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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海关总署 12
日发布数据，1 月 24 日（除夕）至 2 月 11
日，全国海关共验放进口疫情防控物资
8.7 亿件，价值 28.4 亿元。其中，口罩 7.3
亿只。

数据显示，8.7 亿件物资中，防护用品
共 8.51亿件，主要包括口罩 7.3亿只、防护
服 741 万件、护目镜 154 万副；消毒物品
153 万件；药品 222 万件；医疗器械 134 万
件，其中，红外测温仪 17.5万件；其他防控
物资 1426万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物资中，捐赠物
资共计 1.47 亿件，价值 5.05 亿元，包括口
罩 1.08 亿只、防护服 239 万件、护目镜 65
万副。

海关总署近期多次发出通知，要求对
于进口疫情防控物资实施快速通关。对
专门用于疫情防控治疗的进口药品、医疗
器械等，包括通过各类运输方式进口、旅
客携带和通过邮寄快递方式进境的疫情
防控物资，做到即到即提，以最短的时间
投入疫情防控。

我国除夕以来进口7.3亿只口罩

新华社拉萨2月12日电 西藏自治区
唯一新冠肺炎患者在入院治疗 18 天后，
体温恢复正常，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
部炎症明显吸收，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
性，达到治愈出院标准，12日正式出院。

患者张某某，34岁，男性，系湖北省随
州市人。1 月 22 日至 24 日从武昌乘火车
到拉萨市旅游。1月 25日晚，张某某出现
咳嗽、发热症状，自行前往西藏自治区指
定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并收住入院，接受隔
离治疗。1月 29日，张某某被确认为西藏
新冠肺炎首例确诊病例。

截至目前，张某某作为西藏唯一的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其出院后西藏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将清零，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阶
段性成效。这意味着西藏在全国 31 个省
（区、市）中首次实现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清零。
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平措

扎西介绍，经过治疗组的精心治疗，目前
患者体温恢复正常已经达到 14 天，呼吸
道症状已经好转，肺部炎症影像学显示已
经吸收。按国家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经过专家组会诊，这
名患者达到治愈出院标准。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自
治区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周密部
署下，各相关部门、各地市全面强化相关
工作措施，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以预
防为主“控源头”、全面摸排“消存量”、分
类管理“控增量”、阻断途径“防传播”，累
计 排 查 23 万 人 次 ，有 效 控 制 了 疫 情 传
播。截至 11 日 24 时，西藏实现连续 13 天
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

西藏唯一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新华社武汉2月 12日电 记者从火
神山医院了解到，截至 2月 11日 22时 30
分，医院已收治患者 925 人。火神山医
院院长张思兵介绍，12 日医院还将继续
收治患者。

目前，火神山医院加大了重症患者
的收治力度，除两个重症医学科外，普通
科室也开始适量收治病情较重的患者，
并对每一名患者实施个体化诊治，配合
开展营养治疗、心理疏导和康复训练三
位一体的综合治疗模式。

据了解，火神山医院入院患者均从

武汉市定点收治医院转诊而来。为保
证重症患者转运安全，救护车上配备了
转运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设备，医护
人员随车护航，随时处理转运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问题，确保安全转移。同时，
火神山医院专门成立医疗和感控专家
组，为提高诊断治疗质量提供技术支
撑。

火神山医院是在武汉职工疗养院修
建的一座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专门
医院，共编设床位 1000 张，由军队支援
湖北医疗队管理使用。

火神山医院收治患者总数超过900人

2 月 12 日，医
疗队队员在出发
现场加油鼓劲。

当日，云南省
对口支援湖北咸
宁医疗队踏上征
程。此次出征的
医疗队包括来自
昆 明 、红 河 、大
理、曲靖、楚雄等
地多所医疗机构
的 350 余 名 医 护
人 员 。 此 前 ，云
南已派出两批医
疗队分赴抗疫一
线。

新华社发

寒假已经“到期”，疫情仍在持续。一
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摆在广大学生面前：
什么时候能返校？“停课不停学”到底怎么
学？高考会不会推迟？大学毕业生暂时没
找到工作，档案和户口怎么办？……

记者在 2月 12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对校园
疫情防控、大中小学开学安排、高校毕业
生就业等方面工作已经做了相应准备。

何时返校？
错峰、错区域、错层次开学

上海全市各级各类学校 2月 17日前不
开学、湖南春季开学不早于 3 月 2 日、浙江
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 2月底前不开学……

那么，这个特殊的学期要怎样开始？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王登峰在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三条
原则——错峰、错区域、错层次。

所谓错峰，就是同一个地区的学校错
开时间开学。错区域，即疫情严重地区和
其他地区错开开学时间。错层次，则是指
有人员跨省流动的大学，包括高职高专、
中专和人员基本在属地范围内的中小学错
开时间开学。

同时，要确保开学返校过程安全、有
序、错峰。“从武汉等湖北地区到外地上学
的同学，返校时间要首先遵循当地对人员
流动的管制和要求。”王登峰说，“从其他
地方到武汉去上学的同学也是同样，在武
汉地区还没有解除人员流动管控时，也不
能够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中小学，高校的学
生来自全国各地，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更为
艰巨。怎么办？王登峰说，对来自不同地
区的学生，高校要采取不同措施：来自疫
情严重地区的、和确诊病人有过接触的、
有咳嗽发烧症状的同学，可能要进行单独
隔离；其他不需要单独隔离的同学，要每
天测量体温，随时关注其身体状况变化。

校园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怎么处理？
他说，遇到这种情况，学校要按照当地医
疗和疾控部门的要求管理救治，对相关学
生所在的区域消毒，还要对相关人员隔
离。同时，学校要建档跟随，直到学生全

部痊愈。

宅在家里怎么办？
学习不能“掉线”，健康更要“在线”

胸口系着红领巾，笔挺挺站在电视前，
朝着屏幕中的五星红旗敬礼……近日，武
汉市江汉区武汉关小学三（1）班的梁琳淼
和武汉近百万中小学生一起，在家参加了
统一组织的升旗仪式，在“线上”迎来新学
期。

不只在武汉，当前，全国各地纷纷利用
“互联网＋教育”，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
为支持各地做好“停课不停学”工作，教育
部整合优质教学资源，将于 2 月 17 日正式
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免费供各地
自主选择使用。平台内包含新冠肺炎防疫
有关知识、红色教育资源、专题教育资源、
数字教材资源，以及从小学到普通高中主
要学科课程的学习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课程时间一般在 20 分
钟左右。

为了农村偏远地区学生学习不“掉
线”，教育部还开通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
课堂，覆盖网络信号弱以及有线电视没有

通达的地区。
吕玉刚强调，正式开学恢复课堂教学

后，各地各校要精准分析学情，认真对学
生居家学习情况摸底，确保每名学生较好
地掌握已学的知识和内容，再进行新的课
程教学。“对于没有参加网上课程学习的，
要坚持从头开始实施教学。”

在家学习，大学生也不能缺席。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教育部面向
全国所有高校免费开放 22 个线上课程平
台 2.4 万门课程，覆盖本科所有 12 个学科
门类和专科高职 18个专业大类，供高等学
校教师、学生按照各自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自由选取。

盯着屏幕学，怎么保护视力？待在家里
学，怎么保证孩子吃得好又健康？记者了
解到，教育部、工信部 12日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对小学低年级上网学习不作统一硬性
要求，由家长和学生自愿选择，对其他学段
学生作出限时限量的具体规定，避免学生
网上学习时间过长，保护学生视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赵文华建议，要努力做到食物多样
化，坚持多吃蔬菜和水果；培养孩子们的健
康饮食习惯，做到三餐有规律，会选择零
食，不挑食、不偏食，会看营养标签；鼓励孩

子们参与食谱的制定，参与食物的制作。
赵文华还建议，孩子们要多在家里原

地走路、原地跑步、原地跳绳等，活动强度
要达到能够使心跳呼吸加快、出汗等中高
强度水平，每天活动时间要累计超过一个
小时。

高考生、大学毕业生、留学生怎么办？
根据疫情形势稳妥安排

随着疫情持续发展，一些处在相对特
殊阶段学生的疑虑和诉求备受社会关注。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说，当前
距离高考还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我们
将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变化情况，会同相
关部门和各地及时评估疫情对组织考试可
能产生的影响，审慎研究制定今年高考的
具体实施方案。”

对于即将大学毕业的学生，论文答辩
是否会因为疫情推迟呢？吴岩说，毕业季
按惯例是在六七月，教育部将密切研判形
势，适时作出关于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
时间要求。

记者了解到，今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有
874 万，同比增长 40 万。如何做好毕业生
就业相关工作？王辉表示，教育部将采取
加强网上就业服务、大力开拓就业渠道、
着力强化重点帮扶、适当延长择业时间等
举措。

“对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
业生可按规定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
年，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再及时办理就业手
续。”他说。

受疫情影响，部分国家在入境、签证等
方面针对我国出台了限制措施，致使部分
留学生无法按时到国外院校学习。

对此，王登峰表示，教育部指导驻外使
领馆教育部门积极与驻在国教育部门和高
校沟通协调，通过延长注册入学时间、在
线课程、灵活安排毕业答辩等方式为我国
留学生提供帮助。同时尽快解决我国留学
人员签证的延期问题，保护他们的合法权
益。“目前在我驻外使领馆的积极推动下，
部分国家已经陆续出台措施，帮助解决我
国留学人员学业受阻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何时返校？高考会不会推迟？
——战“疫”之下如何守护学子

2 月 12
日，广西南宁
市 滨 湖 路 小
学 部 分 老 师
来到学校，录
制“ 空 中 课
堂”为学生讲
学 。 这 是 王
强 老 师 在 录
制课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