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1 岁的贵州女孩小吴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在家门口找到一
份心仪的且听上去有点儿“高大上”的工作。

7 月 18 日，由支付宝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AI 豆（谐音‘爱豆’）计划”在贵州铜
仁启动试点 ：通过人工智能产业释放出大量就业机会 ，探索 “AI 扶
贫”新模式，让贫困群众尤其是困境女性成为“人工智能培育师”，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

经过半个多月的教学和练习，小吴与其他 30 名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通过了“人工智能培育师”公益培训考试并顺利拿到结业证书，作
为一名 AI 培育师开始正式工作。跟她一起工作的人中，有 24 名是来
自大山深处的贫困妈妈和困境女性。

据了解，除为贫困地区培养相关职业人才，“AI豆计划”还将推动建立
相关职业认证标准，进行产业扶持，让贫困地区实现自我造血。

目前，我国尚未脱贫的群体中，大多是老弱病残以及缺乏技能、
自我发展能力弱的群众。 让这些人脱贫并不容易。 “AI 扶贫”提供了
一个新的思路。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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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I遇上扶贫：

大山里走出“人工智能培育师”

在家门口找到心仪的工作

小吴出生于 1998 年，在贵阳
读完中专后便留在当地工作，那
时她只有 17 岁。 几年间，她先后
做过不少销售类的工作，包括婚
纱摄影机构和网络销售等，但每
份工作持续时间都不太长，收入
也不太稳定。

这两年，在政府易地搬迁扶
贫政策的影响下，小吴一家和村
里人一起，从大山深处搬迁到了
铜仁市万山区旺家社区易地扶
贫安置点。 在父母的劝说下，小
吴回到了家乡。

“我们家姐妹三个，但都不
在父母身边。 搬迁之后，父母希
望我回来工作，我妈妈身体有一
些残疾，也需要有人照顾。 ”小吴
告诉记者， 刚回到铜仁的时候，
她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但收入很低， 只有一千多块钱。
对她来说，这样的工作和状态并
不理想。

今年 7 月中旬，“AI 豆计划”
首个试点落地万山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 并设立全国首个人工智
能产业扶贫孵化空间。学历低、劳
动能力弱的女性、 残疾人以及留
守妇女等是该项目重点帮扶的人
群。 这让小吴看到了希望。

据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
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经理
陈丽娟介绍，近年来阿里通过在
教育脱贫、女性脱贫、生态脱贫
等方向的探索发现，贫困原因大
多集中在缺思想、缺人才、缺产
业等方面，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
展不仅让相关产业释放出大量
工作机会， 还催生了一批 AI 新
职业，“仅从事人工智能标注的
群体已超过 10 万人”。

“AI 豆计划”正是借助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释放出的大量就
业机会，通过公益培训、考试认
证、社会企业孵化、订单扶持等
方式， 帮助贫困地区培养相关
职业人才，并建立“AI 培育师”
职业认证标准， 帮助贫困人群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尤
其是帮助贫困地区女性拓展就
业渠道，为她们提供更多平等发

展的机会。
那么，从事人工智能标注的

“AI 培育师”工作内容是什么？
陈丽娟进一步解释说，机器

要懂得人类世界，就需要像幼儿
牙牙学语一般经历完整的学习
和认知过程，人工智能也必须有
个‘老师’手把手来培育、训练机
器模型。“机器变成天才的第一
步就是消化、学习海量带有标签
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而所
有这些素材都需要由人类进行
分类和标记，由此诞生了智能时
代背后的隐形者———AI 标注人
员，他们从事的工作就是人工智
能产业链上最基础的劳动密集
型环节。 ”

以自动驾驶场景为例。 自动
驾驶需要采集并标注成千上万
张红绿灯、路标信息，标注过程
技术含量并不高， 但需要细心、
耐心和大量重复经验。

对于这样的工作，小吴感觉
很是新奇。“以前从未听说过人
工智能培育师，觉得很新鲜。 听
老师们讲课的时候我也很感兴
趣， 而且我之前接触过网络，培
训之后觉得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也很有前途。 更重要的是，这个
工作就在家门口，也方便我照顾
父母。 ”

电脑、网络、人工智能、有空
调的办公室……这种当地人以
前想也不敢想的工作吸引了很
多人报名。 据旺家社区书记罗焕
楠介绍，该项目刚刚落地时前来
报名参加培训的人以大中专、高
中学历居多，年龄和背景跨度很
大，“有建筑工人，有开流动餐车
的，但在服装厂、超市、美容院等
行业打工的留守妈妈、家庭主妇
居多。 这些人当中最小的 19 岁，
最大的 37 岁，90%的人没有稳定
的收入来源。 ”

27 岁的张金红也是其中之
一。 一个月前，曾经在服装厂打
工的她甚至没有听过“爱豆”这
个词。而现在，她已经成为“AI 豆
计划”首批报名学员，能够通过
自己的努力在家门口获得一份
不错的收入。“能在老家上班多
好，家里多一份收入，又方便带
孩子。 ”

抓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红
利期

支付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姗表示，“AI 豆计划”帮扶的重
点是缺乏科技产业资源的贫困地
区女性， 希望为她们提供更多发
展机会。 而之所以将该项目取名
为“AI 豆计划”，是谐音英文单词
idol（偶像），希望加入该计划的贫
困群众“脱贫靠双手”，自食其力，
成为新农村劳动致富的楷模。

“我们希望当地女性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 不再迫于生计外出打
工，和孩子、亲人分离，同时还能
掌握一项新技能， 有个人发展提
升的机会。 ”李姗强调，同时，作为
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 也能拓
宽“母亲”和“孩子”两代人的眼界。

在国外，贫困人群尤其贫困
女性从事 AI 标注工作已有不少
成功案例。

印度有一个名叫 Kumaram－
puthur 的小村庄，全村约有 3500
户人家，男女比例和识字率都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样一个没有
任何突出产业的地方，却是全球
知名的 AI 数据标注村。 村子里
有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人指
挥着一个由 200 多名员工组成
的团队，为美国、欧洲、澳大利亚
和亚洲的客户提供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 其中，低学历的贫困女
性占到 50%。

根据相关预测，到 2023 年年
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相关数
据准备解决方案的全球市场将
从 2018 年的约 5 亿美元增至 12
亿美元。 而在自动化工具能够有
效地创建良好的标注集之前，大
量人工标注的需求将长期存在。
这也成为“AI 扶贫”能够持续下
去的重要原因。

与传统扶贫项目相比，“AI
豆计划”有很多亮点：

首先，该项目采取“技能培
训+产业孵化+订单扶持”的可持
续模式，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每
年将向试点基地输送近 1000 万
元产值标注订单；其次，阿里将
建立“AI 标注师”职业资格证考
评体系， 培训贫困人群掌握 AI

新职业技能， 并派驻专家志愿者
提供陪伴式支持；此外，该项目将
精准帮扶留守妇女、 困境女性等
弱势人群， 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将人工智能产业相关
的工作机会下沉到贫困地区。

“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
的发展红利期，因地制宜在贫困
地区孵化相关产业，让贫困群众
不仅能在家门口就业，还能掌握
AI 新职业技能，适应时代的科技
变迁完成自我造血，这是我们成
立专项基金、发起相应项目的初
衷。 ”李姗表示。

8 月 6 日，“AI 豆计划” 在万
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举行
了试点揭牌暨全国启动仪式。 之
所以选择贵州作为首个试点地，
主要考虑两方面原因：一是尚未
脱贫人口集中，当地缺乏优势产
业，但有劳动力优势；二是地方
政府有过科技扶贫、政企合作经
验，能够快速孵化出能自我造血
的社会性企业。

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事实上，如何利用科技企业
优势，帮助未脱贫的深度贫困人
口精准脱贫，帮助脱贫摘帽地区
发展稳定、可持续的产业，是包
括阿里在内的很多企业一直在
积极探索解决的问题。

在“AI 豆计划”之前，阿里在
技术扶贫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成
功的探索。

此次推出的“AI 豆计划”在
全国范围内开创了“AI 扶贫”的
公益新模式。 但就具体操作层面
而言，AI 标注工作听上去比较容
易， 通过培训之后就能很快上
手，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门槛。

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 劳动力水平决定了 AI 标注
的质量。 不过，目前中国 AI 标注
质量良莠不齐，这与从业者鱼龙
混杂、服务商大量采用兼职外包
人员有很大关系。

鉴于此，为推动行业规范化
发展，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
将推出“AI 培育师”职业考评体
系， 推动建立相关行业标准，并
开放 AI 标注服务平台， 通过该

平台每年向试点基地输送产值
近 1000 万元订单， 同时呼吁全
行业加入“AI 豆计划”，主动释放
产业红利。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一次
性的公益项目，而是可以持续下
去，所以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也
会给试点地一定的订单。 我们希
望通过订单扶持能够真正孵化
出一个产业，未来可以成长为一
个小企业或者新型企业。 这样的
形势， 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结
果。 ”陈丽娟表示。

因此，各方的积极配合非常
重要。

在该项目中，支付宝公益基
金会联合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
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定向捐
赠“AI 豆计划”专项基金，优先用
于贫困女性的就业扶贫工作。 阿
里巴巴负责提供人才培训、技术
输出、 职业考核认证及 AI 标注
产业服务平台，同时向全社会开
放，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加入并进
行订单扶持。

妇基会在女性扶贫、女性就业
创业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将作为项
目运营的核心管理方，联动全国妇
联体系，推动“AI豆计划”在中西部
贫困县推广、落地。 而除了带动当
地贫困群众就业、创业，各方也希
望从项目孵化出的社会企业能将
收入反哺社区，打破商业公司“中
间商赚差价”模式，把产业利润投
入到地方发展，因此地方政府的管
理、参与也非常必要。

陈丽娟谈道， 在试点阶段，
每个基地预计孵化培育 20 至 50
名骨干， 就近覆盖 50至 100人就
业。“未来一年，我们将在中西部贫
困县加快复制 10至 15个基地，采
取企业孵化、 政府管理、NGO深
度参与的模式逐步在全国落地。
我们也希望国内外更多人工智能
企业加入，把 AI 标注的订单定向
输送给贫困地区，为弱势群体提供
更多就业脱贫机会。 ”

“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
技术的力量。 ”在专家看来，帮助
缺乏资源及科技产业优势的贫
困地区建立起相关产业体系，构
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才是脱
贫致富的根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