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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新闻 要闻·
聚焦“停课不停学”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近
日，记者从青岛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
上获悉，青岛推出十条举措吸
引大学生来青、留青、回青创
新创业，对住房、安家、就
业、见习、社保和创业给予补
贴。

在青岛高校在校生、国内
（境） 外高校专科及以上毕业
学年在校生可申请在青岛落
户，落户后，可享受本市购房
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
分别按照本科、硕士和博士每
月 500 元、1200 元和 1500 元
的补贴标准，给予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的住房补贴。在青岛
行政辖区内初次就业或创业，
并在该市购买首套商品住房，
具有本市户籍的，按照硕士、
博士研究生每人 10 万元和 15
万元给予一次性安家费。

毕业学年大学生、派遣期
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
16—24 周岁未就业或失业青
年，可在全市 372 家见习基地
参加 3—12 个月就业见习。实
施“金种子”人才储备工程。企
业从“双一流建设大学”的高校
中遴选一批来青岛创新创业的
优秀在校生。企业给予的学费
补助和生活补助，由市财政给
予企业 50%补贴。实施高校毕
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
创业补贴政策、创业担保贷款
政策。各级人才服务机构，为落
户青岛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免费
档案托管服务。

日前，青岛市高校毕业生
网络招聘平台已开通，为招聘
企业和毕业生双方提供线上交
流、视频面试、网上签约等服
务，实现招聘岗位精准对接。
即日起，符合落户条件的大学
生可通过“青岛人才网”“青
岛就业网”全程网上办理，实
现不见面、零跑腿。

青岛十举措吸引
毕业生就业创业

对住房、见习、社
保等给予补贴

“王老师，我是小何 （化名） 的妈妈，真的
谢谢你们，这可是救命之恩啊！”来电的是萨塞
克斯大学中国留学生小何的母亲。中国驻英国使
馆教育处工作人员王婷放下电话后，舒了一口
气，回忆起此前惊心动魄的 60 小时，仍然心有
余悸。

3 月 6 日 16:00，英国伦敦，驻英国使馆教
育处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国内电话？”英
国与中国有着 8 小时的时差，此刻的北京时间正
是次日午夜零点。

“请救救我女儿！”原来，在两三个小时前，
小何的母亲和女儿视频通话时，看到孩子口吐白
沫，之后再联系怎么都无法接通。她觉得孩子出
事了。

“性命攸关，得马上赶到现场！”驻英国使馆
教育处公参王永利立即组织成立了紧急救治小
组，可是萨塞克斯大学距离伦敦100多公里，车
程需要两个多小时。王婷立即拨打了萨塞克斯大
学中国学联主席张元昇的电话。

听到是家长在视频中看见孩子口吐白沫，张
元昇顿时感到事情不妙，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
直奔小何妈妈提供的住址。

18:17，张元昇到达该住址附近，可是邮编
有误，导致定位的地址不对。根据家长对附近环
境的描述，张元昇终于在附近找到了小何租住的
公寓。可是，不管敲门还是按门铃，始终无人应
答，也找不到房东。

“快，时间耽误不起，打 999，快报警！”王
婷告诉张元昇。

经过张元昇反复沟通，警方受理了此案。同
时，远在伦敦的使馆教育处已和萨塞克斯大学校
方取得联系，校方联系的救护车也在飞驰而来的
路上。

20:10，警察、救护车先后赶到，破门而入
时，小何已昏倒在宿舍的地板上。

20:45，简单的抢救处理后，昏迷的小何被
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孩子送去医院了！”王婷第一时间把消息告
诉心急如焚的家长。

此时，已经是伦敦时间21:06，北京时间凌晨5：06。
在医院，张元昇忙着帮医生联络远在中国的家长，为医生翻译小何

的过敏史、既往健康状况⋯⋯不敢有丝毫疏漏。
凌晨1:50，抢救室大门打开。“病人情况基本稳定了，已无生命危

险，但仍需住院治疗，如果再晚送几分钟，可能就没救了⋯⋯”医生告
诉守候在抢救室外的张元昇。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此刻，得到消息的王婷在伦敦彻夜未
眠。她一边联系家长，安抚对方情绪，一边帮助联络家长赴英相关事
宜。

伦敦时间3月7日18时左右，小何的母亲顺利抵英。
“一方面我们请校方、学联协助安排接机安顿事宜，另一方面指导

学生家长配合 NHS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履行防疫措施，并督促
医院为其探视提供方便，同时敦促校方履行主要责任，切实保障学生合
法权益。”驻英国使馆教育处参赞夏建辉说，紧急救助小组的使命仍在
继续。

“孩子醒过来了！她已经可以简单和我交流了⋯⋯”3月9日，王婷
接到小何的母亲报平安的电话。

“孩子的状态越来越好，真让我们高兴和欣慰，这是我们分内之
事。”放下电话，王婷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也可以睡个好觉了。

（作者单位：驻英使馆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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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航宇） 为
全面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重庆市教委多措并举，扎实做好
防疫期间学生资助工作。目前，
2020 年市级各类资助资金 31.94
亿元已下达。63 所市属高校 3 月
学生资助金已统一时间统一发
放，覆盖学生 23.55 万人、资助
资金 8736.52 万元，切实保障了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生活。

在落实国家资助的基础上，
重庆各区县和高校坚持疫情防控
和学生资助“两手抓”，结合本区
县、本校受影响学生情况，及时
开展疫情期间临时困难补助。截
至 3 月初，全市共 55 所高校设立
了疫情临时困难补助项目，包括
对湖北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本人
或父母 （含监护人） 感染新冠肺
炎的学生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的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
500—6000 元的专项补助，对在
线学习网络费用、话费有困难的
学生提供费用补助等措施，各高
校资助学生 45202 人，涉及资助
资金487.25万元。

在重庆渝北区、垫江等 21 个
区县，通过发放临时困难补助、
慰问金、贫困学生上网课学习流
量资助、送平板电脑和网络手机
等，资助学生近8000人，涉及资
助金47.4万元。

同时，重庆各区县和高校通
过电话、QQ、微信等方式提供
线上指导咨询，了解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具体情况和思想动向，开
展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和就
业日程，从细节处落实人文关
怀，做到防疫和学习两不误。

重庆：

下达各类资助资金逾31亿元

本 报 讯（记 者 李 见 新
通讯员 王振琦）近日，河南省
濮阳市朱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凯带着周雨璐、成先硕等 5 名
贫困家庭学生在党员活动室内
完成了一次线上学习。

王凯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濮
阳市为贫困学生配备的线下

“辅导员”。截至目前，濮阳市
7026 名教师志愿者、1628 名
驻村第一书记和192名大学生
志愿者，共结对帮扶8846名中
小学学生，成为贫困家庭学生
的专属“辅导员”。

日前，濮阳市教育局联合
市扶贫办、团市委开展了“关爱
帮扶贫困学生 助力脱贫攻
坚”活动，动员青年教师、大学
生志愿者和驻村第一书记结对
帮扶贫困家庭学生。

濮阳市教育局对全市每一
名学生的居家学习情况进行精
准排查，对8846名需要帮扶的
学生，建立帮扶清单和工作台

账，动员青年教师就近认领、帮
扶辅导，开展同村、同社区学生
互助学习小组活动。

团市委线上招募在濮阳市
的大学生志愿者，组建起“青年
助学先锋队”，开展“青春守护
计划”、“绿马甲”浇灌“小红花”
等系列活动，助力贫困青少年
居家学习。

濮阳市扶贫办组织驻村第
一书记结对帮扶的同时，要求
驻村第一书记担任全村学生

“总辅导员”，在保障安全的前
提下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学习和
活动，开放村室无线网和会议
室，每天做好消毒消杀，给学生
提供教室一般的学习环境，让
小村室变身大课堂，让村文化
广场变身大操场。

“为贫困生配线下‘辅导员’，
既解决了孩子的线上学习问题，
又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实现了教
育教学和脱贫攻坚双赢。”濮阳市
教育局局长都国林说。

河南濮阳为贫困生配线下“辅导员”

小村室变身大课堂

本 报 讯（记 者 方 梦 宇
通讯员 傅家安）每天下午 5
点半左右，万功权的手机总会
准时响起，儿子成成赶紧跑到
父亲跟前拿起手机，向老师张
清云汇报一天的学习和生活。

万功权是安徽省肥东县响
导乡万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而张清云是成成的帮扶教师。
按照当地要求，教师志愿者通
过包保责任制与贫困学生结成
帮扶对子。

“今天在家做了哪些事？

卫生防疫要求有没有做到？学
习方面还有什么困难？”张清
云详细地询问成成一天的学习
生活，每天如约而至的电话让
成成和父亲的心里倍感温暖。

自己家到成成家这一条近
60 公里的路，春节至今，张
清云已经走了不知多少遍。定
期到家帮扶、每日电话问询，
张清云一次也没有落下。

目前，安徽省肥东县参加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帮扶的志愿
者教师队伍已发展806人，他们

与全乡3667名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结成对子，通过上门、电话、微
信等渠道，在疫情防控和学习生
活方面，给予贫困学生“一对一”
的帮扶。特殊时期，肥东县806名
教师志愿者日夜奔忙，替学生“办
实事、解难题”，全县建档立卡家
庭学生无一人感染新冠肺炎。

3 月 3 日 上 午 10 点 半 左
右，肥东县赵亮学校教师李海
强在蒋祠村村民王先信家门
口，焦急地向不远处的村级公
路张望，盼望安装宽带的电信

公司工作人员早点到来。
他的焦急源于自己的帮扶

学生嘉嘉。嘉嘉的家里没有网
络，也没有有线电视和智能手
机。正当李海强一筹莫展之
际，他收到了县里的消息，政
府将为不具备线上学习条件的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配送平板电
脑，并免费开通宽带。他赶紧
联系教体局，替嘉嘉报了名。

宽带接通后，李海强快速
连接平板电脑，耐心指导嘉嘉操
作使用，教会她如何回看教学视

频，如何利用微信、QQ 与老师
互动，原本为无法上网课而焦急
的嘉嘉终于露出了笑容。

为保障贫困家庭学生能正
常接受线上教学，肥东县政府目
前已拿出专项资金为不具备线
上学习条件的80多名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集中采购平板电脑，免
费开通宽带，同时为使用智能手
机线上学习的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充值流量包，解决贫困学生因
网络条件受限造成的困难，做到
了线上教育教学的全覆盖。

安徽肥东806名教师与3667名建档立卡学生结帮扶对子

教师志愿者贴心守护贫困学生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无
接触测温验证把住校园入口，
师生健康信息一人一档、全程
跟踪，疫情防控工作“一屏尽
览”，进校人员轨迹全过程可追
溯⋯⋯东北大学依靠“智慧”，
实现疫情防控信息动态化、可
视化，有效提高了防控决策的
精准化和科学化。

为守好校园这方净土，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东
北大学不断加强校园管理，加
大投入，全力保障师生员工健
康和生命安全。经过广泛市场
调研，学校采购了通道式集装
箱测温设备，实现远距离、无

接触式测量体温。日前，通道
式集装箱测温设备在东北大学
南湖校区和浑南校区 4 个校门
口正式投入使用。跟“集装箱”一
同上线的是东北大学自主研发
的“进校测温验证系统”，确保
师生轨迹全过程可追溯。

春节期间,东北大学紧急启
动疫情防控平台的研发工作。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先后
开发上线了健康信息上报、疫
情防控数字化分析、楼馆入口
扫码或刷卡进楼认证等系统，
做好校园入口的安全、高效和
科学管控。

师生通过智慧东大 APP、

微信、电脑端 3 种方式登录学
校一网通办平台进行“健康打
卡”，上报健康、行程、疫区进
出等信息，实现师生健康信
息、旅居信息、校内轨迹信息
的全覆盖，并与学校多个系统
实现数据对接。师生填报方便
快捷，“健康打卡”全过程不超
过 5 秒。师生健康信息一人一
档，全程跟踪，智慧管理。

同时，大数据技术对师生健
康信息、行程信息进行收集和监
控，分析学校总体疫情防控形
势、人员分布情况、师生人员流
向，形成师生的健康信息报告和
行程轨迹报告。同时，大数据还

针对异常人员及时排查、发现和
重点管控，为疫情防控和决策提
供态势感知、数据分析等，实现
疫情防控工作“一屏尽览”。

目前，东北大学在两个校
区 28 个楼馆入口全部设置扫码
或刷卡进楼认证系统，进楼人
员需进行扫码或刷卡认证，符
合条件才可进入办公楼、教学
馆、实验室。扫码或刷卡进楼
认证系统可全面记录进校人员
的行走轨迹，随时查看人员进
出时间、停留时长等数据，达
到身份认证、定位分析、监测跟
踪等目的，实现进校人员轨迹的
全过程可追溯。

研发疫情防控平台，师生健康信息一人一档

东北大学用大数据精准防疫

3月16日，江苏省盱眙县河桥中心小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校园疫情防控演练直播活动，模拟
“学生”进入校园到课堂教学，从发现异常情况到应急处置等预设场景，通过网上直播让在家的师生
了解复课后校园“新”秩序。 董金洋 季萍 摄

直播校园“新”秩序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记者
日前从陕西省教育厅获悉，根据全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陕
西省各级各类学校2020年春季学
期分级分类错时错峰开学，3月30
日全省高三年级开学。

陕西省教育厅决定，3 月 30
日，全省高三年级开学，有条件
的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4 月 7
日，全省初三年级、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班开学。中小学校其他年
级和幼儿园开学时间不早于初三
年级，具体时间由各市 （区） 教
育行政部门统筹确定，原则上按
照“中学 （含中等职业学校） 其
他年级—小学—国际学校、特殊
教育学校和幼儿园”的顺序错时
错峰开学。高等学校开学时间根

据全国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正式开学前学生不得提前返校。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学前，校
外培训机构不得开展线下培训活
动。正式开学前，大中小学校线上
教学工作按有关要求继续开展。

陕西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审
慎确定开学时间，指导学校严格
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
求，“一校一策”制定开学方案和
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开学前各项
准备工作。省教育厅将联合省卫
健委等部门，近期对各地各校开
学前准备工作、开学时重点防控
工作和开学后各项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进行专项指导。

陕西：

3月30日全省高三年级开学

日前，江苏省常州市第三
中学校门口安装了“智能人体
测温双光筒机”，该设备可对入
校人员进行脸部无感测温，被
测者如果体温异常，设备就会
自动提醒。

虽然开学时间还未确定，
但常州市各学校已开始积极行
动起来，认真落实开学防疫的
准备工作。为了以最安全的校
园环境迎接学生返校，常州市
教育局连日来实施了多项举
措，为学校顺利开学做好准
备。

一次培训实现全市师
生全覆盖

戴炜杰是常州市清潭中学
的一名普通教师。这些天，随
着学校开学前准备工作紧锣密
鼓地启动，他手头的事情也越
来越多。不过忙归忙，戴炜杰
心中却一点儿也不慌乱，“多亏
了之前的培训，让我们对疫情
防控工作有了系统的认识，现
在用理论指导实践，觉得很有
信心。”

戴炜杰所说的培训，是常
州市教育局于 2 月底组织的一
次为期一周的疫情防控知识技
能线上培训。该项培训包含关
于疫情防控的相关文件、疫情
防控专业知识以及防控指导手
册。

此次培训实现了常州市教
育系统机关干部和各级各类学
校全体教职员工 7 万余人、学
生80余万人的全覆盖。教职员
工在参训后还要进行相应的线
上考核，通过率达到 100%；
学生在完成培训后还可参与线
上“护疫护心”知识竞答等活
动，从而实现了人人学习到
位、理解到位、落实到位。

两张图谱指导学校全
面开展防控工作

“ 开 学 前 要 做 好 哪 些 准
备？”“开学后如何测量体温？”

“ 一 旦 发 现 体 温 异 常 者 怎 么
办？”⋯⋯开学日期日益临近，
为了方便学校工作人员进行有
效的防疫操作，常州市教育局
体卫艺处通过信息整合，绘制

出了“常州市学校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措施指引图”及“常州
市学校新冠肺炎防控流程图”。
前者按照开学前、开学当天、
开学后 3 个时间维度，明确学
校、班主任、班长、学生和家
长 5 类主体的重点防控工作；
后者详细画出了学校开学后每
一天的防控工作流程，对可能
出现的各种状况给出了明确的
处置指导。

两张图推出以后，得到了
教师及家长的一致点赞。“市教
育局原创的流程图，清晰明
了，能够有效帮助我们科学防
疫，也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感。”
常州市解放路小学四年级学生
吴非凡的家长朱女士说。

利用智能化数据平台
有效指引学生顺利返校

本地学生是否去过疫区，
是否接触过确诊或疑似病人？
滞留外地学生返回后健康状况
如何？开学之前，确保师生的
身心健康是各项准备工作的重
中之重。为此，常州市教育局

利用智能化数据平台，通过
“我的常州”APP 简化信息填
报，实现重点人群疫情防控、
疫情预警预测模型建立和师生
健康信息的一体化管理，并对
滞留在疫情重点地区的人员进
行全面跟踪和精准指导，关注
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

与此同时，常州市及时印
发文件要求各地各校切实加强
领导，提前谋划，统筹安排，
压实责任。目前，全市各级各
类学校的物资储备、洗手池和
隔离室设置等已全部满足要
求，即使原地改扩建的学校，
也按照标准严格落实相关要
求。

在此基础上，常州市教育
局出台了 《常州市中小学、幼
儿园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春季学
期开学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
了 7 个督查组按“四不两直”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
层、直插现场） 的要求深入辖
市区和局属学校开展专项督
查，督促相关工作落到实处。

以最安全的校园环境迎接开学
——江苏常州做好开学疫情防控准备工作

本报记者 潘玉娇 通讯员 曹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