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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如果說電商直播在2019年迎
來了爆發式增長，那麼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催生的「宅經濟」則讓直播帶貨徹底火了，
直播人才也變得更為「搶手」。而這，也催
化了部分高校相關人才的培養。據瞭解，有
的高職院校專門組建了電商直播學院，如揚
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有的選擇成立電商直
播相關導師工作室，如浙江義烏工商職業技
術學院；還有一些學校嘗試在某些專業增加
電商直播課程。
　　針對有關高校培養帶貨人才的做法，有
人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能不能批量
複製「李佳琦」？正如一流的作家未必出自
大學中文系一樣，前兩年受到熱議的「網紅
學院」似乎也沒出幾個真正處於頭部的網
紅，指望通過高校培養一批「李佳琦」，註
定不可能。但是，並不能就此否定大學在這
方面的努力，高校培養帶貨人才但試無妨。
　　誰也不能否認，直播帶貨已經進入了風
口期。艾媒諮詢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直
播電商行業的總規模達到4338億元。預計今
年中國線上直播的用戶規模將達5.24億人，
市場規模將突破9000億元。真正為公眾關注
的，還是以李佳琦為代表的一個個頭 部主播

的出現，以及羅永浩等名人的加 入 。在 疫情
背景下，很多實體經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
響，直播電商對實體經濟有著很大的推動作
用。除此之外，直播帶貨在公益領域的表現
也十分引人注目，對精准扶貧的貢獻度會進
一步提升。可以說，這個行業的未來，十分
值得期待。
　　幾乎所有新興行業的發展，都經歷著一個
從自發到自覺的階段。而自覺的形成，尤其
是行業人才的培養，往往是由高校承擔的。
誠然，包括李佳琦在內，很多頭部帶貨主
播，並不是什麼學校培養出來的，但這個行
業的未來，要想取得更大的發展，顯然不能
依靠「野路子」。要走向專業化、職業化，
實現規範化、規模化，則離不開高校賦能。
　　需要看到，直播帶貨在一片風光的同時，
這個行業也隱藏著無數的嘈點和痛點。消費
者滿意程度最低的是宣傳環節，對於「主播
是否就是經營者」的問題認知較為模糊，對
主播誇大和虛假宣傳、有不能說明商品特性
的鏈接在直播間售賣等問題回饋較多。細看
有些帶貨主播，沒有素質、不講道德、無視
誠信……可謂不絕於眼。短板不解決，行業能
走多遠？
　　提到帶貨，現在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主播
身上。一次直播帶貨的完成，不是一個人的
功勞，是一個系統在發揮作用；一個帶貨主
播的脫穎而出，背後往往有一個團隊在發揮
作用。電商直播行業缺人才，不僅是缺帶貨
主播和達人，而且缺少大量專業人才，包括
策劃文案、主播運營、直播運營人才等。數
據顯示，疫情下直播行業招聘需求同比逆勢
上漲1.3倍，平均招聘薪酬9845元/月。市場需
求度，由此可見一斑。
　　高校培養「李佳琦」大可一試，至於說能
否批量複製「李佳琦」並不重要，也不必刻
意追求，甚至都不應該把專門培養「網紅」
當成方向。直播帶貨行業的發展，離不開人
才的支撐，或許職業化教育，不能培養出頂
級頭部主播，但這個行業大量需要的基礎性
人才，卻是可以培養的。（文/毛建國 漫畫
/陳彬）

高校培養帶貨人才但試無妨

   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和父母的【本報訊】
「溝通衝突」形式多樣——複學後的初一生
離不開手機了；在老師面前很聽話，回到家
就和家長對著幹；說父母不懂他，不是「摔
門而出」就是「閉門不出」……與子女間激
烈的爭執背後，站著手足無措的父母。怎麼
辦？親子關係還能變好嗎？聽心理老師細細
剖析。
　　拿走手機，孩子就跟我大喊大叫
　　問：我孩子在念初一，疫情期間拿手機
上網課沒怎麼控制他，現在複學後，依然放
不下手機，如果強制拿走手機，他會跟我大
喊大叫，根本無法溝通，我該怎麼辦？
　　梁娟（南京一中馬群分校心理老師）：
　　 您孩子的這個問題，其實很多學生開學1.
後都有出現，畢竟孩子們經歷了漫長的一段
在網上上課的時間，讓他們一下子改過來可
能確有難度，您不如給孩子一段適應時間，
不要硬性強迫，也許有了學校同學的陪伴，
孩子就能夠慢慢放下手機了。
　　 幫助孩子分清楚「需求」和「欲望」，2.
孩子客觀的需求應該是要被理解的。您可以
嘗試瞭解自己的孩子，手機對他而言是怎樣
的一種客觀需求呢？是用於社交，還是娛
樂，還是學習？每個年齡階段的孩子對手機
的需求都不同，您如果能幫助孩子去澄清他
的需求，一方面能幫助他理解玩手機的意
義，另一方面也能讓您能從多層次來解讀孩
子玩手機這個行為，而不僅僅停留在這是個
「壞習慣」的層面上。
　　 當您瞭解到孩子的客觀需求後，可以嘗3.
試著為孩子選擇另外一種同樣能滿足孩子需
求的非手機的方式，來減弱手機在孩子生活
中的存在感。有時當孩子需求被其他事物滿
足時，他就可以從手機中脫離開來，而年齡
越小的孩子，他對手機的需求越容易被其他
方式來代替。
　　 您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記錄一周每天在娛4.
樂、學習、手機、鍛煉等上所占的時間，跟
孩子商量「下一周是否需要去調整現在的時
間占比」。不批評孩子，只是以一種商量和
建議的口吻去跟孩子探討，讓孩子意識到自
己生活安排的不合理性，並讓其自己主動選
擇調整，從而平衡自己的生活。
      5.當孩子想要調整自己的時間占比時，
家長可以幫助孩子提高時間管理能力，在孩
子樂於接受的範圍內，適當督促孩子的調
整，但也不要操之過急。更重要的是，要培
養孩子自我管理的能力，讓他從「他律”向
「自律」進行轉變。
　　在學校聽老師的話，回家就和我對著幹
　　問：孩子上初中，成績不是很好，一回
家就進自己房間。在老師面前很聽話，回到
家就和我對著幹。
　　張雯（南京市中華中學心理老師）：孩
子長大了卻變得不聽話了，媽媽一定會感到
困惑、生氣和難過，媽媽不知道孩子心裏想
什麼，在教育中就會有很強的無力感。
   其實，從孩子成長的角度，我應該恭喜
你。孩子變得叛逆和不聽話，其實說明你的
孩子身心發育是健康而良好的。青春期的孩
子身體和心理發育都處於高速發展的時期，
他們非常渴望有自己獨立 的空 間，渴望獲得

生活和學習上的掌控感。父母要學會調整自
己的心態，學習如何面對這樣一個有點叛逆
的孩子，並接納父母權威開始減弱的事實。
   接下來，你要學會反思、覺察自己和孩子
的相處模式。對孩子的學習和成長，我們是
否真的足夠理解和信任呢？我們的焦慮是否
正在以嘮叨、指責、講道理或討好的方式傳
遞給孩子？這個年紀的孩子非常渴望被理
解、被尊重、被信任，當他們感覺不到這些
時，他們就會用叛逆的方式向父母釋放信
號，爭取自己想要的自由和空間。
　　最後，你可以調動家裏一切可用的資源來
共同參與到孩子的教育中。如果在孩子的教
育中一直是媽媽為主力，這時候可以邀請爸
爸也加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來，讓孩子有機會
碰撞另外一種風格的教育方式。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優勢和特長。父母要
努力幫助孩子樹立信心，學會用自己的優勢
來應對學習上遇到的困難，不斷獲得對學習
的掌控感和成就感。相信孩子的狀態會越來
越好，與你們的交流也會變得順暢。
　　孩子說我們不懂他，不是「摔門而出」就
是「閉門不出」
　　問：孩子上高中後慢慢就變得不願意跟家
長說話，說家長「不懂」他的事，如果提學
習則更會讓他惱火，結果不是「摔門而出」
就是「閉門不出」。
　　葉松林（南京市第五高級中學心理老
師）：青春期孩子有些叛逆，態度比較剛
硬，符合他們的年齡特徵，家長不必過於憂
慮。這個時期，家長對孩子的關注會更多聚
焦於學業之上，往往忽略了孩子的成長其實
是個全方位發展的系統工程。
　　家長要想讓孩子優秀，咱們自己得先優秀
起來。為什麼這麼說呢？當下時代飛速發
展，孩子們所接觸的資訊也越加多元化，要
跟孩子聊天，咱得跟得上形勢。怎麼跟呢？
我建議家長也要學習，要注意言傳身教。做
家長的不能一邊打麻將看網劇，一邊要求孩
子刷考題看名著。換位思考，恐怕誰也不能
信服。
　　家長跟孩子在溝通時，切忌否定辭彙過
多。家長要做好“傾聽者”角色，不僅只是
行 為 上 「 聽 」 ， 還 要 在 情 緒 與 情 感 上
「聽」，要能夠真誠地接納並體會孩子的感
受。我們「聽」好了，孩子才會好好說。
　　要注意的是家長不要讓自己的話題僅僅局
限在學習上，張口：「你要好好學習」，閉
「你得刻苦努力」，且不說這樣的語言極其
抽象沒有指導意義，它們更像是一種符號懸
浮在空氣中，讓孩子覺得父母關心的只是學
習，不是我！家長要從平時的生活點滴建立
與孩子的鏈接，獲得孩子的信任，鼓勵並感
謝孩子願意挽著我們的胳膊向前走。誇讚他
們資訊接受得又多又快，商量家庭的大小事
務如何處置，佩服他們靈活又縝密的思維方
式，肯定他們解決問題的獨到想法，同時也
擁抱他們可能會有的拖延與懶惰情緒。
　　對孩子，我們要俯下身跟他們交談，請教
他們一些新技術新知識，同時我們也積極尋
找一些話題與孩子分享，溝通的橋樑一旦架
好，橋上的內容也會豐富起來。（揚子晚報
/紫牛新聞記者 王睿）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5月11日電(記者翟
翔、施雨岑)記者11日從國家文物局舉行的
2020年「 」中國主會場活5·18國際博物館日
動新聞發佈會獲悉，本次主會場活動將於
18日在南京博物院舉行。
　　國家文物局與新華社首個合作專案「國
雲展」平臺也將在當日啟動。國家文物局副
局長關強表示，平臺彙集、展示全國博物館
優秀線上展覽專案，並組織開展「博物館展
覽雲直播活動」，邀請文化名人攜手館內專
家，以直播方式解讀優秀展覽專案。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致力於平等
的博物館：多元和包容」，這在南京博物院
院長龔良看來，與中華文化的變遷頗為契
合。據他介紹，南京博物院聯合河北博物
院、河南博物院、陝西歷史博物館等8家文博
機構共同策劃的「融·合：從春秋到秦漢 ——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多元與包容」特展將於18日
亮相，選取春秋戰國到兩漢時期具有不同地
域文化屬性的精品文物200餘件(套)，向觀眾
呈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包容開放的獨特氣
質。

　　據悉，在今年主會場活動開幕式上，有關
單位將在現場向南京博物院捐贈一批反映合
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物證資料，並舉行向
醫護人員致敬活動。

     【本報訊】在這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
役中，數萬護理人員逆行出征，用實際行動
詮釋了護理的作用和價值。新時代的“南丁
格爾”們加深了社會對護理的認知，也帶來
了對護理專業成長與發展的新思考。
　　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同樣也是對護理
專業及護理教育的一次大考，不僅檢驗了既
往培養的護理人才品質，也促使我們全面推
動護理人才培養的改革。我們要加快推進創
新型複合型護理人才培養，為健康中國建設
儲備高層次護理人才隊伍，提升常態下的健
康護理能力和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能
力。
　　當前我們對新冠肺炎的未知仍然超越已
知。重症新冠肺炎尚無特效治療方法，死亡
率仍然較高。如何改變公眾行為以主動採用
防護措施？如何早期預測危重症高危人群以
早期採取預防措施？如何通過敏銳的病情觀
察以早期發現病情惡化徵象？如何更有效地
清理呼吸道持續大量產生的分泌物使機械通
氣作用能夠有效發揮？這一系列問題，都需
要護理研究者去發現和回答。護理人員要像
其他醫學學科領域的科研人員一樣，去探索
和認識這一新發疾病的護理知識和規律，從
護理的角度去尋找疾病的本質及規律，展現
護理學科的價值，更好地服務大健康戰略需
求。
　　護理學是一門以人的健康為中心的學科
和專業。隨著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成為我國居
民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改變不健康生活方
式、減少疾病危險因素、提升自主健康管理
能力，將是降低重大慢病過早死亡率、促進

健康老齡化的重要基石。而護士，將是大健
康背景下實現健康中國目標的重要力量。

　　護理的終極目標是提供個性化精准管理
和健康教育。護理需要充分認識不健康行為
形成和改變的規律、影響因素，甚至其基因
基礎，才能承擔起新時代賦予的使命。從這
一層面來說，這是護理的全新領域，需要培
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護理人才，為
實現個性化精准健康管理和指導提供理論基
礎，在實行健康中國目標的主戰場發揮作
用。

　　以新一代互聯網和人工智慧等為代表的
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改變傳統醫學實踐。
為此，教育部提出了「新醫科」建設戰略。
同樣，新一輪科技革命也正在深刻影響著護
理實踐，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慧、大數
據和基因組學，將進一步擴展護理人員的感
官，延伸護理人員的觸角，使我們能夠對患
者的健康狀況、生活方式、疾病進展、治療
依從性等進行遠程動態監測，以便隨時隨地
提供個性化精准健康管理；護理機器人將能
夠有效解決勞動力人口不斷減少和老年人口
不斷增加的矛盾，使老年人獲得及時、高效
而且有溫度的照護。

　　因此，護理學科要超前設變、積極應
變、主動求變。護理學科急需通過多學科交
叉、醫工跨界融合，培養出層次高、專業精
的複合型護理人才，豐富護理學科知識體
系，這是護理學科自身發展改革的必然趨
勢，也是對“新醫科”建設的主動應答。
（作者：吳瑛）

 圖為遼代白塔。內蒙古文物局供圖

　    中新網呼和浩特5月11日電 【本報訊】
(記者 李愛平)記者11日從內蒙古自治區赤峰
市敖漢旗政府獲悉，針對媒體報導的遼代白
塔修繕滯後情況，目前，該遼代白塔搶救性
加固工作已於5月11日完成，後續修繕工作正
在有序進行中。
　　位於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的武安州遺址
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內的遼代
白塔約有1000年曆史。
　　記者瞭解到，針對遼代白塔目前塔基、
塔身、塔刹存在面磚脫離、構件缺失、裂縫
發育、內部結構裸露以及正南空腹等病害情
況，文物部門已責成敖漢旗官方，進一步勘
察病害狀況，補充完善設計方案。
　　敖漢旗博物館館長田彥國11日晚接受記
者採訪時證實說：「根據國家文物局要求和
專家意見，當地正在進行搶救性加固的工作
已於5月11日全部完成。」但他表示，這只是
整個修繕工作的第一步。
　　田彥國告訴記者，該塔是現存遼塔裏始
建年代最早、最具遼中期建塔特色，且僅存
的空心式磚塔，具有極高研究價值。2013
年，該塔及所在地武安州遺址被列入全國第
七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按照國家文物局修繕規範要求和專家意
見，遼代白塔的具體修繕工作將於年內完
成。

   【本報訊】為了進一步規範校外培訓，減
輕中小學過重課外負擔，教育部近日印發了
《 義 務 教 育 超 標 超 前 培 訓 負 面 清 單 （ 試
行）》。
　　從禁止教授小學1-3年級學生四位數及以
上的加減法，到禁止讓「小學低學段學生理
解《滕王閣序》」；從禁止在寒暑假培訓下
學期教科書知識內容，到禁止使用繁、難、
偏、怪的練習題，這份負面清單細緻得讓人
驚歎。
　　作為判定培訓機構改革教學內容是否超
標超前的「說明書」，這份負面清單為各地
開展查處提供了明確依據。當前，所謂的
「培訓」大多數都是「提前學習」，雖然短
期內可以提高成績，但從長遠來看，揠苗助
長不但會擾亂正常教學秩序，還會對孩子的
成長造成傷害。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在治理校外超
前超標培訓問題上下了大力氣。「校外培訓
機構不能提前學、超綱學」，已基本成為共
識，相關部門也要求每個培訓機構把培訓班
次、培訓內容、招生對象等報教育部門備案
審核，審核同意之後才能辦班。
　　超前學習培訓班之所以有市場，並不難
理解。在當下仍以分數作為主要標準來評價
學生、作為招生主要依據的背景下，家長們
的焦慮需要有寄託，這時候一些培訓機構便
會趁「需」而入，滿足家長、孩子「彎道超
車」的願望，哪怕只是一種短期的提升。別
人家孩子在補，自己要是放棄的話，總覺得
輸在了起跑線上。
　　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更助推了一些中小
學校與校外培訓機構互相勾連，少數教師採
取「課上不講、課下講，校內不講、校外
講」，也會逼迫一些學生參加校外培訓。這
也就可以解釋，面對這份詳細的負面清單，
為何一些家長會擔心超前超標學習仍然難以
避免。
　　因此，校外超前超標必須嚴打，評價體
系的改變與健全也要加快速度，才會更快剷
除校外超標超前培訓的土壤。
　　需要注意的是，在嚴打嚴查校外超標超
前培訓的同時，也要加強對校內教學的監
管，確保「不超」的同時也「不漏」，若出
現校外「不能講」，校內「沒有講」的情
況，不僅是對學生的不負責，也是失職失
責。
　　這份負面清單會產生什麼的效果，作用
有多大，還得通過實踐來驗證。可以肯定，
只要各地相關部門不打折扣地實施，一定能
讓許多學生、家長受益。
　　如何減輕中小學的負擔，如何評價義務
教育階段的成果，一直都是社會關切的重要
話題。每一次改變、每一次努力，都讓我們
距離美好目標更近了一些。也只有不斷深化
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多元評價體系，孩子才
能真正找回這個年齡應有的快樂，而不是長
大後回憶童年，只有做不完的難題，上不完
的培訓班。（郭慧岩）

今年「遺產日」將突出抗疫文物
      【本報訊】日前，國家文物局辦公室發佈
《關於開展2020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活動的
通知》。根據該通知，今年6月13日是文化和
自然遺產日，活動主題為 文物賦彩全面小「
康 ，主場城市有關活動將在廣西壯族自治」
區桂林市舉行。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活動將加強抗疫
文物展示宣傳。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
下，組織抗疫文物徵集，鼓勵舉辦疫情防控
代表性見證物或疫情防控知識普及的展覽展
示活動，展現各地各部門共克時艱、齊心抗
疫的生動事蹟，體現文物抗疫的獨特作用。
此外，活動將開展文物惠民活動。各地文物
部門可因地制宜舉辦文物保護單位預約參
觀、線下或線上文物展覽展示及宣傳教育活
動，提供網路展覽、線上講解、文博雲課堂
等惠民服務。同時，充分運用傳統媒體和新
媒體，開展媒體融合傳播，宣傳傳播文物工
作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全面小康社 會
　　

方面的顯著成績。
    通知要求，要加強疫情防控，加大線上傳
播。減 少人 員 聚 集，採取線上線下 結合 方
式，加強數位化展示和網路化傳播。
    據悉，今年的活動宣傳口號為「傳播文
物價值 展現中華風采」「全民參與保護 資
源你我共用」「文物珍藏記憶 見證抗疫歷
程」「線上雲觀展 文博新樣態」，主場城市
口號為「一城文化滿城綠 多彩文化數桂
林」。 
    相關專家表示，世界遺產是列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具有突出普
遍價值的自然區域和文化遺存。自1972年
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保護世界
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建立《世界遺產名
錄》以來，保護世界範圍內具有突出普遍價
值的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理念作為人類應對生
態危機和文化危機最具認同感的戰略，在全
球得到廣泛傳播。（記者趙曉霞）

2020 5·18年 「 國 際 博 物 館 日 」
中國主會場活動將在南京博物院舉行

內 蒙 古 千 年 遼 塔 開 啟 修 繕
「第⼀步」�搶救性加固已完成

「 」新醫科 需要創新型護理人才

減負的中小學不該再

有 上 不 完 的 培 訓 班

孩子說 我們不懂他 親子關係怎樣改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