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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如何实现脱贫？不同
地区根据自身条件会有不同的努力
方向。国家级贫困县陕西宁陕的做
法颇有特色，
当地正尝试介入儿童早
期养育，即通过教农村地区的家长科
学“带娃”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据
记者调查，这个名为
“养育未来”
的项
目由宁陕县政府主导，
提供支持的机
构包括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和陕西
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南都报道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的观点称，
“对
0~3 岁孩子的投入，决定了一个人未
来 85%的认知和智力水平”。在教育
多层次发展的今天，
这样的看法其实
算不上新颖，
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众人
皆知的常识。3 岁前的孩子受到怎
样的养育，能否得到科学的教育和引
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一生。
这种影响既表现在智力水平上，
比如
语言技能、记忆力、思考和接受新知
识的能力，同时也包括心理层面，具
体表现在性格、自信心以及情感表达
等方面。
一个接受了科学养育的孩子，
他
们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尤其是与
陌生人的交流，都会显示出与普通
孩子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会被部
分家长所忽略，在传统的认知中，上
什么样的幼儿园，读怎样的学校，才
被视为所谓的“起跑线”。这种认知
显然是片面的。很多人长大后就会
发现，自己性格中的某些弱点，小到
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世，种种缺陷
早在幼年时就留下了烙印；如果儿
时得到更好的照料，性格更为健全，
自信心多一些，或许人生轨迹就会完
全不同。
早期养育对一个人的影响贯穿
整个人生，但同时这种影响又是渐进
式的，这对类似
“养育未来”
这样的项
目无疑提出了考验。而从客观条件
上看，介入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

儿童早期养育也存在诸多困难。
“养
育未来”
是通过建立养育中心来开展
工作，家长可在孩子 6 个月时就近选
择“家长学校”就读。对于那些家庭
分散地理条件复杂的地区来说，
一旦
距离学校较远，
无疑会影响家长的积
极性，况且家长普遍要忙于生计，日
常劳务工作繁重，
不太可能有稳定的
时间参与学习，
这都给项目开展带来
了诸多不确定性。要提高工作效率，
就必须正视这些客观因素，
针对当地
实际情况开展工作，
尽量激发家长的
学习热情。
在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方面，
国内公益机构其实不乏探索，
除了宁
陕的
“养育未来”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发起的
“慧育中国”
项目，
同样是
为 6~36 个 月 儿 童 家 庭 提 供 养 育 指
导。不同的是，
他们采取的是入户一
对一教育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覆盖率，但成本可能较高。可见，
不同的模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而无
论是集中还是分散学习，
对于这些怀
抱理想的公益机构而言，
他们面对的
困境是一样的——如果将实验向更
多地方推广，
将对资金提出更高的要
求，
这显然不是一两家企业公益基金
就能解决的。
国务院办公厅 5 月 9 日发布《关
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
“加大对
农村和贫困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
支持，推广婴幼儿早期发展项目”。
国家卫健委干部培训中心党委书记
蔡建华向南都记者表示，
“ 如果我们
能够将 GDP 的千分之一，也就是一
年 900 亿元投在儿童早期发展上，未
来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就有望
得到明显的提升。”国内公益机构在
儿童早期发展探索方面已积累了一
定经验，待模式成熟，为惠及全国尤
其是农村贫困地区，毫无疑问，国家
投入有必要跟进。
南方都市报

不能让假环保监控数据
蒙混过关
环保监控数据是环境管理的重
要支撑，事关环境治理决策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然而，一些企业不想方设
法科学治污，
却挖空心思在监控数据
上做手脚，
且造假手法花样翻新，
误导
环境治理决策。日前，
媒体记者调研
发现，在全国多地严厉打击环保监控
数据造假的同时，
一些企业仍不收手，
作案手法更加隐秘，
技术含量更高。
事实上，有关环保监控数据造假
的“障眼法”，此前早就有媒体总结。
像偷梁换柱，
篡改伪造监控数据；
“阴
阳台账”避监管，
两本数据哄骗人；暗
度陈仓，断污水注清水蒙混过关；为
获好数据，给监测探头“戴口罩”等，
尽管方式各异，但大致不外乎那几个
环节，并不算多神秘。这次媒体报道
披露一些企业除了修改设备参数、干
扰设备正常工作外，
还给监测数据设
定上限，使监测数据
“永远”
处在达标

范围之内，
这种方式虽然说技术含量
提升了，
但内在逻辑并不难理解。
要让企业造假无处遁形，
更重要
的还是要彻底压缩监管“走过场”和
造假的空间，让监管真正“真”起来。
现实中，
监控数据造假的主体不只有
企业，
像地方环保部门对监控数据造
假的事件近些年就已曝光多起，因
此，严治企业数据造假，更不应忽视
监管力量内部的
“自黑”
。
要破解这一难题，
还是要让环保
监管的
“最严尺度”
变得稳定化、
常态
化，
令企业对监管尺度有正常预期，
以
自觉将环保设备的投入纳入企业的运
营成本中去，而不是盼着监管放松。
当然，
在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之外，
监管
部门也应做好相应的服务，
深入了解
企业面临的治污难题，
指导企业通过
科学治污降低环保成本，
这也是弱化
企业造假动机的重要一环。 光明日报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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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业态
能创造多少种工作岗位
近段时间，随着高校应届毕业生陆续签
约入职，电商巨头作为接纳大学生就业的大
户，其用工状况备受舆论关注。京东日前发
布的今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截至 3 月
底，京东共有超过 17.9 万名正式员工，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约 1.6 万人；近年来京东构建起
多元商业生态，创造了超过 2000 种工作岗
位，其中包括电子竞技员、智能客服系统专
家、无人机飞服师、农场品质安全官、全球美
食“寻鲜者”等众多 AI 时代新潮有趣的前沿
岗位。
常言说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现在
的职业早已超过了三百六十行。2015 年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
职业分为 8 个大类、66 个中类、413 个小类和
1838 个细类，即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有 1838
种。京东所说创造了超过 2000 种工作岗位，
虽然并非每一种工作岗位都对应一种正式认
定的职业，但这些工作岗位肯定包括了相当
多的职业，而且对应届毕业生和其他求职者
来说，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和企业提供的工
作岗位具有同样的意义，后者有时具有更直
接的意义。
今年 1 月初步确定 15 个拟发布新职业
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4 月 1 日发布通
知，
正式确认了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物联
网工程技术人员、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云计
算工程技术人员、
数字化管理师、
电子竞技运
营师、电子竞技员、无人机驾驶员等 13 个新
职业信息。上述 13 种新职业从业者中，大部
分都是互联网、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技术新
业态催生的新型数字人才，也是这些新技术
新业态发展急需的紧俏人才。这说明在经济
模式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
互联网、
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
位，
亟待为创造新职业和工作岗位、
扩大就业
创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
全国人大代表、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交了
几份与扩大就业创业有关的建议。马化腾认
为，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新业态快速发展，就业创业新空间也在不断
拓展，为社会提供了许多全新的工作岗位，
“但却缺少适合这些岗位的人”。他建议加强
数字人才教育培训，深化劳动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事实的确
如此，对互联网企业、电商企业来说，创造人
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电子竞技员、
智能客服系统专家等新职业、
新
工作岗位是当务之急，
培养适合这些新职业、
新岗位的数字人才同样是当务之急，面临这
两方面的艰巨任务，新技术新业态促进就业
可谓
“压力山大”
。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增长
首要是为保就业，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
力。报告明确，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
于宏观政策层面，
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
支持就业的导向。与此相应的，衡量一个地
方、
一个部门为
“就业优先”
做了多少贡献，
不
但要看为企业和行业解决人员就业办了多少
实事，也要看为企业和行业创造工作岗位和
新职业提供了多少公共服务，构建了什么样
的营商环境。这对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将是
一个严峻的挑战。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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