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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湖北武汉方舱医院
全部休舱。出院前夕，不少患者手
持书籍、安静阅读的场面触动了很
多人；更早之前，一男子在武汉方
舱医院安静读书的照片走红网络，
就连该书作者也在社交网络转发了
他的故事。阅读，成为战“疫”一
线一股无形的力量。

作为缓解焦虑的“良药”，阅
读在武汉的方舱医院等抗疫一线
始终没有缺席。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武汉图书馆充分发挥
资 源 优 势 ， 在 武 汉 市 方 舱 医院、
援汉医疗队入驻酒店建立图书角，
为患者和医护人员送去精神食粮，
助力战“疫”。

2月6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
院建成，第二天，武汉图书馆汤湖
分馆便组织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了文
学经典、医疗保健、艺术哲学等图
书 500 册，在方舱医院建立了汤湖

“微书房”，供患者和医护人员阅读。
“阅读是有力量的，能让我放松

心情、缓解压力，让自己舒心、放
心、安心。”方舱医院内的一位患者
表示。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的一
位医护人员说：“汤湖微书房，就像
自己家的书房。读会儿书，感觉自
己又‘满血复活’了。”“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当天，武汉体育中心
方舱医院二号舱送走最后几名患
者，医院内萦绕起一曲温暖人心的

《方舱姑娘》。静静地伫立在院内一
隅的汤湖“微书房”，也光荣完成了
抗疫使命。

武汉图书馆馆长李静霞动情地
说：“方舱医院，是一艘生命方舟。
方舱之内，病友们沉浸在知识海洋
中，依靠精神食粮与病魔作战，让
内心更加从容；学生们争分夺秒学
习备考，收获知识，在奋斗中贴近
梦想，也收获心灵的强大，体会在
逆境中倔强成长；可爱的医护人员
们走进图书角，翻上一本书休息片
刻。书籍，给予我们力量和希望；
在阅读中，方舱生发出强大的、稳
健的精神力量。”

在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安全，
武汉图书馆安排了一批未开封的新
书送入方舱医院，方舱医院的工作
人员会对图书角定期进行消毒。除
了在方舱医院设置图书角外，武汉
图书馆还在援汉医疗队入驻酒店建
立多处“白衣天使图书角”，为医护
工作者消除鏖战疫情产生的紧张情
绪，缓解持续奋战带来的身心疲惫。

3月5日一大早，武汉图书馆工

作人员精心挑选图书、细心清点册
数、耐心分类捆扎，整理了 500 册
书刊，送给入驻蔡甸区的湖南湘雅
二医院援汉医疗队，和蔡甸区图书
馆一起设置了“逆行天使书吧”。

3月8日，武汉图书馆向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黑龙江省第六批援鄂医
疗队巾帼英雄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崇高的敬意，捐赠 100 件医用级
防护服、50 瓶免洗消毒液以及 200
册武汉图书馆编写的地方文化书
籍，并在医疗队下榻的高雄酒店设
立了“白衣天使图书角”，提供 500
册图书供借阅。医疗队领队张俊看
着队员们欣喜地阅读，说道：“我们
喜欢看书，因为来得匆忙，没有带
上书，你们送来的书非常及时，我
们很喜欢！”

李静霞介绍，除了设立方舱医院
“微书房”“白衣天使图书角”，武汉图
书馆还积极通过“两微一端”等及时
推送科普防疫知识，开展种类丰富的
线上活动，以书香抗疫。

“抗击疫情战役打响后，我们第
一时间和广东科技出版社联系，获
取授权，利用武汉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
电子图书，之后相继推出 《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预防 28 问》 等电子书，
提供与疫情相关知识查询服务，开
展线上防疫安全公益课，正确引导
市民科学防范新型冠状病毒。各区
图书馆也及时发布新冠肺炎防疫相
关知识、公益课等，使人们足不出
户就可以清晰了解有关知识，追踪
疫情最新情况，引导大家科学防范
病毒。”李静霞说，“作为图书馆
人，有责任第一时间为市民提供权
威信息。”

《知识竞答不能停，防疫知识我
知道》《中华灯谜妙趣多 益智蕴知
传欢乐——喜庆元宵猜灯谜》 ……
为了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武
汉图书馆以及各区图书馆通过网
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举
办了疫情防护科普知识竞答、传统
节日猜灯谜、阅读打卡闯关等系列
活动，使市民在紧张的氛围中舒缓
情绪，增强信心。

3月5日晚，武汉图书馆与上海
图书馆、阅读马拉松组委会等开展
了“我的战疫”阅读马拉松线上快
闪赛。15545 位读者共同战“疫”，
参加了一起阅读“网红”张文宏主
编的 《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 答题，充分彰显了图书馆
的社会价值。

武汉图书馆
播撒书香助抗疫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服务不打烊◎服务不打烊

近年来，电视屏幕上出现了 《百家讲坛》
《开讲啦》 等一批知识分享类的文化节目，将课
堂搬上屏幕，刮起了知识之风。作为最新涌现出
来的一档知识分享类节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艺频道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 《一堂好
课》，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赢得了
不俗的评价。

《一堂好课》 通过邀请 12个领域的大家，以

“露天课堂”的形式为青年人带来知识的分享、
思想的启蒙。这12位大家即主讲人不仅有扎实的
理论知识，而且有深刻的实践，在各自领域有很
多案例和经验可供分享。无论是故宫学院院长单
霁翔谈“改造”故宫，还是导演陈凯歌畅聊

《大阅兵》 幕后，或是作家王蒙回忆幼年时的文
学情缘，抑或是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
回顾 60 年航天事业，主讲人皆以可感、可亲的
故事入手，进行入情入理的讲授。

整季节目，思政课主讲人金一南的“忘记过
去不但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将来可能还要重
复”；文博课主讲人单霁翔的“文物得不到保护
的时候是没有尊严的”；文学课主讲人王蒙的

“文学挽留了青春，文学让我们永远不老”；外交
课主讲人张维为的“中国人要自信，中国年轻人
更要自信”；航天课主讲人戚发轫的“一定要记
住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的、苦难的历史，会给我
们巨大的精神力量”……每一位大家的讲述与教
诲，都点亮了年轻人的思想之光。

《一堂好课》 的关注点和落脚点始终落在年
轻一代上，希望能在年轻人中传递一种更加积极
向上的追求，那就是对知识的追求，让尚学之风

成为社会新风尚。收视数据显示，节目开播之
后，年轻受众占比不断攀升，其中4岁至14岁年
龄段观众较开播增长了22.6%，15岁至24岁年龄
段增长了近30%。与此同时，这档节目在周日晚
间播出时段也直接拉动了央视综艺频道的年轻化
收视和高学历收视，前者增长 33.6%，后者增长
近40%。鲜明的文化属性和强大的师资阵容，使
得 《一堂好课》 在电视屏幕之外的表现同样出
色。截至目前，节目在喜马拉雅上播放已超亿
次，最高单条音视频节目“百年苦难”播放量达
1566万。

《一堂好课》 已于近日收官。最后一期节目
里，“好课班主任”康辉代表 《一堂好课》 将 12
位主讲人的讲义手稿捐赠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和
课程相关的所有资料和课件也会被投放到公共阅
读空间，让好课的精神能量持久滋养人心。此
外，为进一步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向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组
织分发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选的 《一堂好
课》等7档优质节目版权，节目将于2月至8月期
间在各级广播电视台播出，丰富全国人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

点亮青年思想之光
汤 浩

3 月 8 日晚上，记者的孩子通过腾讯视频
APP“在家上课”收看了一节“作业帮”的初一
英语课，觉得老师讲课风格亲切灵活，把知识点
讲得清晰透彻，方法实用，她很受益。

抗疫期间，孩子们经历了“非常寒假”，又
正在经历“停课不停学”的宅家新学期。广电和
新媒体平台承担起社会责任，为孩子们提供了海
量免费课程和寓教于乐的节目，帮助他们宅家期
间也能有所学有所乐。

帮孩子有所学

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部门给记者提供的
抗疫期间青少年教育节目和动画片材料中，“华
数”是被提及次数较多的平台。

华数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此次疫情的
突发性和学生返校时间的不确定性，他们第一时
间决定，自1月29日起至学校正式开学之日，其

少儿栏目和教育栏目全部免费，其中教育栏目共
有超过3万集教育视频节目，总时长超过6000小
时，覆盖幼儿园、中小学及成人在内的全年龄段
收视群体。华数智慧校园的杭州共享课堂还免费
为教育局和学校提供解决方案，搭建家校专区。
据介绍，从 2 月 10 日至 3 月 8 日，杭州共享课堂
的观看总人数达40.8万，观看量超过3290万。华
数互动电视和互联网电视平台新上线之江汇教育
广场、学而思免费课堂、洋葱学院、有道精品
课、企鹅辅导、美术宝等品牌的学习资源。华数
还在浙江省内各地开设 300 余套电视课堂节目，
覆盖 300万学生家庭，近万名老师录制在线课程
逾2万节。

宅家期间，新媒体平台格外受到家长和孩子
们的青睐。腾讯视频APP的“在家上课”栏目有
十几家品牌课程，如猿辅导、学而思网校、作业
帮、企鹅辅导、童程童美、有道、励步等，针对
学龄前儿童的课程也很多。腾讯视频透露，“在
家上课”2月3日上线，由腾讯视频联合110家机
构发起推出，面向全国学前、中小学生等群体，
免费提供 452 门课程、包括 16 万余分钟精品课
程、2000余场在线直播公开课。腾讯视频方面表
示，该计划不以量多为方向，而以专业口碑取
胜，上线以来，专题页面整体流量表现优异，参
与课程学习的用户规模比较稳定。

一些电视台也拍摄制作了有关教学辅助节
目。北京卫视《老师请回答》系列节目不但邀请多
位教育界、医学界的专家学者就“延期开学”“教育
政策”“疫情防控”等热点问题给出专业权威解
答，还邀请北京市教委领导、北京大中小学校长
和众多名师，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帮助不同
学段的学生制定科学合理的学习课表和生活指
南。针对初三、高三孩子进行重点、难点释疑解
惑的节目，受到学校、家长和学生的关注。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汤嫣认为，推出云
端教育形式对各大平台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聚
焦少儿收视偏好、深耕互动体验特性、推进节目
转型升级的契机。新媒体平台整合出针对不同年
龄阶段、不同知识门类的视频教育资源，注重知
识性与趣味性，在互动性方面也具有更大空间，
更容易掌握少儿受众的反馈情况。许多孩子第一
次进行较大规模的线上学习，也有一定的新鲜感
和专注度。

让孩子有所乐

3 月 1 日晚，北京卫视音乐教育公益节目
《音乐大师课》 的舞台迎来了第四季的全体老师
和同学们，孩子的天籁之音、老师的说唱，将歌
曲 《大中国》 演绎得热烈又真挚。在这档节目
中，9组少年将在班主任胡海泉、音乐助教秦奋
带领下，学习音乐，感悟人生。他们的每期汇报
演出都是以特别的主题为我们身边的特殊人群进
行展演，如：“一场不需要灯光的演出”“一场把
爱唱给老人的演出”等，让同学们的人生课堂更
加温暖，也更具教育意义。这类陪伴类综艺节目
容易引发少儿观众的共情，也受到家庭中几代人
的喜爱。

孩子们也有另外的快乐源泉。据金鹰卡通卫
视总编室有关负责人介绍，金鹰卡通目前播出的
青少年运动竞技节目《运动不一样》和萌娃成长
秀 《爱上幼儿园》 两档节目，都采取了“云录
制”的方式。前者由奥运冠军邢傲伟、郭跃，足
球名将徐亮等带领孩子在家用各种趣味游戏锻炼
身体，后者由奥运冠军邹市明等和12个孩子以及

家长多路信号视频连线录制，孩子宅家和父母
的日常碰撞产生了“笑果”，洋溢着童趣。《爱
上幼儿园》 的收视率也位居全国同类节目卫视
收视排名首位。这位负责人说，金鹰卡通还对
全频道内容进行特别编排，将上述两档节目以
及 《人偶总动员》《麦咭小厨》《龙的传人》 等
原创综艺重新创作成上百条短视频滚动播出，
涵盖“新年萌娃开心乐”“每天 get （得到） 一
个国学小知识”“来，一起运动健康起来”“宅
家不寂寞，偶来逗你笑”等系列内容，营造了
温暖而欢乐的气氛。

当前，社会各界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这也是
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契机。汤嫣认
为，央视推出的 《赢在博物馆》 第三季、《中国
诗词大会》 第五季、芒果 TV 推出的 《我是接班
人》 以及北京卫视的 《了不起的长城》 等节目，
聚焦历史和现实，彰显家国情怀，带孩子们领略
传统文化，学习丰富的史地知识。“疫情期间，
孩子们无法走出家门，这些节目拓展了孩子们看
世界的视野和学习知识文化的渠道，感受前人的
智慧和情感。”

更需寓教于乐

居家学习不同于线下的教学活动，孩子均单
独在家进行，没有同学一起抱团学习的氛围，加
上疫情期间孩子和家长或多或少存在焦虑等不适
心态，在此背景下，针对孩子的教育、娱乐节目
的播出和编排需考虑更多因素。

汤嫣认为，当前更需要注重寓教于乐，淡化
竞技、比较的概念，不强化压力，少塑造“神
童”“别人家孩子”等形象，让孩子们愉快学
习、展示自我。同时，孩子居家学习大多由家长
陪伴，也是一段特殊而美好的亲子时光，节目可
以更加注重传递亲子的温馨情感和正确的家庭理
念。她还表示，如何从内容上进一步增强实用性
与吸引力，从技术和形式上实现更强的互动性，
是教育节目应当探索的新课题。此外，线上教学
在分类设计上应该进一步精细化、多样化。特殊
时期，教育领域纷纷采用“一生一案”，广电和
新媒体节目同样需要在以年龄、学科划分内容的
基础上，加强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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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邓瑞璇） 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东省电影院从
1 月 24 日起暂停营业至今。广东是
电影大省，也是全国最大的电影票
仓。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19 年
中国电影总票房642.66亿元，广东省
电影局数据显示，2019 年广东省票
房收入89.51亿元，连续18年居全国
首位，约占全国票房总收入的14%。

为扶持广东省影院发展，帮助
影院渡过难关，不久前，广东省电
影局发布 《关于中央和省级电影专
资扶持受疫情影响影院资金分配方

案的公示》，对受疫情影响影院的专
项资金分配方案进行了公示。方案
显示，广东共有1337家影院参与分
配，分配资金数额从 1 万元到几十
万元不等，总金额达4888万元。

广东省电影局负责人表示，资
金分配原则依据各影院2019年全年
票房占比进行核算，目前公示已结
束，进入报批流程，将尽快拨付。
接下来广东还将出台更多政策扶持
包括电影企业在内的受疫情影响的
文化产业，部分地市也在争取配套
资金支持，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影院。

广东拨付近5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院线

◀贵州省
铜仁市松桃苗族
自治县盘石镇盘
石村，一学生在
家中利用手机收
看“阳光校园·
空中黔课”。

龙元彬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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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在节目中上文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