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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周刊

复课学校目击：
单人单桌，每人佩戴口罩

16 日，新疆高三、初三、中职学

校毕业年级首批开学，全疆 51万名

毕业年级学生重返校园。

8 时 30 分左右，记者在乌鲁木

齐市第一中学校门口看到，同学们

间隔一米，在红外线测温仪前短暂

停留完成体温测量，从两侧校门有

序进入校园。走进高三（16）班的

教室，50 多人的班级已分为 A 班和

B 班，单人单桌，每个人都佩戴口

罩。

A班的学生曹嘉宁说，从 2月 1
日推迟到 3 月 16 日，开学晚了一个

半月，但学校通过网课、学习打卡、

制订作息时间表等方式，让她始终

保持着“紧张感”。“老师还组织了在

线自测，及时答疑，学业上没有耽误

太多。”

根据安排，全疆中小学及中职

学校也将于 3月 23日开学。

据了解，新疆在前期已要求对

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的口罩、体温检

测设备、洗手液、消毒液、酒精等物

资需求进行全面摸底调研，并协调

疆内相关企业加紧生产。截至目

前，首批开学师生的防护物资已全

部准备就绪。

16 日开学的还有贵州省的高

三、初三年级学生。贵州省教育厅

负责人介绍，已严格落实师生体温

每日晨、午、晚检制度，入校人员均

需接受体温检测。开学后，在校期

间无特殊情况，未经批准，学生一律

不得离开学校。

对中小学开学工作，教育部曾

召开会议明确，要压实属地责任，强

化省级教育部门统筹，以县为主，根

据当地疫情发展情况，科学研判评

估，制定错时错峰开学方案，做好教

学衔接。

首个开学的青海省自 2 月 6 日

起至今，已连续超过一个月无新增

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3月 6日青海

省已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三

级响应调整为四级响应。此外，贵

州、新疆、云南等地也都将疫情防控

二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

如何确保校园疫情防控

2月下旬，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出台了《中小学校新冠肺炎防控技

术方案》，方案针对中小学校开学

前、开学后以及出现应急情况，提出

25项技术要求。

记者在各地采访了解到，全国

各地已经开学和筹备开学的中小

学，均围绕这一方案，从筹备防疫物

资、制订错峰开学预案、学校与地方

疾控中心联合开展应急演练等方面

积极准备。

开学前的重点，是做好防疫预

案和保障物资供应。记者在沈阳

市于洪区沙岭九年一贯制学校看

到，学校设置了多个“测体温处”，

医 药 箱 、消 毒 液 、洗 手 液 一 应 俱

全。宣传栏等醒目位置，张贴了

“校园防疫指南”“七步洗手法”“疫

情上报流程图”等。校长尚德一介

绍，学校制定了食堂分餐制，通过

错时分批次就餐，确保就餐间隔一

米以上。

在防疫物资方面，各地多方筹

措予以保障。贵州省由省级统筹保

基本，市（州）根据情况进行补充调

剂，鼓励社会捐赠和家长自备口罩；

开学第一周，保障每个学生有 5 个

口罩。新疆也为各地学校配齐了疫

病防控物资，给学生免费发放的口

罩将于近两日陆续到位。

记者从贵阳市教育局获悉，目

前贵阳市共有 316 所学校开学，省

市两级共筹集了 80余万只口罩，能

保障这些学校师生员工每人每天一

只口罩、持续半个月的用量。同时，

贵阳市还多渠道筹集手持测温仪、

消杀物资等，尽量为学校复课储备

充足的物资。

开学后的校园内日常防控措

施，被细化为错峰开学、错时上下学

等制度。

记者了解到，各地大多将开学

的错峰明确为四个批次：高三和初

三年级第一批次；高一、高二和初

一、初二年级第二批次；小学各年级

第三批次；幼儿园为第四批次。对

于还在隔离区观察的学生，具体方

案也在进一步完善中。

此外，各个学校也在具体细化

安排错时上下学。例如，江苏徐州

的一所中学将每天到校时间分成 4
段，九年级 7时到校，其他年级依次

推迟 15 分钟。放学时间同样采取

类似错峰形式。

贵阳市教育局局长周进说：“将

重点以班级为单元，组织学生错峰

进校上课。甚至针对学生入厕，原

则上都要求适当控制集中入厕人

数，避免学生扎堆上厕所。”

“要努力确保师生返校后不发

生疫情。”周进说。

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将如何处

置？

江苏省教育厅专门制定了中小

学开学师生员工入校流程图，用“一

图读懂”的方式方便学校操作，其中

也包括了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

3 月 11 日，南京玄武高级中学

相关教师、员工和防疫部门的工作

人员进行了一场“开学第一天”模拟

应急演练，设计了晨检、午检、发现

发热或呕吐学生、放学后消杀等多

个场景。“通过参与演练熟悉流程。

多做几次压力测试才能发现问题，

尽快完善措施。”校长张华说。

如何补救被耽误的学时

记者在各地采访获悉，教育部

门正多措并举，减少延迟开学造成

的影响。

3 月开始，不少学校已通过网

课开展预习性教学。“虽然网课效

果肯定不如线下教学，可能要回

炉，但还是可以打下一定的基础。

开学后，将对这一阶段的学习进行

摸底测评，在做好课程衔接基础

上，适当加快教学进度。”南京市第

三十九中学班主任杨老师说。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负责人提

出，要关注未能参加线上学习的学

生和学业困难学生，按照“一人一

策”的要求制订辅导计划，采取帮扶

措施，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跟上教

学进度。

还有一些学校试图通过重新规

划课程“赶进度”。华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校长姚训琪介绍，该校正在

按照返校开学时间节点重新规划课

程。比如，将一些学科知识课程提

前到开学前进行，将体育、美育和劳

动教育等教育实践课程改造为适合

居家学习的形式，减少开学后占用

课时。

多位一线教师建议，开学后要

一心一意抓复课，优化管理，提高教

学效率。沈阳市浑南区第二初级中

学许玉平建议，一些公开课、教研组

活动、集体备课等可以适当减少数

量，或改为视频方式。

对于是否要压缩暑假的问题，

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应当因地

制宜、因校制宜。

“前提是保证总课时不减少，可

以适当周末调课。更重要的是通过

提高课堂效率，保证教学任务高质

量完成。”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

说。

据新华社

贵州、新疆、青海三地复课！

全国中小学何时恢复正常教学

3 月 16 日，贵州、新疆的高三初三等毕业班开始复

课。3 月 23 日，云南省高三、初三年级也将开学。此前

的3月9日，青海省部分高中、中职学校已开学。

教育部日前对开学提出原则性要求：疫情没有得

到基本控制前不开学，学校基本防控条件不具备不开

学，师生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开

学。率先开学的三个省份，都是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取得积极进展，其他地方中小

学将何时恢复正常教学安排？相关教育部门在做哪些

准备？

“自律、理想、责任担当，一直是衡水中学

对学生的重要要求。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学

习习惯让我们对学生们未来的竞争充满信

心。”衡水中学执行校长李先辉说。

教育部于 1月 27日发布了有关各大中小

学、幼儿园开学推迟的通知，对此各省教育厅

也纷纷做出响应。1 月 29 日，河北省教育厅

研究制定了《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

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利用

“教育+互联网”形式，为中小学师生提供在线

教育教学服务。

面对高考的压力，今年的高三考生们即

使居家，仍要保持紧张的学习状态。

河北承德围场县第一中学的高三班主任

陈占国收到最早的晨读视频汇报是早上 4点

40分。

“不知道这个时间用早上还是凌晨概括

比较好。我们要求最晚的起床晨读时间是早

上 6点，但现在孩子们人在家中，有的想努力

‘弯道超车’，这是可以理解的。”陈占国说。

围场县第一中学高三 6班的于心悦介绍，

假如没有模拟考试，早上 6点钟开始的自习时

间会持续到 7点半。此后半个小时，可以吃早

饭。8点至 2点共三节网课，中间有 40分钟的

休息时间；下午 2点至 6点上另外三节网课，

中间休息 40分钟。晚上 7点至 10点，是晚自

习时间，每个人自行安排学习内容。

衡水中学高三班主任马志伟说，目前高

三进行的是第二轮的复习，因为每节课都有

基础知识点的复习，这样对学生学习的网络

环境有要求。

“高三所有班主任负责调研自己班的每

一名学生。打电话沟通，凡是网络环境有问

题的，学校全力帮助协调解决，确保每一名学

生都必须参与到复习课堂上来。目前整个年

级的学生，网络没有问题。但是农村地区的

孩子有一个困难就是打印资料不太方便，年

级主要采取邮寄资料的方式帮助这些学生进

行在家的学习。”马志伟说。

每个地市的教育部门也在想办法让自己

辖区内的学生不输在网络条件的限制上。

张家口为全市 6万名左右贫困家庭学生

和 3万多名一线教师免费增加每月 10G全国

数据流量包，并为线上授课教师家庭固定宽

带免费提速至 500兆，直至疫情结束；邢台市

为 1.2万余名贫困家庭学生赠送流量 15万G，

为部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捐赠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减免手机流量费、免费接通宽带等；

石家庄市免费为贫困家庭安装并提供两个月

的宽带网络服务，同时免费为教师升级带宽，

避免延迟、卡顿等问题。

“家中学习，时间能保证，但是缺乏学习

氛围和竞争环境，让人有时不自觉地松懈。

有时学习时间长了，也容易烦躁。”于心悦说。

由于家中没有电脑，围场县第一中学的

张萌一切复习都使用手机操作。哪怕是模拟

考试：老师把试卷通过电子版发送，张萌用手

机查看，然后在纸上书写答案。

“我的理想是考上华东师范大学，因为上

学时遇到了几名非常好的老师，对我帮助很

大，这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憧憬。晚上

过了规定的休息时间，假如当天学习内容还

有欠缺，我会继续学习。”张萌说。

随着疫情的不断缓解，部分省份的教育

部门已经决定让高三先于其他年级开学。

于心悦来自在承德围场县西龙头乡东城

子村 4组，这是偏远的坝上地区。由于盘山路

多，每次从家中坐大巴去学校，要行驶近 3小

时的路程。她是学校里离家最远的学生。

“线上复习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搜索名师

课程，听到更多老师解答问题的思路。”于心

悦说。

2 月 10 日，河北省基础教育在线教学资

源平台正式运行。平台提供了国家云课堂、

河北云课堂、数字教材、优教优学等四个板

块，有多个版本数字教材、数字同步练习、省

级优课、配套微课、名师精品课程等教学学习

资源。同时，平台可链接至各市资源，实现全

省教学资源共享。

“竞争对手就是自己。惰性、散漫、掉以

轻心都是‘对手’。我的目标是清华或者北

大，无论在哪儿学习，我都是全力以赴。”于心

悦说。

据新华社

“竞争对手就是自己”——疫情下的高三考生
每天早上5点40分，河北衡水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马志伟的手机微信里，

都会收到居家复习的学生们发来的晨读视频。这是自今年2月10日——学校

原计划开学日起，每名学生作为新一天开始的“规定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