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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严抓疫情防控 有序推进教育工作
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
本 报 北 京 2 月 24 日 讯
（记者 柴葳） 今天，教育部
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主持召
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中央关于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
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部署会上的重要讲话
以及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
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疫
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落实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统

筹做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和全
年教育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深刻分析了疫
情防控形势及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
总体要求、重点任务、重大举
措。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
关键阶段，为教育系统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
径、划定了重点。
会议对做好教育系统疫情

防控、有序推进当前教育工作
作出部署。一是毫不放松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要在当地党委
和政府领导下，及时调整完善
防控措施，落实差异化防控策
略，精准到县、精准到校、精
准到人、精准到事，扎实将
“严防扩散、严防暴发，确保
一方净土、确保生命安全”落
到实处。二是进一步做好在线
教育教学。要加强以爱国主义
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引导，
进一步完善中小学网上教育教
学平台建设，完善中小学在线
教学资源审核机制，制定高校

一校一策、一校多策的在线教学
方案。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开展
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模式方法创
新。三是统筹谋划中小学开学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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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统筹谋划高校
开学工作。要坚持属地原则、建
立跟踪台账、做好开学准备、落
实错峰返校。原则上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前大学生不返校、高校不
开学；高校开学后，要严格措
施，加大校园管理力度。五是加

强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教育
部成立高校疫情防控专家应急工
作组，指导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
做好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组织专家编写高等学校、中小
学、幼儿园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
南。六是抓好年度教育重点工
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
定必胜信念，深化教育领域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配合打好三大攻
坚战和“六稳”工作。要按照
2020 年 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部
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各
项重点任务落实，确保“收官之
年”圆满收官。

我也是中国人，
我也是志愿者
——在华留学生群体抗疫纪实
2 月 10 日 下 午 ， 南 京 市
护人员的陪同下，走出广州市
公安局鼓楼分局阅江楼派出
第八人民医院。这是广州地区
所，走进了一位戴着口罩的外
首例治愈的外籍病患。
籍小伙。在户籍前台，他放下
走出医院，魏星说：“感
一个红色礼盒，说了一句“谢
谢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爱中
谢，你们辛苦了”，一个敬礼
国，爱中国的每一个城市。疫
后，他快速离去。
情结束后，我会回武汉继续学
打开礼盒，民警发现里面
业。”
除了一些零食，还有 1000 元
在天津，为帮助在津留学
现金和一封信：
生群体及时掌握疫情防控相关
“我是来自叙利亚的博士
信息，天津外国语大学积极发
生拉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
挥专业优势，组建起了英语、
我想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说：你
日语和汉语 3 个语种的专业翻
们并不孤单，我们永远和你们
译队伍，完成了 50 余篇和疫
在一起！”
情相关的信息翻译工作；华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
电力大学通过多种渠道，筹集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在华
口罩、体温计、酒精等物资，
留学生作为我国高校学生群体
解决在校留学生防护物资短缺
的一部分，一方面，我们为其
难题……
身心安全殚精竭虑；另一方
在疫情阴影下，人们不仅
面，他们也为中国战“疫”贡
需要物理上的防护，更需要
献力量。在这特殊时期，共谱 “心理口罩”
。对于独自在华求
了一支相爱相助、休戚与共的
学、生活的留学生而言，心理
命运共同曲。
支持更为迫切。
“今年寒假期间，北交大
为在华留学生
有 200 余名留学生在校。让他
们平稳度过这个非同寻常的假
筑起健康防线
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该校
疫情暴发，正值中国春节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刘彦青介
期间，很多留学生留守学校。 绍，学院建立了“聆听工作
做好留学生疫情防控，对于校
室”，通过互联网，为处在疫
园抗疫具有重要意义。
情防控期的留学生及广大师
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各
生，送去关心和问候。除了心
地高校按照属地化管理、一体
理科普知识外，工作室还提供
化推进的原则，有序将在华留
了咨询教师的邮箱、微信、电
学生纳入了高校整体疫情防控
话等信息，为学生提供即时线
机制，及时向留学生告知当地
上心理咨询服务。
疫情情况和防控措施，做好留
在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武
学生居住地的消毒、口罩发
汉），也门籍留学生赛一德，
放、体温测试、进出登记等防
虽然在校医院诊断后排除了感
护工作，并保证及时提供医疗
染新冠病毒的可能，但因为扁
服务。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主
桃体发炎等病症，仍然焦虑、
动关心留学生的健康和生活状
紧张。在不断与联络教师沟通
况，切实解决他们的生活问
中，他稳定了心态，病情渐渐
题，同时加强心理辅导，缓解
好转。“是老师们的关心和帮
心理压力，增强必胜信心，为
助，让我不再害怕，他们给了
在华留学生筑起了健康防线。
我信心！”赛一德说。
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
今年春节，南开大学共有
院国际学生办公室工作人员黄
246 名留学生在学校，为了保
超介绍，全校在籍各国留学生
障他们的身心安全，学校通过
2025 人 ， 目 前 在 武 汉 的 有
各类渠道宣传科学防控知识，
1046 人，为了保障在校留学
通报最新情况；在武汉纺织大
生身体健康，学校严格开展了
学国际学院，教师坚持在微
出入管理和体温检测等工作。
信、QQ 群分享英文版的科学
2 月 12 日 ， 巴 基 斯 坦 籍
防治知识，及时与留学生沟
在华留学生魏星 （化名） 在医
通；在太原理工大学，为了保

障在校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学
校定期为留学生上门配送物
资，还开通了线上谈心和心理
疏导服务；在中国人民大学，
学校通过网络向留学生发布校
园政策、疫情防治须知、国家
出入境管制措施等各类重要信
息，始终与留学生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

为“第二故乡”
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 2014 级本科留
学生校友高佑思，在微信朋友
圈，分享了自己 24 小时内寻
得一吨医疗物资并从以色列驰
援中国的故事。“10 万只口罩
运输到中国，这将是我生命中
最美妙的一件事情。”高佑思

说，中国曾在历史上无数次帮助
犹太人，“这次换我们站在中国
身后。
”2 月 9 日，这批经由特拉
维夫、莫斯科、广州三地的物
资，抵达湖北黄冈。
像高佑思这样，以实际行动
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来华留
学生还有很多。他们虽然不是中
国国籍，却同样对这片土地饱含
着深情与热爱。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来自
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郭沫若，
为 母 校 捐 赠 了 12000 只 口 罩 。
中亚飞中国的航班不断被取消，
广东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面对种
种困难，这个小伙子用“人肉”
托运，完成了一场场爱的传递。
他说：
“我也是中国人。
”
东南大学留学生，来自阿富
汗的哈雷，4 天跑遍喀布尔及附

本报评论员
战“疫”无国界，协力守
家园。在当前依然严峻的疫情
形势之下，无论老幼，都面对
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无论
中外，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
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唯有
紧密协作、齐心协力，才能对
抗疫情、共克时艰。
对于在华留学生群体也是
如此。他们虽然远离祖国、独
在异乡，但他们得到了一视同
仁的关爱。从定期为宿舍消
毒、帮助解决防护物资难题，
到提供线上心理咨询、开展科
普宣传活动，他们的居住环
境、安全状况与心理状况学校
都牵挂着，一道坚实的健康防
线已经构筑，一个个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感人至深的故事证明
了学校始终将留学生记在心
里。
疫情无情，却让在华留学

生与每一个中国民众心连在一
起，结成抗疫共同体，心往一处
想，
劲往一处使，
成为一家人。如
果说患难与共、淡定从容的心态
与行动是面对疫情最好的方式，
那么心系他人、倾力付出则是战
胜疫情最坚强、
最决绝的行动。
爱是相互的，也是伟大的，
因疫情而团结在一起的在华留学
生与普通中国民众一起，谱写了
一曲抗击疫情的感人之歌。无论
是从祖国购买防护物资驰援武
汉，还是主动投入当地疫情防护
工作之中，留学生们都在尽己所
能回报他们所受到的照顾与关
爱，用实际行动参加到疫情阻击
战之中。“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
起”，不仅仅是在华留学生发自
内心的振奋呐喊，还是他们与所
在学校以及每一位中国人同仇敌
忾、众志成城的响亮宣言。
留学生抗击疫情的坚强信

念，给予全国上下共同抗疫大局
以有力的支持。而每个普通中国
民众的积极行动，也让在华留学
生见识到了真实的疫情、真实的
中国，对他们产生着深深的触
动，在他们心中留下难忘的印
记。与此同时，高校和众多普通
中国民众对在华留学生的关心与
帮助，是我国高校的暖心行动，
更是一直以来的优秀教育传统，
也是让每位留学生铭记的具有教
育深意的一课。
因此，当许多在华留学生说
出“中国，你不孤单”这句话
时，并不让人意外，也并不显得
煽情，反而是一种真情流露。相
信借助这种跨越国界的相守与奋
斗，这个疫情肆虐的冬天终将会
过去，充满希望的春天必然来
临，那时也将会有更多的留学生
来到中国这个“第二故乡”，相
聚在春日的暖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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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援助热线平台开通
本报讯 （记者 于珍） 近
日，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
援助热线平台正式开通，该平
台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疫情相关
的心理援助热线和网络支持服
务，最大可满足 1000 人同时
求助，每天开放 14 小时，早
8 时开始至晚 10 时结束。
该平台由教育部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牵头，由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人的发展与
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具
体组织运行。热线平台联合中
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
作委员会、网络心理专业委员
会、临床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等
组织，并依托腾讯教育、腾讯
社会研究中心技术支持，共同

开展疫情心理援助。
平台汇聚了 200 多所高校和
其他机构的专业志愿人员，已有
轮值和后备心理咨询师 3000 余
名，督导师 200 余名，已经组织
100 余名督导师开展热线技能培
训，近 25000 人次参与。该平台
特别面向以下三类人群提供精准
心理援助：湖北省及武汉市防疫
工作一线的医护人员、新冠肺炎
患者及家属、公安干警及安保人
员，同时面向公众提供服务。
求助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免费
进行心理咨询：
拨打心理援助热线电话
4009678920、 010—67440033
或 027—59427263， 或 通 过 关
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微信公众号等方
式进行免费心理咨询。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升级
本报讯 （记者 欧媚） 为
做好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教育
部于 2 月 17 日开通国家中小
学网络云平台，为学生居家学
习提供支持和服务。平台开通
以来，系统运行平稳、使用便
捷，受到广大中小学生、教师
和家长的欢迎。
为进一步丰富平台资源，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部对
平台进行了升级。升级后的平
台资源包括防疫教育、品德教
育、课程学习、生命与安全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

育、经典阅读、研学教育、影视
教育、电子教材等 10 个板块，
新增加了生命与安全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家庭教育、经典阅
读、研学教育，并更新补充了部
分内容，供自主选择使用。
同时，应学生和家长要求，
平台增加了中国教育电视台
CETV4“同上一堂课”播出的
小学及初中、普通高中课程。可
通过平台收看电视直播，也可在
课程学习栏目点播回看。
升级后的平台已于 2 月 24
日上线运行。

北大寄出 2234 个暖心
大礼包助力“云开课”
咨询服务，学生足不出户，就能
本报讯 （记者 焦以璇）
获得北大心理中心专兼职心理咨
为方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网上
询师原班人马提供的高质量私密
学习，日前，北京大学为 132
心理咨询。目前，心理咨询中心
名家中没有电脑或网络的学生
共完成 4 例远程一对一心理咨
配置了电脑、手机网络等移动
询，处理网络心理危机 8 例，接
终端，并花费 67 万元为 2234
听防疫热线 129 起。
名贫困学生每人补贴了 300 元
此外，为帮助毕业生顺利就
的“网课流量费”，让这部分
业，北京大学专题研究疫情防控
学生实现了在线学习无障碍，
形势下学生就业工作，发布 《北
保证有条件做到不停课、不停
京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毕业生就业
学。
管理办法》，简化、优化、线上
为了鼓励学生在新学期奋
化工作流程，就业手续办理“一
发向上，北京大学还为 2234
趟不用跑”。2 月初，开展学生
名贫困学生寄出了慰问信，并
就业服务需求调查，启动就业困
附送了口罩。在这 2234 个装
难群体第三轮摸排，结合反馈情
有口罩和书信的包裹中，快递
况，面向全体学生推出 《大学生
公司无法投递的偏远山区有
职业素养提升》 慕课，为 283 名
349 个 ， 已 协 调 中 国 邮 政
应届毕业生免费提供 24 学时的
EMS 全部重新投递，目前已
“
国考”面试在线培训，分行
有 2149 名学生收到包裹。
业、分领域收集优质岗位信息并
为了缓解学生因疫情产生
通过“北大就业”微信公众号集
的焦虑及心理问题，北大心理
中发布。
咨询中心推出了网络视频心理

二月二，
理发防疫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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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座城市，凑到了两万只口
罩，并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国驻阿
富汗使馆，捐赠给了武汉；清华
大学学生“一带一路”协会的国
际学生，利用语言特长和国际联
络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医用
物资供货渠道并发起了人道主义
救援呼吁；来自尼日利亚的南京
理工大学留学生欧莱德，在疫情
发生后，主动加入志愿者服务队
伍，负责居民小区体温测量等工
作，他说“别叫我老外，我是一
名防疫志愿者”……
此外，还有一批已经毕业，
但仍然心系中国的外国友人。对
他们而言，或许身已不在中国，
但心却始终挂念着这片土地和这
里的人们。面对突发的疫情挑
战，他们在世界各地，为中国奔
走驰援。
（下转第三版）

和衷共济是战胜疫情的坚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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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杨瑞利

2 月 24 日，在长沙一理发店内，理发师在为小朋友理发。当日
是农历二月初二，民间有“二月二，剃龙头”的传统习俗，一些市
民来到理发店理发。近日，长沙部分理发店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已有序恢复营业。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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