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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大学新入职的老师
为何一瘸一拐来报到
背后的故事，
值得爱玩手机的中国家长们警醒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通讯员 张茗

人才缺口高达 450 万
浙商大联合钱塘新区成立跨境电商学院

上周，中国计量大学办理入职报到的办
公室，来了一位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

本报讯 目前，杭州共有 1.3 万家跨境电商企业；全国范

人。

围内，该领域人才缺口达 450 万。如何加快跨境电商人才培

他是该校材料与化学学院新招的教师

养，让杭州的跨境电商人才更加国际化？

——程芳。在这背后，还藏着一个温暖故事。

日前，杭州钱塘新区管委会与浙江工商大学合作，建立
“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学院”，助力杭州打造全国跨境电商第
一城。
跨境电商学院是以杭州钱塘新区管委会为依托，联合清

更早几天，按照学校要求，新入职老师需

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知名企业共同创

要在所在地三甲医院进行体检。刚从北京科

办的新机制学院，致力打造中国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摇篮和

技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程芳，准备就近前往

中国高端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
“黄埔军校”。

北京西苑医院做入职体检。

虽然全国有近 1500 所高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但据阿里

途经
“海淀黄庄”地铁站时，
突然间，一声

研究院调查，85.9%的相关企业认为目前跨境电商人才存在

惊叫引起了程芳的注意。

缺口，市场需求较为迫切。

转头定睛一看，在换乘站高约 2 米的楼

“我校电子商务专业已培养了 14 届学生，跨境电商专业

梯中间休息平台上，
一个活蹦乱跳、独自玩耍

的配置相当完善。
”浙商大校长陈寿灿说，
学校拥有法语、阿拉

的 4 岁男孩，由于站立不稳，突然摔倒，竟从

的几秒钟，是不会想那么多的。如果小男孩

伯语、日语等小语种专业，2000 多名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留

台阶上翻身跌落下来。程芳离得近，来不及

摔没了，
一个家庭就毁了，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

学生，拥有中非研究院、阿联酋文化交流中心，具有良好的跨

细想，一个转身，猛扑过去稳稳地接住了孩

会这么做。”

境电商人才国际化办学基础。

子。

实际上，钱报记者一开始找到程芳老师，
当时，
由于转身太急，
他右脚感受到一阵

刺痛。

他一直不想接受采访。后来，
经过交流，他突
然转变了态度。

此时，正在一旁玩手机的小男孩妈妈才

跨境电商学院培养对象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
（兼顾国内生）为主体，每年招收 100 名学生，采用 3+1 模式，
同时开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办学。

“我救人的事，不值得一提。不过，有一

浙商大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电子商务研究的高校，
是浙江

发觉不对，
闻声赶来。看到程芳接住了孩子，

件事，我希望在报纸上‘大肆报道一下’。”程

省唯一一所实现跨境电商方向本硕博三个层次全覆盖高校，
建

这位粗心的妈妈后怕不已，急忙查看孩子有

芳说。当时，那名小男孩摔倒时，母亲正在专

有 20 余个产学研合作基地。钱塘新区已集聚了天猫国际、网

无受伤，
同时连声对程芳道谢。

心地玩手机，这太不应该了，
“我想通过报纸，

易考拉等跨境电商企业 500 多家，
累计实现跨境进口业务 1.53

提醒众多的爸妈们，
带着孩子出门，
一定要尽

亿单，
交易金额约 295 亿元，
占全市比重 80%以上，
单一园区业

到看护的职责，千万不要只顾着玩手机。”

务量居全国第一。

程芳婉拒了男孩母亲要带他上医院的好
意，
“当时只是感觉到脚踝一阵刺痛，摸了摸
脚，感觉没有骨折啥的大毛病，就没在意。”
他

程芳自己也有一个 6 岁的儿子，因此在

继续往预约体检的医院赶，走了一段路，才发

这方面十分敏感，
“来杭州后，那天朋友请我

觉刺痛一阵阵袭来，
脚踝处也肿了起来。

去一家购物中心吃饭，在停车场，看到一名两

程芳只能临时改变行程，去了最近的一
家医院就诊。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林晓莹

三岁的孩子在车道上疯跑，不远处就有一辆
车在倒车。当时我们吓死了，一边大喊一边

经医生诊断，
在刚刚的救人过程中，由于

猛按喇叭。孩子差点就被撞到，还好没出

转身幅度过大，程芳右脚肌腱受伤，
造成软组

事。而孩子的妈妈，
虽然跟在后面，
但一直在

织肌腱损伤，需静养一个月。

玩手机。”

“医生叮嘱我，虽然不好看，但一定要拄
拐，这一个月要修养好，
否则容易发生习惯性

“现在很多年轻家长喜欢玩手机，
让孩子
独自玩耍，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程芳说。

扭伤。”为了不耽误到中国计量大学报到，程

过完暑假，程芳将走上中国计量大学的

芳将行李箱暂寄在朋友处，自己拄着拐杖来

讲台，为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同学们

了杭州，
按时办理了入职手续。

上课，
“每个孩子都是宝贝，希望他们都能平

事后，程芳的岳母曾问他：
“要是那个孩

安健康长大。这次凑巧我接住了一个，但如

子没接稳，
出了啥问题，
孩子爸妈讹上你怎么

果新手家长们都只顾低头玩手机，那么会有

办？”右脚现在依旧红肿的程芳没有丝毫犹

更多小孩处于危险之中。希望大家吸取教

豫，
“再来一次，我也会冲过去。那电光石火

训，不做低头族。
”

小小灌篮高手

杭州钱江湾幼儿园拿下全国大赛一等奖

大别山六日避暑专线
安徽大别山是历史悠久，
景色怡人的旅游胜地，
大别山庄位于顶峰白马尖景区，
海拔 950 米，
同时容纳 400 多人，
规模 10
万平方米，
多种娱乐设施齐全，
为挂牌四星级度假景区村。大别山庄客房双人标间，
用餐分餐制，
无蚊虫，
平均气温 25 度。
包吃住，
包往返动车 1400 元每人
发班日期：7 月 7 日、14 日、21 日、28 日，
8 月 4 日、11 日、18 日（7，8 月班期）
大别山庄专线电话：13073651301（微信同号）

临安高山避暑
神怡山庄位于临安於潜西天目山顶，海拔 800 多米，周围漫山翠竹，溪水环抱，夏季平均气温 25 摄氏度，当地政府特
为此地立“清凉世界”牌坊。神怡山庄总面积达 5000 平方米，有 60 个标间，伙食以土鸡鸭为特色，自助分餐式，附近有公
交车至县医院超市及景区。
今年在市中心武林广场发班车，发班日期：
7 月 10 日、20 日、30 日，
8 月 9 日、19 日、29 日。
报价包吃住，
包接送 10 天 1200 元/每人，
20 天 2000 元/每人，
30 天 2700 元/每人
国联假期
报名地址：
上城区惠民路 75—5 吴山商务综合楼 702 室（与延安路交口处右侧大楼）
许可证号：L-BJ01147
办公室 87032031，
负责人 13073629131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滨江区钱江湾幼儿园的 10 名篮球
小将，在 2019 年浙江省第六届幼儿篮球表演大赛暨全国幼儿
篮球邀请表演赛中脱颖而出，在激烈的小组 5V5 对抗赛中，
以全胜战绩拿下一等奖。参加比赛的有来自新疆、湖南、江苏
和浙江等地共 74 支代表队、近两千名幼儿，这些孩子都是通
过各省市层层选拔，实力超群。钱江湾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
能够拿下一等奖，
殊为不易。
钱江湾幼儿园连续六年参加该项赛事，拿到近 20 块奖
牌，尤其是幼儿篮球对抗赛已拿了多年的一等奖。该幼儿园
以
“快乐游戏 快乐篮球”为特色课程，篮球游戏已融入幼儿园
每周教育教学活动中。
通讯员 何金杰 徐婷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