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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医务人员、社区
保安、环卫工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他们
都留下了最美瞬间。杭州高中生蒋昕昀用自
己的镜头悉心捕捉，并制作成一部双语纪录
片 《“00后”高中生的杭州抗疫日记》。近期
该纪录片被国内外媒体转发后，累计关注人
数超过百万。

蒋昕昀是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二学生，出
生于 2003 年非典时期。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打乱了她所有的寒假计划。2 月中旬，她偶然
看到新华社“站在一起，抗击疫情”主题视
频征集展示活动，便萌生了制作微视频的念
头。“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有志愿者的身影，
满腔热情的他们是我拍摄、制作这部微视频
的最大原动力。”蒋昕昀说。

从腊月二十九开始，蒋昕昀每天都拍上
几张，不出门的日子就透过窗户白天拍拍路
上的快递小哥、清洁工，晚上拍拍对面的万
家灯火。这样不间断地拍了大约两个月。蒋
昕昀回忆说，许多照片都是随手拍的，并没
有刻意采访，包括一些不认识的路人、风中
执勤的工作人员和空无一人的公交车。

蒋昕昀印象最深的，是给外公外婆拍的
一组照片。外公外婆住的小区有一位 80 多岁
的李奶奶，平时就是独居的空巢老人。春节
期间，女儿在外地没有回杭州。疫情发生
后，李奶奶不敢出门，连窗户都不太敢开。
蒋昕昀的外婆每两天去一次菜场，每次去之
前都隔着一楼的窗户问李奶奶想吃什么菜，
然后买来送过去。那天，刚好外公出门去做
党员志愿者，外婆去给送菜，蒋昕昀就跟着
一起下楼，拍下了外公做志愿者、外婆送菜
的两张照片。“当时风挺大，看到外公、外婆
的白发在风里飘，我心里挺感动的。”

素材越来越多，但视频制作是个技术活。
蒋昕昀通过上网自学和请教身边的专家，将选
用的图片按时间轴排序，进行素描滤镜美化，
配音配乐。中文版视频上传后，马上被新华社
客户端推出，一天时间点击量过百万。

“当时，外媒对中国抗疫做法褒贬不一，
而我的真实感受就是中国战胜疫情的能量不在别处，就在千千万万个‘我
们’身上。于是，就用英语再完成一版配音，希望全世界都能了解中国人民
的担当与智慧。”蒋昕昀说，英文版本被中国日报客户端和海外推特同步推
出，为中国点赞的国外网友也越来越多。

2 月 17 日，杭州解封，蒋昕昀用镜头和配音记录下这特别的时刻：这是杭
州大面积复工的第一天，一大早我就吃到了南方大肉包，味道实在太赞了！

除了用镜头记录外，蒋昕昀还用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助力。她把一部分
压岁钱通过校友会捐给了武汉疫区，买了 1050 只口罩捐给了学校医务室。
最近，她又牵头组织了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艺术
疗愈活动，参与了中国—肯尼亚防疫合作公益活
动等。

“镜头没有停下，我会继续当一个见证者，
一个记录者，一个诉说者。”蒋昕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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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于开学时间延迟，长时
间居家学习让部分学生、家长产生了
焦躁情绪，针对相关问题，山东省寿
光市教体局想家长之所想、急家长之
所急，下发了 《关于“千名教师访万
家”工作的通知》，要求学校面向所
有学生集中开展一次家访活动，立足

“统筹部署+一校一策”“线上交流+
线下入户”“访前准备+访后跟进”

“学习指导+心理关爱”等“四+”开
展有效家访，架起了家校连心桥。

统筹部署+一校一策
寿光世纪教育集团针对学校生源

分散的特点，采取“三问两指导一重
点”方式。问学生及家人的身体健
康，问学生居家在线学习情况，问居
家活动轨迹；对学生居家学习生活和
疫情防护知识技能进行指导，并重点
对学生焦虑情绪进行疏导，教给学生
和家长亲子交流、调适心理的小妙
招。

寿光市纪台一中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提出 6 项规范：上门不进门，进
门须许可；精准备课，一生一策；既
与家长沟通，也与学生交流；提前规

划家访路线，提前联系家长；态度温
和，不带着情绪与家长交流；形成总
结，有针对性地进行跟踪教育，真正把
家长当成促进学生成长的合伙人。

线上交流+线下入户
学校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多种

方式开展线上家访，并对部分有特殊需
求的学生开展上门家访，切实解决了学
生家庭的实际困难。

寿光现代明德学校自 1 月 17 日开
始先后 4 次开展家访，前 3 次为线上家
访，主要针对学生假期成长、远程学习
硬件设备和远程学习情况与家长进行沟
通，了解家长需求。从 3 月 10 日开
始，学校对有特殊需求的321名学生开
展一对一上门家访，深层次了解家长需
求，解决家长难题。

“实地家访让我感受到了线上交流
所达不到的效果。”寿光二中教师李淑
刚对入户家访深有感触。李淑刚班内有
一名叫洋洋的学生，在居家学习中出现
了长时间不在线、不上交作业甚至与家
长发生冲突的现象。李淑刚征得家长同
意后决定入户家访，经过耐心交流疏
导，洋洋终于打开心结，学习效率迅速

提升。

访前准备+访后跟进
为确保家访实效，寿光市教体局提

出“三个必须”，必须做到访前精准备
课，必须访后跟进反馈，必须通过家访
发现真问题、解决真困难。

寿光市双王城牛头初中是一所农村
初中，学校在家访前，对毕业班179名
学生从线上学习状况、心理状态、家庭
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级部全体教师
按村包靠，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学习和生
活指导，尤其是对特殊家庭子女进行了
特别关注。

“由于我们家特殊情况，辉辉通过
普通手机网上学习存在一些不便之处。
老师家访了解情况后，给我们送来了崭
新的平板电脑和流量卡，帮助我们解决
了各种问题。”3 月 20 日，寿光市教体
局收到一位家长的感谢信。据了解，这
封感谢信是寿光一中高三学生辉辉的大
伯写的。因家庭变故，辉辉一直跟随大
伯生活，线上学习条件严重不足，寿光
市教体局了解情况后，组织人员对其资
助了一台平板电脑和 70G 流量卡，并
向他详细解读了大学教育阶段的国家资

助政策。截至目前，寿光市教体局已经
对排查出的 36 名家庭困难学生进行了
资助。

学习指导+心理关爱
“长时间的居家学习带给孩子和家

长的不仅仅是学习和陪读的劳累，更有
心理上的焦躁不安。我们在家访中把线
上教学指导和家长学生负面情绪疏导作
为重点，引导家长学生共成长。”寿光
市教体局局长韩效启说。

寿光市稻田镇田马中学组织教师编
写 了 《“ 停 课 不 停 学 ” 家 校 沟 通 手
册》，将防控知识、学习方法、沟通技
巧等7个方面的内容蕴含其中，教师家
访时亲手交给家长，弥补了单纯口头交
流的不足。

针对家访中家长和学生反映比较集
中的问题，寿光市教体局邀请心理咨询
专家录制了两期微讲座，引导学生胸有
大志自律自强，引导家长用心陪伴智慧
沟通，微讲座通过电视台、微信等多渠
道进行了推送。网友“一览众山小”
说：“老师的讲座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我要听从老师的建议，做个孩子喜欢的
家长。”

长时间居家学习让部分学生、家长产生了焦躁情绪——

寿光“四+”家访架设家校连心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隋艳玲 董清林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通讯
员 陈凌）“在方舱医院从事志愿
服务的日子，是我生命历程中一段
刻骨铭心的记忆！”卡地尔丁·艾
合买提说。近日，湖北工业大学
600 多个本科班级近 2 万名学生通
过视频的方式，开启了一堂特殊时
期具有特殊意义的“战疫共鸣”线
上主题班会，分享抗疫经历和感
受，讨论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卡地尔丁·艾合买提是湖北工
业大学理学院学生，自 2 月 5 日
起，他在武汉市江汉区武汉国际会
展中心的方舱医院外围维护交通秩
序，每天工作12小时。“我不是医
护人员，上不了前线，但我可以做
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提及当志愿
者的日子，卡地尔丁很激动，“这
段经历将激励我珍惜生命，努力求

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了把班会开到学生心坎上，湖

北工业大学专门召开辅导员、班导师
线上沙龙。校党委学生工作部与各学
院党委、党总支联合对全校班会主持
人进行了线上动员培训、集体备课，
设计话题，收集素材，制作视频，引
导学生从身边的战疫故事中汲取成长
养分。

学生们畅谈抗疫事迹感受、疫情
对专业学习启示、新时代劳动精神、危
险防控意识、青年担当与责任，发生在
身边的抗疫故事是最好的讨论素材。

湖北工业大学副校长龚发云表
示，学校在特殊时期举行主题班会，
希望能借此机会引导学生，学会全面
观察，深度思考，明辨是非，在人生
的曲折中把握航向不坠斗志，在实现
中国梦的道路上，更加砥砺前行。

湖北工业大学：

两万学生线上分享抗疫感受

老教师守护
忠魂半世纪

4 月 1 日清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阜溪街道龙山村 80 岁退休老教师蔡
永法，从家里出发，步行 20 多分钟，来到
有 18 位新四军牺牲战士安息的龙山茶
山岭烈士陵园，进行修剪枝叶、擦拭碑牌
及清扫地面等工作。至此，蔡永法已无
怨无悔义务守护烈士陵园达半个多世
纪，先后为到陵园祭奠英烈的人们讲解
先烈的英雄事迹 10 多万次。图为蔡永
法在烈士墓前献花祭奠。 小绍兴 摄

“目前，湖北宜昌已经连续十几
天没有新增病例了，正常的生活、生
产都在逐步恢复。”已经签约中冶南
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015
级博士生许晓明，疫情期间一边居家
隔离忙学术，一边时刻关注疫情防
控。

面对突发疫情，国家强大的组织
能力和动员能力让许晓明感触颇深，
在家乡他亲眼见证着“一省包一市”
的互助力量，也期盼着疫情结束后，
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武汉的经济复
苏出一份力，“我签约的单位主要做
一些环境治理方面的工作，和医院生
产的医疗废物处理问题可能挂钩”。

当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而来时,一

座座深陷疫情的城市里，会聚而来的志
愿者、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以血肉之
躯筑起了抗击疫情的重重“城墙”。当
英雄的城市渐渐复苏，呼唤着新鲜血液
重新注入它的肌体，一股蓬勃的青春力
量，以“90 后”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选择武汉作为人生下一站，共同为这座
英雄的城市按下“重启键”。

“都说‘90 后’是在改革开放的
‘蜜罐’里面成长的一代，是没有经历
过风雨、在温室里面成长的一代，但我
们也是愿意创造机会磨炼自己、提升自
己的一代。”许晓明始终坚信，在科教
兴国战略、中国制造 2025 的背景下，
快速发展的高科技领域将会成为“90
后”绽放光芒的舞台。

“我们正处于人生中最有活力的岁

月，可能刚刚或者马上就要进入各自的
工作岗位。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是
有远大理想的一代、是有家国情怀的一
代，也是能担当大任的一代。”与许晓
明同为“90 后”党员，北京大学物理
学院 2015 级博士生祁卫选择了位于武
汉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七研
究所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

1月19日回到家乡湖北黄冈过春节
的祁卫，作为物理学院凝聚态博士生第
一党支部书记，一边居家隔离，一边积
极关注支部成员的身体健康情况，为毕
业班的同学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更加坚定了武汉
就业的决心，因为他看到了团结的力
量，相信经历了这次疫情的考验，武
汉、湖北，都会强势归来。

北京大学两名学生党员就业时选择签约武汉——

青春的选择无惧风雨
本报记者 柴葳 通讯员 杨轶佳 邱放

（上接第一版） 细心的刘廷贵把 6
名学生按区域划分，每人相隔一米
多，且戴上口罩，互不影响。就这
样，刘廷贵的“农家课堂”在王佳
伟家开课了。

自此，每天早上，在二郎乡王
沟社王佳伟和王嘉豪兄弟俩家的院
子里，人们都会看到一位清瘦的老
人和 6 名小学生学习的身影。琅琅
的读书声响彻大山，成为小山村一
道亮丽的风景。

忙着线上和线下教学的同时，刘
廷贵又从10多公里外的学区领取了
配发的喷雾器、消毒液以及防护服等
用品，利用空闲时间，带着干粮，步行
到学校，对每个角落都进行了仔细的
消毒。“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
孩子走出大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现在，疫情虽然暂时阻挡了孩子
们上学的脚步，但不能阻挡他们学习
求知的心，我会继续为孩子们坚守线
上和线下课堂。”刘廷贵说。

托起大山的希望

在大山深处的教育战线上，刘
廷贵已度过了 36 年。这期间，为

了教好学生，他晚上拿起书本学习，
把不懂的问题细心记在本子上，随身
携带，每次利用去学区开会的机会虚
心请教别的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业
务能力。他的课堂总是幽默风趣、形
象生动，深受学生喜欢。他还利用休
息时间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地进行家
访，给辍学的学生和家长做工作，给
成绩差的孩子辅导⋯⋯身影遍布二郎
乡的各个山头。

在刘廷贵的默默坚守和辛勤努力
下，严河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巩固
率、毕业率均达到 100%，教学质量
在山区历次统考中均名列前茅。迄今
为止，这所普通的农村小学输送出近
千名学生，有的接过了他手中的“粉
笔”，也选择坚守在偏僻的山村里，
帮助更多农村孩子实现人生梦想。

大山里的山桃花都开了，寂静的
大地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色彩。

在深山学校的 36 年里，刘廷贵
曾无数次地遇到过挑战，他都迎难而
上，坚持下来。如今，疫情带来的挑
战前所未有，他仍然坚持行走在办学
的道路上。正如他所说：“条件再艰
苦，我也不会让孩子们耽误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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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学复学不用跑、费用收缴网上
办、学历证明电子化、域外返程线上
办、资助办理精准化⋯⋯疫情期间，
为让群众办事更顺心、体验更舒心，
浙江衢州进一步深化教育服务领域

“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推进“零
跑腿”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

“目前尚未有明确开学时间表，
咨询电话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个。”衢
州开化县教育局教育科楼红良介绍，
通过耐心沟通，来电的家长普遍能够
降低焦虑，并且对线上缴费等给予肯
定。开化县教育局已线上办理网上学

历证明 5 人，学籍转入 4 人、转出 2
人，复学办理2人，休学办结1人。

每年 2 月是衢州江山市新生入学户
籍迁移的截止时间，因疫情原因，市行
政服务中心暂停了户籍线下办理。江山
市教育局引导群众通过江山教育微信公
众号进行网上预登记，并且专门设立业
务咨询专线，解答群众的招生咨询工
作。疫情期间已预约了202人，确保了
疫情防控和服务民生两不误。

衢州还简化了学生资助的申请材料
和申请程序，实行家长网上提交申请以
及相关材料，做到学生资助办理不见

面、零跑腿，通过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
两级网上审核办理，精准资助到每位困
难学生。

在衢州龙游县有一支“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信息技术团队”，团队成员从 1
月 26 日开始，每天奋战 10 多个小时，
建立了疫情大数据中心，自主研发师生
防疫排查系统，将原有的纸质报表电子
化处理。每日师生健康状况、是否在
龙、流动情况等排查数据一键上报，系
统后台对数据自动汇总、分析、筛选，
以图表的形式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了
防疫数据的精准采集和动态管理，切实

解决了教育系统师生人数多、地域分布
广、排查困难的问题。

“云上网课”开始之初，衢州常山县
教育局就以邮递方式将教材送至每位学
生家中，组织全县“名优”教师精细研究

“线上教学”学期，联合广电集团、移动、
电信、联通等单位精心打造“学习时间同
步化、学习内容多样化、播放方式多样
化、辅导方式个性化”的智慧教学模式，
学生在家只需用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等
终端设备，就可以通过“直播+重播+点
播”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实现
了“线上教学”全覆盖。

浙江衢州深化教育服务改革，费用收缴网上办、学历证明电子化——

疫情期间“零跑腿”教育事项“掌上办”
本报记者 王家源 通讯员 周冰岚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日前，记
者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河南省第二批
援疆支教计划教师已于 3 月 29 日、30
日分两批进疆，现已安全抵达。249 名
教师正式开启对口支援哈密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援疆支教工作。

进疆前，河南省教育厅以视频形
式,采取观看教学视频、在线直播互
动、视频会议等方式，召开援疆支教教
师培训动员会。通过培训动员会，援疆
教师初步了解了援疆的意义及新疆的教
育状况，掌握了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疏
导方法，强化了教书育人的职业意识。

河南各省辖市教育局为援疆教师进
行了全面体检、准备好口罩等必备防疫
物品，安排专车护送援疆教师到郑州车
站。省教育厅认真落实援疆教师个人和
家属健康状况日报告制度，全面摸排每
一名援疆教师及家人健康状况、近 14
天湖北和境外旅居史、病例接触史、隔
离情况及目前所在地等，并做好核查筛
查等相关工作，切实把好安全关，确保
每一名援疆教师健康顺利准时进疆。

河南省教育厅还联系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该集团通过加挂车
厢，以列车“专包”的方式运送，主动
对接票务具体事项，全程为教师们提供
途中配餐服务，为援疆教师进站开辟

“绿色通道”。

河南249名教师
赴疆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