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当前，我省各地学生正有序返校，全面恢

复学校上课进入倒计时。“双减”政策在这个学

期开始实施，《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规

定，郑州等 9 个城市成为全国试点地区，在坚

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

源、强化培训收费监管等方面进行试点探索。

作为“双减”试点城市，郑州接下来如何将

政策落地生效，成为所有家长最关心的话题。

所谓“双减”，一方面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另一方面是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在

此过程中，实际上还有一个“减法”与一个“加

法”要做——只有减轻家长的焦虑，才能减少

学生的负担；只有增加学校教育供给，才能缓

解家长的焦虑。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毋庸讳言，不少中小学生家长都是一个

“矛盾综合体”，大家既对孩子负担过重痛心疾

首，又总是情不自禁地给孩子施加压力，甚至

近乎本能地对减负措施提出质疑。究其原因，

家长不仅担心自己孩子减负的时候，别人家的

孩 子 在 偷 偷“ 抢 跑 ”，而 且 担 心 现 在 所 减 的

“负”，会在将来的考试中加倍奉还。这也正是

“双减”政策关注的两个焦点内容。

“双减”政策之下，教辅机构正在经历着一

场巨大的变革，无证培训机构被扫地出门，有

证培训机构也不得不调整培训内容和时间。

这显然是一种“供给侧改革”：遏制教辅机构的

野蛮生长，解决校外培训的无序竞争，使家长

更加理性地看待课外辅导。相比之下，义务教

育阶段的“需求侧改革”更加重要——“教育减

负”从来都不是作业减负这么简单，如何缓解

家长的紧张焦虑情绪才是关键。

理想中的家校教育分工，应该是学校侧重

知识教育，家庭侧重生活教育。但在以成绩为

标准的评价体系内，知识教育占据了绝对的主

导地位，家庭教育也因此被视为学校教育的延

伸。因此，有心无力的家长只能另请高明，校

外培训因此不断升温。“双减”政策的一大亮点

是，要求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坚持以学定考，严

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和

教师。相比起具体的减负措施，摒弃唯成绩是

举的教育观念无疑更加重要。只有这样，才能

为学校和老师减压，为家长和孩子减负。

对于义务教育学校来说，建立在中考制

度改革的基础上，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拓展课

后服务渠道的“加法”势在必行。为了缓解家

长接孩子的压力，郑州不少中小学都推出了

延时服务，“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延时服务不

仅应继续发扬光大，而且有必要从单一的看

护孩子生活，向兼顾学习与生活转变。只有

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才能真正使学校

成为知识教育的主阵地，进而使家庭教育回

归生活教育本位。

“双减”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由此意

味着义务教育的工作方式和评价体系将作出全

面调整。河南是生源大省，作为全国试点城市

之一的郑州，“双减”上要大胆尝试、积极探索，

给全省作好示范，为全国提供有益经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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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论场

只有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
好，才能真正使学校成为知识
教育的主阵地，进而使家庭教
育回归生活教育本位。

智能客服不能套路满满

全国“双减”试点，郑州如何作答 基层选调生
请品读这个心得

今日快评

锐评

画中话

近段时间，在线声音培训课程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除了满足兴趣爱好、为形象加分，
“声音变现”也成为刺激消费者报名的理由。与此同时，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的套路也层出
不穷。专家指出，播音配音的门槛并不低，培训有风险，报课需谨慎。6 图/陶小莫

□冯玲艳

近段时间，全国各地的选调生纷纷踏上了工

作岗位。作为从“校门”到“机关门”的职场新人，

这些选调生或多或少地患上了“入职综合征”，或

焦虑迷茫、或沮丧气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

指引，便难以快速融入基层工作。笔者以过来人

的身份撰写这个“入职心得”，希望为他们带来鼓

励与帮助。

面对困难，要迎难而上、勇于挑战。“凡心所

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相比于以

前的校园生活，选调生们在基层工作中要面对

更加艰苦的工作环境、更加繁重的工作任务、承

担更大的工作责任，部分选调生会出现抱怨和

后 悔 心 理 。 既 然 选 择 了 远 方 ，便 只 顾 风 雨 兼

程。作为刚入职的年轻干部，要及时调整心态，

回想自己毅然决然选择服务基层、服务人民的初

衷，努力在工作中发挥自己思维灵活、观念先进、

精通专业等优点，在借鉴前人科学经验的基础

上，把从书本上学到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运用

到实践中去，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不断

克服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实

现新的跨越。

面对群众，要换位思考、真诚待人。“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基层选调生的工作

中，要经常与基层群众打交道，做好群众工作是基

层选调生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只有真正深入

人民群众，才能切实感受到群众生活的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急忧愁盼。选调生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既要挑起担子为党分忧，也要俯下身子为民解愁，

不断学习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与艺术，站在群众

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易于

接受的方式推进工作，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

面对迷茫，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基层工作

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往往需要基层干部成为掌握

各项技能的“多面手”，初入职场的选调生难免会

因“本领恐慌”而产生焦虑和迷茫。学习是化解迷

茫的“灵丹妙药”，针对工作中出现的“畏难心理”，

广大基层选调生必须树立刻苦钻研的学习态度，

拜书本为师、拜实践为师、拜人民为师，针对自身

在处理工作时存在的不足之处，学习相应的工作

技能，重点突破、全面成长。

青春因初心而壮美，梦想因奋斗而生辉。基

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选调生要在

基层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成长为敢担

重任、能挑大梁、会干实事的优秀青年干部，练就

真本领、展现新作为。1

□舒圣祥

你还记得上一次和人工客服沟通，是在什

么时候吗？机票退改签、手机换套餐、银行问

业务等，现在但凡有事找客服，接待消费者的

多半都是智能客服，直接跟人工客服交流，反

而变得困难重重。

先跟智能客服纠缠半天，经过多次转接才能

到达人工客服选项，而大多数智能客服服务体验

实在不太好。一项调查显示，48款被调查的APP

中，有 47款设置了智能客服，但有 28%的智能客

服无法准确识别用户问题；52.9%的消费者表示，

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浪费了很长时间，得到

的却是千篇一律的回答，还经常遭遇智能客服反

客为主，被提问一个接一个，满满套路让客户已

疯，人工客服却“座席全忙”。

智能客服不智能，看似技术问题，实则是

成本问题。在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基础上，对智

能客服的知识库升级扩容，让智能客服拥有更

多专业知识，变得越来越聪明，都是需要成本

的。如果商家真的有心解决问题，让智能客服

变得更聪明，在技术层面至少可以大有作为。

真正的问题是，所谓智能客服在某些商家那

里，本身就只是一个及时响应的表象，全在装

装样子，能够及时回应客户就行了。至于实际

的回答效果，某些商家并不真正关心，反正成

本越低越好，哪怕智能客服服务沦为“智障”，

也不会考虑增设人工客服岗位，有的商家甚至

完全取消人工客服。

不智能的智能客服，真正收到的效果是，

通过一问就蒙和答非所问逼疯了客户，让大部

分客户知难而退，不再有继续咨询和提问的勇

气，进而成功阻挡绝大多数的客户咨询。这样

的智能客服，与其说是一种服务，不如说恰恰

“为了不服务”。

智能客服的好与坏，体现了企业服务客户

的态度。企图以智能客服糊弄消费者，严重影

响消费体验，进而损害企业的良好形象，最终

只能糊弄企业自己。在售后服务等方面表现

恶劣、套路满满的智能客服，侵害了消费者的

知悉真情权和监督批评权。监管部门要进行

全方位的彻底排查，该整改的坚决整改，该处

罚的严厉处罚，杜绝智能客服存在的“为了不

服务”现象，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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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胜 ”秘 诀

南阳师范学院高质量发展纪实②

“外引内培”硕果香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教职工 48
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11人，其他
正高级2人，具有博士学位13人、硕士
学位 31人，平均年龄只有 30多岁，组
成一支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的师
资战队。

据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娟红教
授介绍，为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
努力到国内设有相关专业博士点的高
校引进，同时支持、鼓励年轻教师深造，
另一方面，坚持教学、科研并重，分类培
育，其中，实践类教学师资、硕士研究生
在引导完成相关科研任务的基础上，通
过各种方式拔高老师们的教学技能；对
于博士师资、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学
院则通过项目集中论证方式，深耕细
作，引导老师们积极申报高级别项目，
发表高水平文章。

精耕细作，终结硕果。目前，该院
教师入选“中原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1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2人、河南省优秀教师 1人、河南省高
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1人，5人入选中
宣部与教育部新闻媒体与高校新闻学
教师交流“双千计划”项目……“卧龙
特聘教授”“卧龙学者”“校长教学奖”

“河南省教学标兵”等诸多奖项纷纷花
落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学与科研，就如车之两轮，相辅
相成，互为促进。在科研上，该学院教
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获
批省级科研项目 46项，获河南省优秀
社科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在
教学上，学院获批省级教研项目 4项，
地厅级以上教学成果奖4项；获批2门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3门河南省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1门河南省课程思政样板

课程，7门校级一流本科课程；获批1个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校级产学
用一体化中心，3个校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3 个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每年承担实验室开放项目4到6项。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该学院在
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劈波斩浪，一路向
前：现有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广
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编导（中外合作
办学）等 4个本科专业。其中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获批河南省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教
研室获批河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获批学校转型发展
示范专业，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生
动局面。

“千锤百炼”出英才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昉老师至今
仍清楚记得，2017年 4月 14日的那个
下午。

南阳师范学院西区图书馆一楼报
告厅座无虚席，国家广告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专业委员
会副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
师张翔教授以《大广赛广告策划的组
织与训练》为题讲得兴致勃勃，鼓励同
学们积极参加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
艺术大赛，坐在台下的 200多名学生
听得聚精会神，热血沸腾。会后，同学
们踊跃报名，经过层层选拔，2015 级
播音与主持专业的蔚黛君、戎国英几
位同学脱颖而出，在王昉老师的指导下
开始了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
赛的征程。

经过一稿、二稿、三稿……一次次
修改，一次次指正，最终确定下了拍摄
脚本。随后，大家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泡
在语音分析实训室，常常从下午6点半
下课以后一直到晚上10点钟实训楼关
门……经过数不清次数的剪辑修改，

《中国精神 伴你远行》新鲜出炉。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国精神 伴你

远行》过五关斩六将，荣获第九届全国
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也是河南
省赛区唯一一项全国一等奖，当年一等
奖全国只有8项。

也就在这一年，参赛的卧龙学子们
斩获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一
举赢得“大满贯”。消息传来，师生们都
沸腾了，这极大激发了同学们参与国家
级比赛的信心和勇气。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该学院每年
都有获奖的消息传来：

5年来，共获得全国等级奖33项，
其中全国一等奖1项，全国二等奖7项，
全国三等奖 27项，获得全国优秀奖共
115项。

5年来，该学院还在中国大学生广
告艺术节学院奖（以下简称“学院奖”）
中获得全国等级奖银奖两项，铜奖三
项，获得全国优秀及佳作奖共367项。

据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贺保
月介绍，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南阳师范学

院 整 体 转
型院系，近
年来在“大广
赛”和“学院奖”
两个权威赛事中，
屡屡取得辉煌战绩，与学
院重视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践
行实践教学育人理念等一揽子举措紧
密相关。

首先，深入践行实践教学育人理
念，实现培养标准与市场需求、培养过
程与媒体岗位、培养重点与能力提升、
培养模式与媒体职业能力的无缝对接，
培养适应全媒体发展的创新人才。

其次，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构建了
“六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主要通
过课堂实践教学、课堂兴趣小组、校内
实践锻炼、校外媒体历练、举办专业技
能大赛和毕业汇报演出活动等形式，营
造“比学习、比素质、比能力”的浓厚学
习氛围；同时，学院制定了《学科竞赛激
励机制管理办法》，激励各专业学生通
过参加学科竞赛“强筋壮骨”。

再次，践行“双主体”育人机制，与
南阳市广播电视台、网易河南等媒体企
业形成校企双方“共建培养平台、共商
教学计划、共组指导队伍的”新模式，邀
请业界专业人士担任行业导师，建立

“学术导师+行业导师”的双导师教学
模式，培养出一批社会需求、适应性强
的综合应用型传媒人才，他们已在社会
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受到社会各界广
泛赞誉：

2011年毕业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的张其楷，在校期间曾荣获校园形

象设计大赛冠军，校园主持人大
赛专业组冠军，目前是山东广
播电视台电视生活频道《生活
帮1+1》节目主编兼主持人；
2008届广播电视专业毕业
生马广超，为中国教育电视
台主持人、配音员；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 2009 届毕业生
张晓娟，2010年以全额奖学

金考入韩国亚洲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毕业后进入CCTV-2首尔

演播室担任出镜记者；2012届播音与
主持专业毕业生朱圣宇，为河南广播电
视台新闻记者，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
奖项……

“课程思政”绽芳华

今年 5 月，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
委、河南省教育厅、共青团河南省委、河
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展“百年党史青年
说”——百校青年大学生讲党史大赛。
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三部作
品获得河南省一等奖。

今年 5 月底，一份来自河南省教
育厅的表扬信翩然而至，上面写道：贵
校三件作品获一等奖，两件作品登上

展演舞台，学校获优秀组织奖，这是高
质量、高标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
动展示。河南省委高校工委专职委员
何秀敏发出四个“想不到”的感慨，赞
叹：没想到一堂思政课以如此丰富的
演绎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这么走心
入心，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育人
深度。

而这也是属于该校新闻与传播学
院共同的荣耀和欢呼。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该学院创新宣传形式，以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主
要内容，融合朗诵、音乐、视频等多种
表现形式，深入开展“党史”主题宣
讲。此次斩获一等奖的三部作品，也
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充分挖掘艺术实践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寓价值观引导于
专业展演之中，不断探索“思政教育+
专业教育+艺术教育+劳动教育”的育
人模式，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
同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
局的结果。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作为新闻传
播类学院，政治导向是重中之重。该学
院坚持以“课程思政”引领课堂教学，将
思政元素贯穿于各专业课堂教学和各
类作品创作中，引导学生挖掘潜藏的民
族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同时反哺教学
实践。

近年来，随着南阳师范学院知名度
和美誉度的提升，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
分数线连年攀高，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外表时尚、内在积淀
深厚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如一块灵石，
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发光彩夺目，释放
出无穷魅力。祝愿他们长风破浪、直挂
云帆，在出奇制胜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再立新功！

□孟向东 刁良梓 李杜若

又是一个璀璨无比的高光时刻：今年5月20日，在“百年

党史青年说”——百校青年大学生讲党史大赛中，南阳师范学

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白月老师指导的《百年誓词》和《红船梦飞

扬》、房艳凡老师指导的《最可爱的人》三部作品获得河南省

一等奖。

此次比赛从省内 119所高校征集了712件作品，经过层

层筛选，62所高校的 100件作品进入复赛，最终 22件作品

入围一等奖，南阳师范学院就有3件。

一枝独放不是春。今年6月，王文博老师带领学生制作

的原创微电影《无畏》在“100 部电影进课堂——永远跟党

走 奋斗新征程”河南百部原创微电影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并

受邀参加展演，同样好评如潮。

时间如涓涓细流，看似无声，沉淀下来的都是岁月的馈

赠。5年来，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带领各专业学

生共获国家级奖项300余项，省级奖项672项。

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始建于2008年，是河南省较早开

办新闻传播专业的院系之一。到今年不过区区十余年时间，

该学院一路披荆斩棘，在各类大赛中崭露头角，在应用型传

媒人才培养上取得了累累硕果。缘何？让我们一探究竟。

▲南阳师范学院《百年誓词》参加全省展演

南阳师范学院《红船起航》参加全省展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