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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力，

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
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给孩子讲好“人
生第一课”，就是帮助孩子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此
次为期两天“家有少年，教
育有方”线下讲座，通过科
学权威的理论指导，服务于
广大学子家庭的最迫切需
求，为新时代家庭教育赋能
助力，在家长群体中形成一
系列口碑效应。与此同时，
考虑到不能到达现场的学
生家长，广汽三菱“伴你成
长”公益课堂借助信息化手
段，将线下课程录制并在线
分享，形成家校合力，共育
英才的最大声量，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推动学习型
家庭教育新模式创建。

青春期教育是青少年
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
个重要阶段。广汽三菱“伴
你成长”公益课堂自 4 月启
动以来，一直联动多方权威
力量，持续拓宽教育的维度
与宽度，关爱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从获得 300 万人关
注的首堂线上直播课程《如
何有效陪伴》，到此次探讨
家校合力教育的线下讲座，
一系列公益课程构建了线
上线下融合教学新形态，推
动了“互联网+家校共育”新
教育机制共建，为湖南教育
信息化 2.0 时代的构建注入
了一股坚实的力量。

教育兴则国家兴，少年
强则中国强。教育，从来就
不单单是学校的事情，更是
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的责
任。广汽三菱深知关注儿童
及青少年教育成长的重要
性，从为大托村孩子捐赠物
资到六一“安全童行”，再到
如今的“伴你成长”公益课
堂，这家年轻车企一直用爱
和温暖为孩子成长保驾护
航。公益之路仍在继续，未
来，广汽三菱“伴你成长”公
益课堂还将推出高考心理指
导及志愿填报等定制课程，
敬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参
与后续精彩课程！

家长嫌孩子不懂事，孩
子嫌家长管得太多，探讨其
相处规律对双方关系的协
调具有重要意义。聚焦青
春期家庭指导教育，广汽三
菱伴你成长公益课堂为更
好了解家长学子们的实际
需求，在活动开始前，通过
网络、现场等渠道征集家庭
教育中的疑难问题，聆听家
长们的真实困惑，备受广大
学子家庭的关注和肯定。
本次线下讲座更是凭借精
彩丰富的内容和声情并茂
的讲述在长沙市家长群体
中“实力圈粉”，现场家长纷
纷表示不虚此行。

活动现场，戴吉博士结
合具体事例，从青春期心理、
家庭关系、沟通技巧三个方
面生动示范如何疏导“后浪
们”的叛逆情绪，打破亲子沟
通僵局。赵华则从实际问题

出发，详细讲述了小升初过
程中校园学习生活方式和人
际交往心理状态的变化，给
出一系列关怀孩子健康成长
的可行性建议，让现场家长
受益匪浅。

而在互动问答环节，家
长提出“孩子有学习抗拒心
理，不愿意沟通怎么办”等
问题，老师有针对性地给出
了“好奇、倾听、共情、资源”
有效沟通四步法，为拉近孩
子和家长间的距离、解决家
庭教育焦虑提供了良方。
活动结束后，参加本次活动
的李女士感慨道，“周末两
场公益课我都参加了，每堂
课都有不同的收获，现在，
我也在反思自己平时的教
育方式。”对于本次线下讲
座，她表示非常实用，切实
有效地提升了和孩子之间
的沟通技巧。

教育有方，解决亲子教育焦虑

家校合力，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近期，一段名为《后浪》的视频把当代

青年人推上热搜，而青春期“后浪们”的成

长教育更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重点。为解决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教育痛点、难点，5月16-

17日，广汽三菱伴你成长公益课堂在湖南省委

网信办、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指导下，联合湖南

红网、“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特邀湖南工商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戴吉博士和长沙高

新区金桥小学校长、湖南一师二附小副校长赵

华，举办《不打不骂，解决“后浪”叛逆根源》和《小

升初，父母应该这样做》线下讲座，探讨新形势下

家校共建学习型家庭教育新路径，助力青少年全

面健康发展。

广汽三菱“伴你成长”公益课堂线下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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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热身赛国足大胜上港
洛国富首秀29分钟伤退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蔡矜
宜）今天下午，正在上海备战的中国男
足国家队迎来了本期集训的首场热身
赛，最终凭借谭龙的梅开二度，以及韦
世豪、董学升的入球，以 4 比 1 大胜上
海上港队。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采
取全封闭对战，备受关注的入籍球员
新人洛国富在比赛第29分钟因伤被替
换下场。

国足于5月11日开始此次集训，按
照计划，总长超过两周。据了解，以李铁
为首的教练组为了帮助球员尽快适应
训练节奏，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身体训练
项目，并从 15 日开始启动了上午练力

量、下午演练技战术的一日两练模式。
在中国足协的协助下，期间国足将与上
海当地两支中超球队上港队、申花队先
后进行热身赛。

不过和以往正式国际热身不同，本
次两场热身赛均不对外开放，也不安排
现场直播。对此，中国足协表示“事出有
因”：一为战术保密，二为疫情防控。

越不让看的比赛越有吸引力。从首
发名单来看，此役双方均祭出“最强阵
容”——国足这边，李铁派出艾克森、洛
国富的“归化前锋组合”，刘殿座、张琳
芃、韦世豪等“硬核”球员也都首发出
场；上港队则派出奥斯卡、胡尔克、艾哈

迈多夫和洛佩斯等
四位外援迎战。

本场比赛是归
化球员洛国富首次
代表国足出战，但
过程并不顺利。开
场仅29分钟，他就
受伤下场，基本无
缘下一场 26 日与
申花队的比赛。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 21 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
售台武器，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政
府已告知国会可能将向台湾出售总价值
1.8亿美元的先进鱼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
器，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
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
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
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彰显家国情怀 汇聚人间大爱
——广大共产党员自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华夏大地，中华
儿女因之忧心忡忡。

同舟共济克时艰，众志成城战疫魔。
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扛起责任、冲锋在前，全力
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与此同时，广大
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踊跃自愿捐
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汇小流以成江海。一笔笔捐款，一份

份爱心，集聚起战“疫”的强大正能量。

（通讯全文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国务院扶贫办联手电商

推进消费扶贫直播行动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国务院

扶贫办联手拼多多20日推出消费扶贫
直播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贫困
地区的农产品销售受到影响。国务院扶
贫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当天表示，电商
直播要聚焦贫困县的扶贫产品,突出对

“三区三州”重点区域的帮扶。

“让好东西走出贫困地区，卖出好
价钱。”他说，开展消费扶贫直播行动有
利于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
区产业持续发展，调动贫困人口依靠自
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根据行动方案，拼多多将在国务院
扶贫办社会扶贫司的指导下发挥平台
聚集效应，由贫困地区市县长带头，组

织100场消费扶贫直播促销活动，推进
扶贫产品销售，并帮助贫困县及脱贫摘
帽县形成可持续的产销对接机制。

此前，拼多多在全国率先探索“市
县长当主播、农户多卖货”的电商扶贫
助农新模式。截至14日，扶贫助农活动
共成交1.4亿单，卖出农产品超过4.25
亿公斤。市县长扶贫助农直播活动已超

100 场，覆盖20多个省份，180多位市
县区主要负责人进入助农直播间带货，
帮扶农户超过35万户。

“把贫困地区的农货卖好只是第一
步。我们还将通过消费扶贫带动当地产
业兴旺，让藏在深山和边远地区的特色
农产品形成竞争力。”拼多多联合创始
人范洁真表示。

截至 5 月 20 日，全美 50 州和首
都华盛顿都不同程度地重新开放经
济活动，但新冠疫情依然严峻，死亡
人数继续攀升，美国民众的紧张情绪
并未消散。而对许多亚裔美国人来
说，则另有一重担忧，那就是在一些
美国政客的煽动下，针对亚裔的种族
歧视和仇恨犯罪可能继续增加，从而
加剧美国的社会分裂。

疫情种族主义至少给亚裔美国人
带来三重伤害。一是疫情本身给亚裔
美国人造成的健康风险和生命损失；
二是亚裔在生活和经济状况方面深受
打击，如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亚裔
失业人数增幅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第
三也是最为突出的，是与疫情相关的
种族歧视与仇恨犯罪显著增多。

疫情暴发以来，从美国东西海岸
到内陆地区，都发生过亚裔和亚洲国
家留学生在公共场所遭遇口头骚扰
乃至踢打推搡等人身攻击事件。亚裔
在公共场所遭遇刻意躲避和恶言恶
语等事件也不时见诸社交媒体。今年
4月进行的一项全美民调显示，疫情
暴发后，六成亚裔美国人曾目睹针对
亚裔的威胁或骚扰。

亚裔人口仅占美国人口 6%，但
亚裔医生和护理人员却分别占美国
医生总数的 18%、护理人员总数的
10%。成千上万亚裔医护人员辛勤工
作在抗疫第一线，但这未能使他们免
于种族主义伤害。甚至有一些新冠患
者拒绝接受亚裔医生治疗，并对他们
使用种族歧视语言。

不少美国媒体及专家指出，正是
一些美国政要和极右翼人员甩锅中
国的做法，助长了对所有亚裔美国人
的种族歧视，比如美国政府一些官员

公开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据
旧金山州立大学“停止仇恨亚裔”网
站统计，从 3 月 19 日起的 6 周里，这
一网站收到来自美国各地逾1700份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报告。

2020 年是美国大选年，已有不
少分析人士表示担心，美国某些政客
为分散选民对政府应对疫情混乱的
注意力，将攻击中国作为其策略的一
个重点。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中美关
系，也伤害所有亚裔美国人。

纽约亨特学院亚裔美国人研究中
心主任维维安·路易认为，新冠疫情中
暴露的反亚裔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根
深蒂固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现象之一。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在流行病
期间或危机时刻，把移民当成替罪羊，

煽动仇外、排外言论，在美国历史上早
有先例。19世纪50年代，德国和爱尔
兰移民曾因黄热病横遭指责；19世纪
末和20世纪初，俄国犹太人和墨西哥
人先后因斑疹伤寒遭遇歧视；20世纪
80年代，海地移民因当时被视为洪水
猛兽的艾滋病病毒受到污名化。

总体而言，美国亚裔因疫情遭遇
的种族歧视事件迄今为止是零散的，
未形成规模或者“浪潮”。与此同时，
反对针对亚裔的疫情种族主义的行
动也在进行。在全美各地，众多华人及
亚裔团体也在积极行动，热心向社区
医院、老年公寓及警察和消防部门捐
赠口罩等防护用品，而且打破以往的
政治沉默，用自己的声音与种族歧视
抗争。（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0日电）

5月14日，在美国纽约一个食品发放点，人们领取慈善组织发放的免费食品。
新华社发

借疫情煽动种族主义 加剧美国社会分裂

特朗普考虑在戴维营
召开七国集团峰会
新华社华盛顿5月20日电 美国总

统特朗普20日说，他正考虑在马里兰州
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召开七国集团峰会。

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由美国主办，
原计划于6月在戴维营举行。受新冠疫
情影响，白宫3月宣布此次峰会将以视
频会议形式举行。特朗普20日在社交
媒体上说，他考虑将峰会时间设于原
定或相近时间，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已
开始从疫情中恢复，召开峰会将是“正
常化”的重要标志。

联合国报告：

全球人类发展或出现
30年来首次减缓
据新华社联合国5月20日电 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20日发布报告说，受
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人类发展今年可
能出现自 1990 年提出人类发展这一
概念以来的首次减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天公布《新
冠疫情与人类发展：评估危机与展望
复苏》报告说，疫情发生后，大多数国
家，无论贫富，都感受到了在人类发展
基本领域中出现的衰退。

报告说，新冠疫情已导致全球 30
多万人死亡，预计今年全球人均收入
将下降 4%。随着学校停课，考虑到无
法通过线上课程受教育的儿童，在人
类发展指数低的国家，86%的小学生实
际处于失学状态，而在人类发展指数
高的国家，这一比例为20%。

报告提出了保护卫生系统和服务、加
强社会保障、保护中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
的工人等应对当前危机的优先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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