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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停课不停学”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
东流至此回……”4月初，甘
肃陇南成县二郎乡王沟社的一
处农家小院里，刘廷贵带着6
名小学生在桃树下学习，琅琅
读书声回响在大山之中。

这样的读书声，原本应该
在二郎乡严河小学校园里响
起，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校
园变得格外安静。2 月 24
日，成县教育局建议各校按照
实际情况，由家长和学生自愿
选择，探索实施线上教学。陇
南地处秦巴山区、黄土高原和
青藏高原的交汇区域，境内高
山峻岭与峡谷盆地错综交融。
受制于自然条件，严河小学办
学条件薄弱，网络条件和信息
化设备也比较落后。然而，在
严河小学校长刘廷贵的坚持
下，该校有关教学工作井井有
条地开展起来。

“条件再艰苦，也不
能耽误孩子们的学业”

今年57岁的刘廷贵，已
经在大山深处坚守了整整36
年，他既是严河小学的校长，
也是学校一年级和三年级的语
文教师。

严河小学全校66名学生
大都散居在学校周边的大山深
处，大部分还是留守儿童，家
里没拉网线，还有的手机信号
质量差。尽管县教育局对线上
教学并没有作硬性统一要求，
但刘廷贵心急如焚：“条件再
艰苦，也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学
业。”

实际上，刘廷贵也是个“电
脑盲”，不会进行网络教学，对
电脑的使用也不太熟悉。为了
能够给孩子们进行网络授课，
他特意叮嘱在县城工作的儿子
购买了笔记本电脑，并接通了
家里的网线。凭借着自学和年
轻教师的帮助，他硬是学会了
一点点电脑操作技术，渐渐掌
握了网络授课的技巧。

但新的问题来了，许多学
生家长不懂如何安装手机学习
软件，网上教学的开展困难重
重。刘廷贵决定一户一户地教
学生家长下载使用云会议、钉
钉等软件。为防止家长出现扎
堆“围观”的现象，他提前联系
好家长，在路口、院子边为他们
讲解。“他有时候一天要跑四五
个山头，来回几十公里，饭也顾
不上吃，太辛苦了。”一位学生
家长心疼地说。

农家小院开起了
课堂

最让刘廷贵担心的，是住
在王沟社的三年级学生王佳伟
和一年级学生王嘉豪兄弟俩，
他们属于单亲家庭，父亲常年

在外打工，家中只有70多岁的
奶奶，也没有手机，根本无法
开展线上学习。小学各科都曾
教过的刘廷贵，下决心去两个
孩子家上门送课。刘廷贵的家
在刘坪村，到王沟社有5里多
的路程，而且全部是山路，坡
陡弯急，行走十分费力，要走

近一个小时。第二天早上6点
钟，他就带上前一天晚上备好
的教案直奔王沟社。

当王佳伟和王嘉豪看到刘
校长出现在家门口时，高兴得
话都说不出来。随后，王沟社
另外 4 名学生也全部加入进
来。（下转第三版）

疫情期间，甘肃成县二郎乡严河小学校长刘廷贵送教上门——

陇南农家小院书声琅琅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罗红兵

开展线上教学以来，每天
晚上7点至8点，是安徽省合
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教育集
团各科教师的固定答疑时间，
课堂上教师实时在线、课后根
据一天作业反馈情况和学生们
提出的问题，教师们能够精准
把握课堂教学的问题以及学生
的差异化表现。

如今，合肥市各大中小学
校正紧锣密鼓地筹划各项开学
复课工作，如何做好线上与线

下教学的衔接，各校均依据校
情制定了不同方案。

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
教育集团校长季媛媛表示，线
上教学绝不是“饭后甜品”，
而应将其作为正餐品尝，“考
虑到春季学期整体安排，开学
后‘炒现饭’至多只能有一周
时间，因此线上教学问题必须
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问题不能积攒，我们都是
日发现日处理。”颐和佳苑小学

教育集团校长钱梅娟介绍，针
对线上教学学生之间缺乏互动
的问题，目前学校以小区为单
位，在邻近学生之间建立了学
习小组，三五人为一单位，教
师紧密参与，对于组内学生提
出的问题，及时关注、及时解
决。

而对一些必须在线下解决
的教学问题，合肥市很多学校
也都拿出了方案，如充分利用
三点半课堂、开学后线上疑难

解答依然保留等。
安居苑小学教育集团在通

过多种形式对学生线上教学进
行诊断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
分类指导的线下“补缺”方
案：对于全班学生整体掌握较
好的知识点，不重复教学；对
于出现的共性问题，放缓新课
教学步伐，线下专题备课，作
全班具体讲解和指导，集体补
学；而对于个别掌握不好的情
况，学科教师将结合诊断检测

情况，拟定个性化辅导方案，开
展有针对性的辅导。

4月13日，安徽初三学生将
正式开学复课，如何把控好前期
线上教学和复课后教学工作的衔
接，是摆在毕业班教师和学生面
前的一道“考题”。

合肥市五十中天鹅湖教育集
团天鹅湖校区对即将复课的初三
学生提出了“重点抓两头”原则，
即对基础不太好的学生补基础、
补漏洞，对能力稍强的学生则做
线上教学忽视的能力强化训练。

“分层施教、分层作业、培
优转困、集中补漏、个体辅导将
是复课后第一阶段的重点工
作。”该校副校长张妮表示，学
校将在确保每名学生都较好掌握
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再进行新课
程教学，强化“限时练”，防止

“夹生饭”。

线上问题及时消化，线下补缺差异安排——

合肥线上线下教学无缝衔接
本报记者 方梦宇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
龙） 近日，教育部联合国资
委、商务部推出战略性新兴产
业、电子商务行业专场招聘。

3月 23日，教育部联合国
务院国资委举办“战略性新兴产
业面向2020届高校毕业生网络
招聘会”。活动紧扣国家新兴产
业规划和“新基建”需求，涉及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国家重点
发展产业领域，推进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引才力度，搭建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校毕业生之
间交流和双选平台。

3月 25日，教育部联合商
务部举办“电子商务行业面向
2020届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
动”。活动紧扣《国务院关于积
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
意见》的有关要求，涉及农村电
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等领

域，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部联合

地方、高校以及社会知名招聘网
站共同开展“2020届高校毕业
生 全 国 网 络 联 合 招 聘 ——
24365 校园招聘服务”。目前

“24365校园招聘”平台共提供
833万条岗位信息，累计新增注
册人数132万人，投递简历超过
1100万人次。在此基础上，教
育部联合相关行业部门、重点企
业、产业园区等方面，陆续推出
系列专场招聘活动，推动用人单
位与高校精准对接。

3月31日至5月1日，教育
部大学生就业网（新职业网
www.ncss.cn）将开设专题页
面，免费发布用人单位招聘信
息。招聘活动期间，新职业网官
方微信公众号（微信号：ncss-
web）持续发布活动动态，推送
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子商务
等最新招聘信息。

教育部推出战略性新兴产业、
电子商务行业专场招聘

新华社武汉 4月 6 日电
（记者 胡浩 赵文君）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中央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部署，6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组长孙
春兰率中央指导组赴武汉大
学调研，研究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和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孙春兰在武汉大学召开
座谈会，听取湖北、武汉、
在汉高校负责同志和毕业生
代表介绍有关就业情况。她
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高校特别是受疫情影响
较重湖北地区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出台了很多帮扶政
策，关键是抓好落实。要加
大援企稳岗力度，扩大“三
支一扶”等就业计划规模，
增加湖北高校硕士研究生、
专升本招生计划名额，完善
毕业生参军入伍激励政策，
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多措
并举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
道。湖北、武汉和各高校要
做好就业服务和指导，优化
网络招聘流程，加强特殊困
难群体帮扶。有关部门要加
强倾斜支持，坚决纠正对疫
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的就业歧
视，千方百计把疫情对毕业
生就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孙春兰走进学生宿舍，
现场考察疫情防控情况。她
指出，要切实压实高校疫情
防控责任，细化完善工作方
案和流程。师生返校前，要
做好健康状况筛查摸底，制
定应急预案，加强防护物资
保障、知识培训，开展校园
消杀和环境整治。返校后，
要实行严格体温检测制度，
要求学生不外出、不聚餐、
不搞校园聚集性活动，完善
教室、图书馆、食堂等重点
场所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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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6 日讯 （记
者 柴葳 通讯员 陈平 韩
娜）“我们胜利啦！”国家援鄂医
疗队成员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院长乔杰，代表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院长刘新民、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院长姜保国，激动地汇报着
胜利的消息。

今天15时，北大医学405名
援鄂抗疫战士，满载感动与收
获，在武汉战疫72天后，与北京
医院援鄂医疗队成员一同乘坐专
机平安返京。国家有关部门和北
京市、北京大学有关负责人专程
赴机场迎接。首都国际机场以民
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的方
式，迎接英雄凯旋。

白衣执甲，持续奋战，是
400多名北大医学援鄂医疗队医
护人员执着的坚守。在鄂期间，
他们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独立接管3个病区，管理病床
150 张，累计收治危重症患者
316人。

在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日子
里，在媒体的视野里，他们是身
着厚重防护服紧张忙碌的身影，

是透过布满水蒸气的护目镜的坚
定目光，是通宵达旦不吃不喝奋
战后湿透的衣背，是满布深深压
痕的疲倦容颜。或许我们看不清
他们是谁，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
是为了谁。

“两个多月来在疫情最危险、
任务最艰巨、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你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舍生忘死，与死神赛跑，与病魔
搏斗，抢救了众多患者生命，为
打赢武汉保卫战作出重要贡献。
你们用赤子之心和爱国情怀续写
了北大爱国进步的英雄篇章，你
们的英雄事迹必将载入史册。”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向医疗
队成员致以崇高敬意。

“我们承担了危险、面临了考
验；我们收获了赞誉、获得了成
熟。”乔杰表示，在这个过程中，

“50后”“60后”“70后”无惧无
畏、勇毅前行、奋战一线，“80
后”“90后”茁壮成长、堪当大
任、不辱使命。“回家的感觉真
好！希望大家早日结束隔离，重
返医疗岗位，我们期待着能够摘
下口罩和你们握手拥抱！”

72天,400余人，北大援鄂医疗队凯旋

▲北大医学援鄂医疗队乘坐专机抵达北京。
▶迎接英雄凯旋。

北京大学医学部 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2020年，河北省高校预计毕业
生40.9万人，受经济下行压力
增大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
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日
前，河北专门下发通知，明确
提出各地各高校要强化服务保
障，精准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
扶。

河北要求，各地各高校要
精准摸排，准确掌握建档立卡
家庭经济困难、少数民族、身
体残疾等特殊群体毕业生的就
业进展情况。建立就业帮扶工
作台账，通过开展个性化辅
导、发放求职补贴、开展技能
培训和优先推荐岗位等方式，

对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实施
“一对一”就业服务，真正做到
精准帮扶。特别关心湖北籍学
生，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举
措，确保湖北籍毕业生就业率
不低于学校的总体水平。

河北提出，将适当延长理
工医等类别研究生毕业答辩、
学位审核时间和次数，对湖北
籍尤其是武汉籍学生单独制定
政策。适当延长毕业生择业时
间，对离校暂未落实就业单位
的毕业生，可将户口、档案在
学校保留两年。引导用人单位
推迟面试和录取时间，严禁发
布针对湖北籍学生的限制性招
聘信息。

河北帮扶毕业生重点群体就业
建立帮扶工作台账 实施“一对一”服务

刘廷贵带着6名学生在院子里学习。 罗红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