世闻名的废墟遥
我小 心 地踏 入 园门 袁在 那 一 瞬袁 整个
园子变了模样遥 古松柏木相应退后袁石径
小道如血脉般在其间延展开来曰中央水系
顺势延伸开去袁幢幢楼阁拔地而起遥 琉璃
取代砖土袁雕栏玉柱换去钢筋袁万 园 之园
又活过来了浴 游人为眼前之景所震撼袁一
动不动地袁任场景将他们带回到大清的全
盛时期遥 一切景物倒退回未曾被火烧枪损
的样貌袁透出济济而繁茂的气息遥 刚刚还
在严肃地参 观 圆明 园 近代 史 的游 客 忙掷
下那些野无用冶的展板袁兴冲冲地跑出展
厅遥 人们脸上又流露出胜利者般的喜悦遥
随后袁展厅也不见了袁记载那段屈 辱 历史
的最后一件实物也消失了袁没有一个人在
意遥
野近日袁一名普通学生突然拥有了恢复
古代遗迹的能力遥 她所到景点即能重回原
貌袁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遥冶电视新闻主播
以愉悦的声调播发着我的奇迹遥我正坐在开
往西安的火车上遥从那神奇的力量降临之时
起袁全国各地政府部门都向我发来邀请遥 这
不袁世人又想一睹秦始皇陵的风采遥
火车徐徐进站袁我透过车窗袁看到站台
上挤满了人遥 导游举着旗子迎客袁 伴随着
野98 元西安一日游袁 重睹老祖宗的伟业冶的
吆喝遥 前来迎接我的旅游局工作者笑容满
面袁热情异常遥 人声喧闹之中袁我感觉有些
心慌遥
照例袁我一进入景区袁兵马俑坑便立即
焕发出光彩遥 可我无心欣赏这野盛世气象冶袁
只看见游客拥搡在一起袁仍不忘拍照尧发朋
友圈或微博遥小贩们在卖力地吆喝着遥看着袁
听着袁我突然觉得袁兵马俑周身纹彩已掩不
住腐糜的气息了遥
不知怎的袁 突然那个声音又响起院好
了袁该结束了遥 我知道这神奇的力量已离我
而去遥 我从家慢慢走到圆明园袁又来到那片
废墟前遥 我曾野目睹冶它重现辉煌曰可那野辉
煌冶险些害了大家遥 无论前世多么傲然于世
间袁那份野辉煌冶都是属于前人袁属于历史
的遥 野重现辉煌冶不应是盲目崇拜前人伟业袁
不应带来世人的不文明行为和逐利丑态遥
它应是国民意识的觉醒和对从前不堪历史
的再度审视遥望着苍白而坚利的残柱袁我想袁
或许人们还可以如它一般袁 历尽巨变而不
毁袁总是不断积蓄力量袁以重现真正的辉煌遥

教 师 点 评
这是一篇想象文的佳作遥 作者想象自
己有一种神 奇 力量 可 以恢 复 古代 文 化遗
迹遥 借着这种神奇的力量袁作者见证了古之
圆明园及秦始皇陵的伟大与辉煌袁 更见识
了今人在文化继承与开发方面的盲目与功
利遥 当然作者并未止步于揭露与反思袁而是
表达了青年 学 子对 文 化复 兴 的期 待 与亟
盼遥
渊江红霞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