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课提质升级要从变中学网课提质升级要从变中学

近近500500家家影院重启影院重启

线下观影模线下观影模式如何求变式如何求变

国内新闻
2020年3月27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5A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向东 版面 / 晓梅 校对/ 顺顺

新华社合肥3月26日电（记者汪海月 马姝瑞） 华灯初
上，在诱人的麻辣香味中，合肥市一家海底捞火锅店的门口
陆续有食客戴着口罩等座。

“我们18号恢复堂食，目前营业已经差不多恢复到疫情
之前的水平，每天有100多桌客人，晚上六点半一般就坐满
了，等座要等两三个小时。”23岁的海底捞店员张怀玉说。

随着中国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以及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人们因疫情抑制良久的消费欲望逐渐被点燃，“补偿性
消费”正在进一步释放。

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指数显示，截至3月12
日，全国生活服务业商家复工率达59%，餐饮行业复工率逾
64%。

“在家馋了很久了，这次把想吃的都点了一遍，在店里
吃更加有氛围。堂食消毒措施做得比较到位，也比较放
心。”30岁的合肥市民孙捷早早带着一家人来到了火锅店，
吃到了久违的火锅。

张怀玉介绍，食客进店之前要扫“安康码”登记并测量
体温，一张桌子最多只能坐四人，并且采取间隔桌用餐。相
比疫情之前，前来吃火锅的食客点肉类会更多，用餐时间也
会更久。

“大家在家里待的时间久了，对于火锅、奶茶、烤肉这
些食物的消费需求会更多。”合肥市一家烤肉店的店长徐进
说，早在开业之前他每天就会接到很多电话咨询何时恢复
营业。

3月10日，江苏省消保委发布《新冠肺炎疫情对江苏省
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调查报告》，采取线上调查方式，对
21192份有效问卷展开分析研究。数据显示，近九成受访者
会有补偿性消费，约饭、买衣买鞋买包、观影K歌、运动撸
铁和外出旅游成为优选。

“好多购物计划因为疫情耽搁，有想买东西的冲动。”孙
捷说，吃完火锅，她又花1000多元购买了春装，拎着满满的
购物袋满足不已。

除了线下消费的逐渐回暖，物流外卖的趋于正常让线上
购物也成为“补偿性消费”的一大热点。刚刚过去的3·8女
神节是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大型“促销节”。据阿里巴巴方面
介绍，天猫“38女王节”整体销售额远超去年，超过2万个
品牌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

饿了么数据平台显示，奶茶外卖也从复工第一周就呈
现爆发增长，到了第四周，奶茶果汁的销量环比第一周增
长了140%。奶茶外卖订单在疫情缓解后多数选择了升杯加
料，大杯或超大杯的订单比例增加了15%，加料订单比例提
高了3倍。

“公众的消费意愿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减退，只是恢复和
提振市场需要时间。”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兰祥分析
说，“未来，各地要想办法创造更安全的消费环境，增加居
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在社会分配、社会保障方面解除刺
激消费增长的‘隐忧’问题，在恢复中促进消费升级。”

民众释放被压抑的消费欲望

新华社南京3月26日电（记者刘
巍巍）记者26日从苏州市政府获悉，
该市将全面放宽落户标准，本科以上
有来苏就业意愿的人员，在人事档案
转入后可直接落户。

本次政策调整新增“先落户再就
业”条款，扩大了想来苏州就业落户
的人员范围。只要是在国（境）外取
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并取得教育部学
历学位认证的留学人员、具有全日制

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以上人员或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可直接
申请办理落户。

同时，政策对已经在苏州就业并
缴纳社保的人员，进一步降低落户
门槛。取消了原来男女年龄不同及

“紧缺专业、急需”等附加要求，45
岁以内具有本科学历 （含留学）、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国家职业资格二
级的人员可直接落户。对于拥有大

专学历或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的人
员，年龄由原先的30周岁放宽至35
周岁，社保缴纳期限也由原来的2年
缩短至6个月。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朱正表示，政策调整将推动苏
州进一步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江苏自贸区苏州片区等国家战略叠
加机遇，加快构筑城市人才竞争发
展新优势。

新华社南京3月26日电（记者蒋芳）疫情之下，在线教
育用科技打通现实阻隔，有效助力避免疫情扩散，但也暴露
出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网课要从变化中总结，不断实现提
质升级。

网课改变了教育资源分布，“上线”同时也要重视落地
才能确保均衡。从“一块屏幕改变命运”到“空中课堂”，
互联网寄托着教育公平和高质量教育的希望。但大规模的
网课实践开展以来，不难发现只靠“一块云”，很难确保同
上“一堂课”。例如，北上广的老师利用 AI 技术提高课堂
效率的时候，部分农村地区的一些师生还在为更好的网络信
号犯愁。

网课改变了授课方式，老师要赶上“直播浪潮”。教
师群体的“信息化素养”受到考验。有的老师完成角色
转换，实践能力迅速升级，有的老师还停留在不接受、
不适应的阶段。随着人工智能、5G 时代到来，科技的发
展不等人，教育者没有掉队的选项，需要思考如何给自
身“补课”。

网课改变了学习方式，学生灵活学习不等于自我放飞。
俗话说“不怕同学是学霸，就怕学霸过长假”，这个漫长的
寒假考验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老师隔着摄像头看不到太
多学生的举动，有些学生发挥自控力和自觉性的优势，更能
从网课中汲取养分，有些学生则将网课上出了“网游”效
果。因此网课在设计时需要加强如何让更多的学生集中注意
力，提高学习效率。

网课改变了教育参与方式，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新变
化带来的新责任。疫情期间，学习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转移给
父母，伴随着复工复产步伐，“学校没法管，家长没空管”
的问题更为凸显。未来，如何让新技术发挥更有效服务，减
轻而不是增加学生、家长和学校的负担，值得思考。

疫情期间，学校、平台、教师、家长和学生尽力应对挑
战，创新教学实践；疫情过后，随着线下教育秩序逐步恢
复，各方还应当继续携手，推进在线教育的提质升级，为促
进教育公平和教育现代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苏州全面放宽落户标准苏州全面放宽落户标准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在持续
数十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后，新
疆、青海的部分影院自3月16日起复
工营业，内蒙古、四川、甘肃、广
东、河南、福建等地随即逐渐解禁。
影院复工后，能观看哪些影片？各地
影院、相关单位如何在复工的同时保
障观众安全？未来影院发展走向如
何？记者前往多地影院进行探访。

近近500500家影院重启家影院重启，，片源陆片源陆
续释放续释放

目前，全国影院复工步伐不一。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3月24日，
全国共有495家影院开始营业，主要
集中在新疆、四川、内蒙古、青海、
甘肃等地，北京、山西、江西、上
海、天津等地还未有影院营业。

3月24日下午，江苏省苏州市苏
艺影城恢复营业，成为江苏省第一家
复工的影院，复业后放映的第一批影
片有 《误杀》《何以为家》 等 6 部，
全部以低票价发行方式上映。

记者了解到，一些尚未开始营业
的影院，借机升级了设备设施，为复
工做准备。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义兵说：“以前影院全年无
休，设备一旦出现问题无法及时修
护，趁此机会，我们在硬件上做了升
级调整，同时加强员工业务培训，提
高服务水平。”

已经开始营业的影院中，第一批
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
发行分公司发运的复映影片有 《中
国合伙人》《狼图腾》《战狼 2》《流
浪地球》 等，于 3 月 26 日起陆续放
映的还有中影、华夏两家公司提供
的 《捉妖记》《十二生肖》《寻梦环
游记》《复仇者联盟》，以及 《少年
的你》《夏洛特烦恼》《绿皮书》《一
条狗的使命》等中外影片。暂时没有
新片上映计划。

中影发行公司与影片出品方协商
后表示，将原分账比例由43%：57%
调整到0%：100%，这意味着这些复
映影片均以公益发行的方式上映，发
行方和出品方的43%的分账部分全部
让利给影院。

复工首周的票房数据显示，最卖
座的影片是2019年12月上映的国产
悬疑影片《误杀》，在过去一周实现
票房收入6.69万元。

高频消杀高频消杀、、限制上座率限制上座率，，全全
面降低观影风险面降低观影风险

24 日新复工营业的苏艺影城负
责人表示，营业前，物业人员已对影
院的座椅、地毯、空调做了全面清
洗。“复工后，对包括大堂、影厅、
走廊在内的公共区域进行每日不少于
2次的喷雾消毒，对售取票机、自动
贩卖机、公共区域座椅等处，进行每
日不少于5次的擦洗消毒，并对影厅
座椅扶手、3D眼镜，做到‘一用一
消毒’。我们采取了隔排隔座售票，
以确保观影安全距离。并且提示观
众，进影厅前需佩戴口罩、出示‘苏
城码’，并接受体温检测。”

为了确保观众的观影安全，保证
防疫工作“无死角”，北京、云南、
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发布了
电影行业的复工指引，对各地影院
在清洁消毒、排片间隔、座位安
排、实名登记、体温检测等方面做
出明确要求。

北京在电影行业复工防疫指引中
明确，电影放映单位复映初期需按
隔排隔座售票，售票处实行观众信
息登记制，影院公共区域每天消毒
不少于 8 次，并进行通风等。江苏
近日出台的影院复业疫情防控操作
细则还对员工防护、食品安全等 8
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并将影厅上座
率控制在40%以下。

影院重新开张，意味着除了房
租，还将面临员工薪资、水电、消杀
等多项成本的增加。一些受访影院经
理坦言：“不复工发愁，复工之后又
担心回不了本，纠结。”

张义兵说，尽管目前在全国范围
内多地疫情已得到控制，但是一些影
院还处于观望状态，视片源释放情况
和观众观影热情确定复工时间。

浙江省电影放映协会副秘书长叶
峰说，目前全国影院普遍面临片源短
缺的问题，希望能尽快有一些新片上
映，调动观众到影院观影的积极性。

线下观影遭遇挑战线下观影遭遇挑战，，影院如影院如
何求变何求变？？

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原定于在院
线首映的电影转投线上播放，新的观
影模式的产生对传统以“去影院”为
主的线下观影模式提出挑战。不少受
访影院负责人表示，如何打破现状、
将观众重新吸引回影院，是当前必须
思考的问题。

以春节档影片为例，徐峥导演的
春节档电影《囧妈》破天荒地选择了

“网播”之后，曾定档2月21日在影
院首映的喜剧电影《大赢家》也于3
月 20 日在线上首映，据了解，这是
2020 年以来第三部转投线上播放的
院线电影。与此同时，该片还在线上
进行了“云路演”，由几位主演在直
播间与粉丝进行互动交流。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院长魏鹏举认为，疫情期间，在影
音消费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消费替
代。无法外出到电影院的观众，建
立起线上观影的习惯，既能节省往
返于路上的时间和交通成本，还能
在不受观影时间约束的前提下，欣
赏中外多元类型的、不同年代的佳
片，同时可以通过弹幕等形式进行
社交，将对院线传统业务及其服务
水平提出挑战。

在娱乐方式多元化、数字内容生
产越发丰富的今天，影院如何寻找新
优势？

“体验依旧是电影院的优势。”魏
鹏举说，但是电影行业需对现行运营
模式、竞争优势进行反思，摆脱对票
房收入的过多依赖，探索与其他重体
验行业的融合发展；拥抱新的技术应
用、尝试“小厅化经营”，拓展差异
化的经营方式，延伸电影院的消费内
涵。同时要加强内容生产的供给侧改
革，满足观众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更
高需求。

“目前还处于影院复苏前的过渡
期，影院复工宜谨慎有序推进。影院
全面复工后，应当通过按时消杀、避
免人群过度聚集、及时消毒更换或观
众自备3D眼镜等具体措施，降低卫
生和安全隐患。”魏鹏举说。

33月月2626日日，，消防员对上海影城的消防消防员对上海影城的消防
设施进行安全检查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飞陈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