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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依
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其中对中小学校开学前后
的准备及卫生防护等提出 25 条技术
要求。根据这一通知，目前，市教育局
也正在积极做好开学前预案和监测设
备准备、环境卫生改善等工作。

记者了解到，早在 2 月 18 日，常
州市教育局通过其官方微信“常州教
育发布”，连续三天推出教育系统“复
工必备手册”，从教师、校级领导和学
生三种不同身份出发，给予指导，提高
学校疫情防控专业化水平，提升学生
自我防控意识。5 万余名教职员工参
加网络培训，并在线考试；学生和家长
也积极参与主题式学习，各校通过“一
校一策”个性化方案辅助家长和学生
掌握各类应知应会防控知识。

除了防疫，教育者在面对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时，更重要的职责和使
命是“育人”。疫情发生以来，常州市
教育局面向全市学校发布十个教育专
题，围绕科普知识教育、生命教育、家
国情怀教育、感恩教育、责任担当教育
等内容，号召全体教育工作者团结一
致，坚守本职，当好学生的领路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用知识武装头脑。天宁区解放路
小学通过消灭病毒游戏编程普及防疫
知识，金坛段玉裁中学举行“了解疫情
史，科学展未来”线上科普教育活动，
经开区第四中学教师、学生、家长共
同参加了网络防疫知识竞赛，参与率
达 90%以上。各学校有制作视频动
漫的，有开展线上讲座的，有展示儿
童漫画的，有绘制思维导图的，特殊
时期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目的
都是为了抓住教育时机，让学生对与
病毒有关的科学知识有更清晰地理
解和认识。

学会保护自己和他人。日前，常州
市教育局印发《关于开展2020年常州市
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月活动的通知》，以

“化‘役’为机，让生命茁壮成长”为主题，
号召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生命教
育。据了解，常州市教育局已经持续 15
年有计划地推进生命教育并取得了良好
效果。当前，各学校结合疫情防控这本
教科书，坚持不懈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怀德苑小学开展了线上生命教育班会
课。戚墅堰高中的老师每天午后跟学生
在线上开展辩论赛，辩题为“生命的可喜
在于不能重来 or 生命的可悲在于不能
重来”，每位学生发言5分钟，辩论赛后，
学生们还会投票选出“最佳观点”和“最

佳发言”。北郊高中邀请专家教会学生
日常体温评估，示范家庭健康操，让肺

“动”起来，学生和家长一起学起来。前
黄高中从认知、情绪、行为三个层面指
导学生和家长做好心理防护。各校在
开展生命教育地过程中没有机械操作，
尽量避免形式主义，充分考虑学生身心
发展特点，最大程度向家长辐射学习资
源，达到“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效
果，努力为全社会战“疫”作出教育人的
贡献。

关注身边的感恩教育素材。全民
“战役”，各司其职，无数感人的故事涌现
在学生面前，常州市教育局号召广大班
主任跟孩子们聊一聊“面对疫情，那些令

我感动的人和事”，谈一谈“战胜疫情，
我的微心愿”。丽华二小牟凌霞老师
开展了《嗨，你是我的“疫”线偶像》网
上班会课，和孩子们讨论了关于“偶
像”的话题，引导他们认识战“疫”中的
英雄。市二中陆铭宣同学给赴湖北战

“疫”一线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
道：“您早已不是我儿时印象中意气风
发、无所不能的那个超人了，您也是需
要子女关心的中年人了。看着您微笑
着叫我回去时的样子，我转身便泪湿
眼底。”这个寒假，学生“宅在家里，就
是对抗疫作出的最大贡献”，而很多学
生的家长奋战在一线，他们的身体力
行感动了孩子，成为他们心中的英雄
和最好的榜样。除了医务工作者、军
人，还有交警、工人、社区志愿者，这些
在危难时刻为国家为群众付出努力的
人，都成了学生的偶像。学生也在感
恩中收获成长。

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学会理性思
考。我和家人为疫情防控做了哪些力
所能及的事？面对疫情，我不认同的行
为有哪些？为避免疫情再次出现，我有
哪些建议？常州市教育局给出了这些
话题，引导学生理性思考。常州市局前
街小学校长李伟平从 2 月 13 日起，每
天给学生写一封信，从“事分轻重，物尽
其用”“各司其职，分工负责”“隐瞒与潜
伏”“回归与突破”“雪中送炭，雪上加
霜”“左与右”等主题出发，用小学生能
读懂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思考
责任、使命、担当。江苏省常州高级中
学学生会第一时间发起募捐活动，共筹
得 1.2 万元捐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常
州外国语学校以“为避免疫情出现，我的
建议”为主论题展开线上班会讨论，热烈
的隔空讨论，展现了年轻一代的责任和
担当。

教宣 尤佳

“防疫”“育人”两不误
本报讯 日前，由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学院“高鹏实践
团”筹资捐赠的665盒紧缺医用物资

“阿比朵尔”顺利抵达武汉大学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鹏

实践团”通过各种方式参与防疫控
疫志愿服务工作。在得知武汉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武汉大学医院医用物
资紧缺后，“高鹏实践团”立即行动，

发起捐赠倡议，迅速筹得捐款 2 万余
元。依据国家有关部门最新公布的《新
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团队在武汉大
学常州校友会协助下采购、运输、捐赠
紧缺医用物资“阿比朵尔”。武大医院
收到捐赠物资后感谢万分。

“高鹏实践团”是为了纪念常州机
电学院舍己为人献出生命的学生志愿
者——耿高鹏而创立。 （解峰）

常州机电学院“高鹏实践团”

为武汉大学医院捐赠抗疫物资

本报讯 “共产党员的革命精
神不断激励着我，我坚决相信党，坚
定跟党走⋯⋯我志愿加入应急突击
队，为全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日前，局小教育集团华润小学教师
谢可欣向局小党总支提交了一份特
殊的入党申请书。

今年 25 岁的谢可欣加入教师
队伍已有三个年头，寒假期间，她在学
校工作群中看到招募党员应急突击队
成员。“虽然不是党员，但是我也希望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可欣连夜写
好了入党申请书。“此次向党组织提出
申请并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党员的
光辉形象早在学生时代就根植于我的
心中。”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谢可欣告诉记者，她的爷爷和父

亲都是老党员。爸爸作为军医，过年期
间始终坚守一线。此外，学校也积极为
武汉疫区捐款，并为师生提供最可靠的
保障，这一桩桩先进事迹令她备受感
动。“共产党员总能在国家和人民需要
的时候冲锋在前，我也希望和他们一
样，投入到此次疫情防控的战斗中。”

据了解，作为应急突击队的一
员，谢可欣在茶山街道华润国际社区
协助工作人员录制防疫宣传语，向周
围营业的商户宣传防疫知识，同时发
挥所长，为居民提供防疫期间的心理
疏导。此外，她还在积极编写开学后
的防疫指南，给学生和家长提供科学
指导。“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践行自
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决心。”谢可
欣说。 （尤佳 杜明）

一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

打好“抗疫战”，常州教育人在行动

本报讯 疫情防控期间，市教育
局重点对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的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暗访督查。7 个督查
小组随机抽查暗访了 40 家校外培训
机构，未发现有提前开展线下培训等
违规行为。

此次暗访督查范围覆盖了全市各
辖市区，暗访督查的对象为教育许可

类证照齐全的机构、市场监管部门登
记注册的非教育许可企业类机构，以
及无证无照机构。重点督查培训机构
是否停止线下服务；是否有人员在培
训机构内集聚；是否张贴停止线下服
务公告等，以及培训机构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从暗访督查的结果来
看，40 家校外培训机构均为关门停业

状态，机构大门的显著位置均贴有停业
（停课）公告，未发现有复课和其他线下
集中服务行为。

截至 2 月 23 日，全市各辖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牵头排查累计3044次，排查
培训机构 27154 家次，其中教育许可类
机 构 5822 家 次 ，非 教 育 许 可 类 机 构
21291家次。 (教宣)

市教育局暗访督查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

本报讯 2 月 24 日，常州开放大
学线上教学首播，面向全校33个班级
开设课程 99 门次，课程数量 46 门，授
课教师44人，学生上线率达98%。

据了解，为保证在线教学任务
的正常进行，该校通过直播、录播和
优秀在线资源推送三者结合的方式
来保证在线教学任务的正常进行。

三种教学形式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了
线上教学灵活、便利、高效的优势。同
时，为了提高学生在线学习的兴趣和
持续参与度，教师在备课时把课程内
容细化、教学时段缩短，把任务分解成
一个个小任务，并设置相应完成的时
间节点，要求提供及时反馈，师生互动
积极。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日前，我市
正有序推进全市职业学校在线教学工
作，在线教学参与师资 1907 人，在线教
学专业183个，服务学生34624人，实现

“停课不停学”目标。
在发挥各校现有网络教学资源基础

上，市教育局组织27个市教研中心组与
兼职教研员，牵头开展各专业大类教学

资源的开发与整合。目前，58 门课程
共 20G 的课程资源在泛雅等 6 大教学
平 台 可 链 接 使 用 ，另 有 22 门 课 程 共
15G 的教学资源已完成开发，所有教学
资源共享使用。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线上教
学不仅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需要，更是深
化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改革的重要内
容。我市将认真总结当前线上教学涌现
出的经验做法，为全面推进职业学校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改革提供经
验借鉴。

（尤佳 教宣）

全市职业学校在线教学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 2 月 25 日，由康卓道尔
健康产业（江苏）有限公司捐赠的消毒
原液 20 吨送至常州市戚墅堰高中。
目前，这批防疫消毒液已发放至我市
各辖、市区教育局和32所局属学校。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抗疫期
间，我市一批爱心企业和单位关注教育
系统防疫情况，希望通过捐赠防疫用
品，为其提供一些物资保障。

截至目前，除了康卓道尔健康产
业（江苏）有限公司捐赠的消毒原液
20 吨，还有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捐赠了含氯消毒粉10吨；中盐
常州化工股份公司捐赠了次氨酸钠消
毒水 1吨。这些消毒防疫物资满足全
市中小学、幼儿园半学期使用量。此
外，常州好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也捐
赠了口罩5000个。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目前有400余
名学生在校，一些企业和单位在得知
这一情况后，向学校捐赠了防疫物资
和食品。常州市河南商会捐赠 6000
只口罩、2 大桶医用酒精和 6 大包纸
巾；常州市妇联捐赠了 120 瓶消毒
液、3000 只口罩和 100 箱苹果；蒙牛
蒙牛学生奶常州推广中心捐献 300
箱牛奶。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一场全局动员、
全民参与、全力以赴的阻击战，十分感
谢社会各界积极踊跃向教育系统捐赠
防疫物资。而在延期开学期间，全市
各校也在努力多渠道储备防控物资，
全力做好开学后的疫情防控各项保障
工作。 （尤佳）

一批爱心企业和单位
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讯 “黄石是座英雄城市，
你们一定能赢！”日前，局前街小学
四年级学生徐明宇与黄石市武汉路
小学学生王喆通过网络视频，进行
了一次隔空牵手对话。与此同时，
该校另外 3 名同学，也在网络上为
武汉路小学的学生加油鼓气。

据了解，此次隔空对话源于校
长李伟平的的努力。“在江苏300余
名医疗队员挺进一线支援黄石市的
同时，局前街小学的学生也想为黄
石的同龄小伙伴做一些事情。”为
此，李伟平第一时间联系到黄石市
武汉路小学的陈笑萍校长，详细了
解了黄石当下的疫情动态、学生和
教师面临的困难，并和陈校长商议，
利用这个长假期，让两校学生联谊、
隔空交流。

“虽然处在疫情严重的区域，但是
王喆依然开朗。我们一见如故，有说不
完的话。”徐明宇告诉记者，俩人互相为
彼此打气，相互约定等疫情过去，就去
对方的家乡游玩。

据了解，此次是两校学生代表的
首次“隔空牵手”，之后还将有更多的
局小龙娃和武小学生进行结对互动。
校长李伟平表示，两校的联谊不仅仅
局限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更将在
教学研究、学校管理、课程研发、师生
互访等多方面学习互鉴，共同为两地
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我们
热情邀请黄石市武汉路小学的师生待
疫情结束后来局小做客，通过多层面
的互访及多元化的交流活动，培养学
生的同理心，让学生学会与时代同频
共振。” （杨宏磊 王燕 尤佳）

一场与黄石学子的隔空对话

本报讯 延期开学期间，常州西
藏民族中学有 400 余名学生校内居
家，该校的疫情防控工作如何实施？
记者近日走进学校了解相关情况。

“我们学校共有452名学生，每年

春节假期，这些学生都不回家，或者留
校，或者父母过来探望。”该校校长陶
琪艳表示，452 名学生中，有 150 余名
学生留校，一直实施封闭式管理，此外
近 300 名校外过年的学生，都在学校

的安排下，在附近宾馆平稳度过了两周
隔离期，已于2月15日回校。

记者在校内看到，学生们在学校有
序学习、运动——原先的 12 个班拆分
成 18 个班，每个教室约 25 人 ，以保证
座位间距。教室内，学生根据老师开的

“菜单”自主复习、预习，12 名老师走班
简单指导。每天上下午，学生都会分批
进行户外运动，慢跑、羽毛球和篮球。

据了解，为避免人员聚集，学生改为
在教室用餐，一天三顿都是由食堂工作
人员分餐到班。此外，所有在校人员每
天三次监测体温；教室、宿舍等公共区域
每天两次消毒消杀。

陶琪艳表示，下一阶段，该校将继
续严格执行和落实疫情防控期间的有
关要求，把学校疫情防控和对学生教育
管理保护的职责有机结合，确保学生在
校安全。 （尤佳 徐俊 图文报道）

常藏400余名学生校内“居家”

本报讯 近日，江苏城乡建设职
业学院建筑艺术学院的“疫情让我们
懂得了什么？”系列主题班会第二期之
爱护自然篇正式上线。

本期主题班会以“爱护自然”为主

题，辅导员们在课前集体备课，通过人与
自然怎样和谐相处；尊重生命，保护生物
的多样性；怎样善待大自然；爱护自然四
个板块，结合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以“镜头下的武汉街头——一座城

市瞬间安静”这切入点引导学生开展讨
论，倡导同学们要珍爱生命、敬畏自然、
保护环境。

据了解，为积极响应打好新冠肺炎
防疫攻坚战的号召，该学院辅导员和班

主任们自 2 月初起积极准备“疫情让我
们懂得了什么？”系列线上主题班会课，
依托班级微信群、QQ 群、学习通、抖音
等方式，每周一主题，围绕“家国情怀、安
全防护、爱护自然、疫情期心理健康”等
内容开展。

班会结束，班主任们布置了线下作
业，要求同学们收看四部纪录片《大自然
在说话》《我们的星球》《人体奥妙之细胞
的暗战》《Explained》第二季，希望同学
们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尊重自然规律，顺
应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陈维佳 周影 尤佳）

江苏城建学院系列主题班会上线
“疫情让我们懂得了什么？”

5 幅人物插画——《同心》《承
诺》《担当》《无畏》《爱心》，画中的人
物都出自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动
漫设计专业学生、18 岁的常州定居
台胞金玥仪之手。金玥仪用她最擅
长的画笔，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表现突出的青年台胞“最美逆行
者”致敬。

金玥仪自幼喜爱绘画，小学一
年级开始接受绘画速写培训，小学
五年级通过速写十级。出于对漫画
设计的喜爱，2017 年，她考入了常
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动漫设计专
业。在校期间，她多次获得全国书

画创作比赛一等奖。
抗疫期间，江苏省台联的微信公

众号连续推出了六期“江苏青年台胞
在行动”抗疫系列报道，其中一个个鲜
活的青年台胞形象和感人事例，深深
地打动了金玥仪的心，也让她萌发了
创作抗“疫“人物插画的想法。于是，
她用了三天的时间，以新闻报道中的
人物图片为蓝本，创作了五幅具有特
殊意义的人物插画。

“我要用自己最爱的画笔为奋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青年台胞
们喝彩、点赞。”金玥仪的语气坚定而
感慨。 周振晴

18岁台胞用画笔定格抗“疫”动人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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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校举行网上升旗仪式

徐明宇与王喆通过网络视频对话

学生在教室内自主学习

金玥仪在创作人物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