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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广告学子何去何从？
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高桐来指点迷津

莎士比亚曾言：“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肆虐的疫情在国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

这长达一年多的无硝烟的战役俨然已使国
内广告业的大环境发生颠覆性变化，而这一
切与作为未来广告人主力军的广告学子息
息相关。后疫情时代何去何从？成为当下
广告学子亟待解决的问题。

3月24日，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高桐老师就“后疫情时代的媒体广告
设计——挑战与机遇并存”一题，为同学带
来了一场极有前瞻性与指导性的讲座。本
讲座由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教务处共
同主办，广告系李晴主任亲临现场并担任主
持。

在第一部分“后疫情&新常态”中，高教
授直击核心：疫情当下每个广告人应当重新
审视广告行业的走势问题。抗击疫情带来
新的机遇，也无疑会带来新的挑战。新基建
将迎来大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底层支
撑。在此，高教授重点强调作为当代大学生
应该主动去了解国家的基建发展，据此为自

己日后的学习和择业
方向做好规划。

第二、三部分中，
高教授针对后疫情下

“广告与传媒如何应
对”做了更深入的阐
述。优化公司制度，保
持客户沟通与主动出
击是三项必不可少的
媒体广告应对方法。
他分别从腾讯广告全
链路数字化营销、网易
严选“懂人性”式广告、
五菱公关思维战胜营
销思维、李佳琦带货模
式和国外优秀广告等
多个成功案例出发，讲

解了新媒体环境下广告运营的多样化路线，
为同学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参考。

接着在第四部分中高教授着重分析了
IP新趋势，这也提醒了同学们专业化与深度
化发展的重要性；并以小黄人IP打造为例，
讲解了虚拟IP更具有稳定性和安全性，人设
可以精心打造且表现方式更加多样化。

最后针对在座的同学们未经历社会，尚
在大学这座“象牙塔”中安逸地学习，对于社
会发展的变迁的认知还不够深刻的现状，高
教授循循善诱、春风化雨，结合实际“传经送
宝”，给在座的学生指点迷津。

讲座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不仅传
递了最前沿的信息，也传授了如何紧跟时代
的浪潮的方法。通过讲座，同学们在广告专
业知识，特别在创意理念与方法上得到了巩
固和拓展，也对后疫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不仅让同学们的专业
学习更明确了目标，也为专业老师拓宽了新
的教学思路。

（通讯 黄沁舒）

△2021年 4月22日晚，应美国
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
更多责任担当。”习近平主席在博鳌
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
视频主旨演讲时这样说。

北京时间4月22日晚，习近平主
席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
峰会，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并积极提
出“六个坚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责
任担当。

敢打硬仗
中方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

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基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
付出艰苦努力。

在这次视频讲话中，习近平这一
重大宣示，既表明了中国全力推进新
发展理念的坚定意志，也彰显了中国

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的
明确态度。

自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
出“碳达峰”“碳中和”以后，习近平频
频提及这两个词。

当前，全世界约有50个国家实
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量占到了全球
排放的36%左右。其中，欧盟基本上
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碳达峰，其
峰值为45亿吨；美国碳达峰时间为
2007年，峰值为59亿吨。据估计，我
国实现碳达峰的预测峰值约为106
亿吨。

从实现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欧
美发达国家基本都经历了50年到70
年。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目标
期限仅为30年。也就是说，我们或
将用不到欧美发达国家一半的时间，
完成他们2倍多的减排任务。

在几天前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
行的视频峰会上，习近平指出——

“这无疑将是一场硬仗。”

硬仗，中国人经历很多！
不管有多艰难，我们都勇敢应对

并取得一场场伟大胜利——
脱贫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经

过8年持续努力，中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贫困县已
经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用1个
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
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
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
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
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敢打硬仗、善打胜仗，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这场硬仗，我们也一定能
打赢！

勇于担当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冠

肺炎疫情触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更
受关注。

“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
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
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领导人气
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要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
球气候治理的基石，是顾及各个国家

的执行能力和整体情况的表现。中
国对这一原则的重视，正是勇于担当
的大国形象的体现。

勇于担当，更敢于负责。中国基
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担当，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

习近平在视频讲话中强调，生态
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中国，要“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还是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
理而努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
从不缺席。

合作共赢
2015年 11月，来自150多个国

家的领导人一道，共聚巴黎，商讨全
球气候治理大计。各国领导人以最
大的政治决心和智慧推动达成应对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5年多来，《巴黎协定》进入实施
阶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参
与。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
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习近
平主席在此次峰会的视频讲话中明
确提出。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
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讲话时强调：“只
有坚持多边主义，讲团结、促合作，才

能互利共赢，福泽各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多次阐明，在气候变

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合作才
能共赢。

如今，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
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
的节能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中
国还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发起了系列绿
色行动倡议，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
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
措，持续造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
各国人民。

中国将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
则，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强化自身行动，深化伙伴关系，提
升合作水平，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
程中与各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
肺炎疫情相互交织，气候变化对人类
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和现实威
胁。

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习近
平主席应邀出席峰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同各国领导人共商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
道，再次彰显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
的高度重视。

通过学习领悟习近平主席此次
重要讲话，我们读懂了中国“敢打硬
仗、勇于担当、合作共赢”的“大国的
样子”。

政政 策策 解解 读读

本报讯：4月1日，文化产
业与旅游管理学院文化产业管
理专业2020级的同学们在张
功翠老师、谢畅老师和辅导员
宋振松的带领下，来到位于江
苏广电总台的荔枝文创和凯瑟
琳广场的line friends进行市
场调研。

荔枝文创负责人尹航主任

热情地接待了同学们，悉心地
为同学们介绍琳琅满目的文创
产品，同学们仔细聆听，不时认
真记录。在凯瑟琳广场，line
friends店里映入眼帘的巨型
布朗熊和“可妮兔”造型吸引着
大家纷纷驻足留影。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精心组织的本次文化产业管理

专业的市场实践调研活动，开
拓了学生的视野，加强了专业
学习的理解，同学们在愉悦中
增进了友谊，在欢乐中增长了
专业学习的能力。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
院供稿）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举行专业实践调研活动

本报讯：4月6日，学生发
展与服务中心职业规划与就
业指导教研室举行本学期第
二次教研活动。本次活动由
教研室周欢欢主任主持。

本学期承担《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教学任务的每位授
课教师分享了授课心得，大家
就理论与活动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进行了总结与问题的探
讨。部分试用“雨课堂”进行
翻转教学的教师，介绍了体验
式教学方式方法与效果，为教
研室全面推进翻转课堂的教
学准备做了实践基础。

周欢欢对老师们提出的

教学难点进行了解答，并根据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梳理了《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课程的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设计，对

“生涯人物访谈”相关教学内
容作了特别说明。

4月13日，教研室举行了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教
材编写讨论会，马克思主义学
院尹娟副院长和教研室相关
老师参加。会议由教研室周
欢欢主任主持。

尹娟指出，大学生就业形
势严峻而复杂，大学生就业面
临着各种新机遇和新挑战，需

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知识内
容，探索、编写出一本符合当
前学生需要的全面化、专业
化、实用化的就业教材，帮助
他们好就业、就好业。她高度
赞扬了大家近期的编写成果，
并提出相关修改意见，希望各
位老师尽快完成初稿编写。

教研活动和教材编写讨
论会大大提升了教研室老师
们的理论科研水平和实践教
学能力，增强了老师们对课堂
教学的信心，为学生的就业和
生涯指导提供更大的帮助。

（通讯 严莹莹）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教研室举行
教研活动及就业教材编写讨论会

三江学院足球队历届校友返校交流
本报讯：5月9日，在三江

学院校友会和体育部的共同
承办下，我校历届足球队毕业
队员和现在校队员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比赛，校友
会办公室领导对这次活动高

度重视，给予了活动大力支
持。队员们冒着高温酷暑，在
绿茵场上尽情挥洒激情。

最终校足球队以2:1的比
分战胜了毕业队的学长们，两
队随后互相致谢。这场交流

赛不仅仅是双方实力的表现，
更是两个时代的男儿足球最
深沉的热爱。这场交流比赛
的圆满结束，也为我校足球队
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通讯 权国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