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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季
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100
多位县长、市长走进直播间为
当地产品“代言”，为脱贫攻坚
助力。

着眼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保质保量
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走进
直播间“带货”的领导干部不仅
要把货卖出去，还要用好直播
这个面对面平台，直接听取购
销双方的“第一发言”，把消费
需求、市场动向等干货带回来，

转化成扶持地方发展的好政策。
有专家指出，复工复产关键

在复消。调研好消费者的需求，
掌握适销对路的产品信息，可为
有的放矢规划地方发展方向提
供借鉴。找准消费热点精准投
资，则有助于加大精准扶持力
度，助力地方优势产业做大做
强。深挖消费潜力，让消费带动
生产，还可以推动地方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始终要遵
循南橘北枳的规律。通过直播带

货找到当地适销对路的产品，还要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增强自身特
色品牌建设和市场竞争力，把特色
产品优势变成地方产业优势，用产
业优势撬动广阔市场，为地方发展
注入活力。

领导干部带动电商脱贫，要将
调研收来的干货及时传递给班子
成员，群策群力、广开言路，充分调
动人才力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集中头脑风暴，推动调研成果变
现，把得来的“干货”变成惠民政策
落地生根。

领导干部“带货”
要带回点“干货”

□齐琪

5 月 18 日 21 时 47 分在
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发生 5.0
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面
对地震，巧家一中、二中的师
生们没有慌乱，大家先是第
一时间躲在书桌下，随后依
照平时演练，安排学生有序
撤离。学生顶教科书护头分
成两排，1分钟不到就有序撤
离了教室。

（5月19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发生的地震事件
中，一些学校屡屡上演“教科书
式撤离”，令人刮目。2018年11
月26日，台湾海峡发生6.2级地
震，厦门有强烈震感。从幼儿
园到小学再到中学，厦门很多
学校都第一时间做出即时反
应，全体师生普遍2分钟内就在
操场集合完毕，没有发生任何
争抢踩踏事故。去年 12 月 19
日，四川内江资中县突发5.2级
地震，内江市威远县凤翔中学
一段事发时学生们躲在课桌下
避险的视频在网络热传，老师
的临危不断和学生的机敏表现
赢得网友的点赞。

“教科书式撤离”并非偶
然，而是得益于广大学校重
视防灾教育、加强逃生演练，

使得师生们能够从容不迫应对
突发灾害，把平时学到的自救
常识用于实践。目前巧家县教
育局官网上，还能找到去年 3 月
25 日巧家一中开展地震消防应
急演练活动的一篇报道。“当警
报响起时，学生们立即双手抱
头，迅速蹲在就近的课桌下面
或旁边。”“当第二声警报响起，
同学们分别从教室的前后门撤
离教室，按照安全疏通路线有
序地跑向楼梯口。”“逃离过程
中，用书本等物品护住自己的
头部，弯腰低头，防止被坠物砸
伤”……可以说，巧家一中师生
在此次地震中的表现，近乎完
美地复制了当时的演练内容，
充分体现了防灾安全教育的成
果。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
严重的国家之一，除了现代火山
活动外，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自然
灾 害 类 型 在 我 国 都 发 生 过 。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我国
将每年 5 月 12 日定为全国防灾
减灾日。目的就是通过集中开
展各类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以及
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演练，增强
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
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
技能。不过，与学校对学生的防

灾教育相比，公众的防灾减灾素
养还有所欠缺。

比如，去年 6 月 17 日晚四川
省宜宾市长宁县发生地震，重庆
震感强烈，不少市民选择外出避
险。结果，沙坪坝区一小区7名居民
选择了错误的逃生方式，被困在了
电梯里，所幸民警接警后迅速处
置，安全救出全部被困人员。再比
如，发生地震、火灾等突发灾害时，
一些人往往会选择跳楼逃生。事
实上，跳楼方法并不可取。从3层
左右的高度往下跳，一般情况下死
亡率超过95%。正确的做法是暂
避到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震
后迅速撤离。

我国《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防震
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加强对本
单位人员的地震应急知识宣传教
育，开展地震应急救援演练。新闻
媒体应当开展地震灾害预防和应
急、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在
为学校“教科书式撤离”点赞的同
时，我们更应看到公众防灾意识和
能力的不足。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各司其职，切实做好防灾宣传和
应急演练，让“教科书式撤离”走出
校园成为社会常态，把灾害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

“教科书式撤离”应成为社会常态
□张淳艺

三个月宽限期，不仅给了失信
困难企业加快复工复产的机会，也
给了其比较充分的反思失信行为
的时间。有的企业失信并非客观
因素造成，而是主观故意，那么这
三个月宽限期就有感化企业、促其
反思的作用。希望那些被宽限的
企业既要检讨经营上的问题，也
要反思商业诚信上的缺失。

——北京青年报：《给予宽限
期并非宽容企业失信》。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的问题得到了遏制，政府效能
持续提升，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吃拿卡要”现象大幅减少。尽管
如此，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
相比，很多地方营商环境还有不
小差距。比如，县里千方百计招
进商，但具体业务部门不主动帮
助企业解决问题，“懒政”现象突
出；一些工作人员业务不精，结果
让“最多跑一次”变成了跑多次，
影响了办事效率与服务质量……
这都让营商主体不满意，由此造
成了“上热下冷”现象。

——经济日报：《优化营商环
境须防“上热下冷”》

花式作业
幻灯片制作、拍摄视频、思

维导图……居家学习期间，除了
日常网课学习以视频、拍照的方
式交作业，还有一些上传到微信
群内，显示孩子多才多艺的“成
果展”。这些“别出心裁”的作品
背后，是不少家长内心的无奈哭
喊：“快被小学老师折腾疯了！”
当技术化、套路化的作业逐渐沦
为另一种形式主义，教育界应引
起警惕。你怎么看？

博物馆直播要“活”起来
□杨玉龙

疫情防控期间的国际博物
馆日，博物馆扎堆儿直播，观众
足不出户，也能“一眼万年”。
但博物馆直播，有的是实力派，
不仅吸粉儿还吸金，而有些博
物馆则是“标题党”，直播不尽
如人意。

（5月19日《北京日报》）

博物馆和互联网联姻开
启直播之路，某种意义而言，
是适应时代发展之需。不过，
并非所有参与直播的博物馆
都迎来好评。梳理媒体报道，
以下几点不容忽视，一是主持
人状态不佳；二是直播效果
不行，如为了体现现场感，镜
头一直晃来晃去，让人看了
不太舒服；三是难吸引粉丝，
有的博物馆直播只是简单地
将讲解词上线，并无新意；四
是对馆内文物的故事言之寥
寥。上述，也就很难满足受众

的需要。
笔者以为，不应将博物馆直

播当作“应景”需要。虽然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博物馆不得不关起
大门，但也促使其越发智慧，开启
云直播之路，但是作为形势所迫
之下的创新之举，博物馆直播有
着常态化进行的市场需要。正如
媒体指出，网络直播不但能提高
博物馆的知名度，还能拉动相关
文创产品的消费，更能够拉近与
观众的距离。

博物馆直播要行稳致远，
就须“活”起来，以更好地适应
市场需求。其中关键是，要在
此方面舍得下硬功夫。毕竟，
博物馆直播并不单纯的是“带
货直播”，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为
文物与受众搭建起接触桥梁，
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于此，博
物馆参与直播，无论是在直播
技巧、主播选用，还是在解说词
的使用上，均应做好充足准备，

以迎合人们的需要。
一些博物馆的做法就值得借

鉴。有的博物馆和高校合作，例如
北京建筑大学请来云冈石窟的“大
佛”当主播，抢了不少博物馆的风
头。还以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为例，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就整合线
上线下资源，在多平台举办“停不
下来的南越王”直播活动，专业的
学术知识之外，还准备了两道大
菜，更有文创带货，这一套组合拳
同样可取。

同样令人期待的是，据报道，
一系列帮助博物馆“智慧”起来的
计划已经启动，国家文物局着力
构建“云展览”平台，并支持各地
博物馆通过知识产权授权等方
式，积极加强与社会力量的跨界
合作，探索通过“云展览+直播”
等方式，创新博物馆传播渠道。
可以预言，博物馆直播作为互联
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趋势，
定会越来越出彩。

“一盔难求”的现象产生后，我
们要关注暴增的数量更要关注质
量。目前我国只有《摩托车乘员头
盔》国家标准。去年，头盔生产企业
较为集中的浙江乐清市头盔行业协
会制定了《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团
体标准》，可这一标准也只是地方行
业团体标准，规范作用十分有限。而
如果市面上的电动车头盔，并没有严
格的行业标准，或者甚至会因为碰撞
引起部件碎裂从而对驾乘人员造成
二次伤害的话，立法“强制戴头盔”就
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是相关部门
在决策时应该考虑在内的。

因此，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头盔
质量标准，督促厂家生产安全、可靠
的头盔，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让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落在实处，
同时要科学考量政策与市场的衔接
关系，做好相关预案，尽量避免政策
引发的价格大幅度波动，依法打击扰
乱市场秩序的囤积居奇、制售假冒伪
劣行为，充分发挥公平市场的调节、
制衡作用，让头盔无论是数量上还
是质量上都不再“一盔难求”。

“一盔难求”
最近，很多网友发现，朋友圈铺

天盖地卖头盔了。近日，公安部通
知全国将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
行动，江苏规定，7月1日起，骑坐电
动车不戴头盔要罚款20~50元！新
规发出后，以前很少受到关注的电
动车头盔成为热销品。

（5月19日光明网）

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佩戴
头盔契合价值理性；而在不少人看
来，佩戴头盔固然有助于守卫安全，
却给自己带来了不便和麻烦，觉得
权利受到捆绑和束缚的他们，在风
险漠视和工具理性的驱使下，对佩
戴头盔的规则进行了人为的变通和
替换。更何况，习惯成自然，长期没
有佩戴头盔也没出事，让一些人觉
得“不戴头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失范行
为进行规训和惩罚有助于改变人们
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市场需求的井
喷，难免会导致供需失衡，头盔价格
适度上涨是一种正常现象；“一盔难
求”不仅导致相关概念股纷纷上涨，
也会引导一些厂商加大头盔的生产
与供给。换言之，我们既要有“问题
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随着后
期厂商加大生产与供给的力度，头
盔的价格会下降，“一盔难求”也会
得到缓解。

早先头盔市场并不景气，刚性
交规的出台，头盔短期内市场缺口
近 2 亿个。眼见有利可图，头盔链
条上的利益相关者都想分一杯羹；
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攀升，厂商有了
更多议价权，自然会导致头盔的生
产成本提升；当头盔成为一种稀缺
资源，不可避免会驱动一些投机
者。重庆的头盔厂家、经销商数量
比较多，一些二道贩子一路跑市场、
一路盯厂家；中间商的推波助澜，也
搅动了市场的风云变幻。

头盔属于价格放开商品，价格
随着供求关系而变化，这无可非议；
可是，对于一些扰乱市场秩序的价
格违法行为，同样需要严厉惩处。

“一盔难求”，某种意义上也是消费
者为过去安全意识的缺失还账。

@浅浅：学生作业，无论怎么
变化、新潮，都是应该由学生独立
完成的。学生作业让不少家长无
奈哭喊“被小学老师折腾疯了”，
不是这些家长没有水平、没有能
力，而是布置作业的老师没有深
入了解学生，没有用心出题，或者
干脆从网上照抄照搬作业，作业
缺乏与本班学生相适应的个性。

@鹤不知归：学生作业如果
排除家长的深度参与，不能由一
个学生独立完成，就有问题了。
花式作业的结果，不是教与学的
成功尝试，而是无助于提高孩子
的文化基础知识和认识能力，使
家长厌烦、学生不自信，形式主义
作业导致的教学尺度扭曲，也让
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家长之间有
裂痕、缺好感。

@松月糖：孩子的理解能
力、动手能力本就有差别，在小
学阶段，这种差异更为明显，不
可能一样的水平。学校本应循
序渐进，针对自然、科技、艺术等
动手作业，以体验式教学为主，
不盲目追求完成度和作业质量，
让学生逐步熟悉操作方法，鼓励
自主学习、创新创意为主，从而树
立孩子的兴趣和自信，为将来的
实用打基础。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重数量更要关注质量
□斯涵涵

为安全意识缺失还账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