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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周刊
关注区域改革 推动创新发展

多年级复学进入倒计时,学校疫情防控面临新的严峻形势

复学后，校园安全要过几道关
李廷洲 吴晶 黄驿斐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
全国多地降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响应级别，中小学即将迎来
多个年级的开学复课。截至4月10
日，全国除湖北外,各省份均已明确
了开学时间，新疆、贵州、宁夏、
云南等省区的初三、高三年级已经
开学。

中小学校具有人员密集、学生
社会关系广泛等特点，是疫情蔓延
的高危区域。多年级学生复学后，
学校将面临更加严峻的防疫形势。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梳理查找学
校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并提前做出
规划和有效方案，防止校园安全事
件集中爆发。

高危风险点在哪

（一）校门口、教学楼、食堂、
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感染风险

上学放学时段造成社会人群高
度集中，增加感染风险。接送学生
的人群涵盖父母、老人、保姆等，
健康情况难以辨别，增加交叉感染
机会。学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
学时，易与社会流动人群近距离接
触，增加传染风险。

教室、食堂、宿舍等重点区域
的防控压力大。教室面积可能无法
满足学生隔位而坐、保持1米以上
的距离，且不一定配备空气净化设
施。就餐过程中存在交叉感染风
险。寄宿制学校宿舍之间的串门、
物品交换、交流学习现象较普遍，
亦存在感染风险。

在学校人员密集场所使用消毒
产品存在安全隐患。酒精等防疫物
资属于易燃易爆品，若储存和使用
不当，容易引发火灾。消毒剂若使
用不当，容易弥漫刺激性气味。

（二）学生、家长、教师、学校
医务人员的防疫知识和技能须提高

中小学生的卫生习惯尚在养成
阶段，特别是低年级学生，自觉性
较差，增加学校防疫压力。学生家
长的健康素养可能不高，难以对高
发传染病做出准确判断。

教师是学校防疫工作的主力
军，但多数不具备卫生专业背景，
影响其在防疫工作中的表现。比
如，教职工对消毒方法、选用试
剂、剂量、使用注意事项等不了
解，易造成盲目消毒，严重者会出
现双手红肿、皮肤烧伤和物品腐蚀
等现象。

中小学卫生室医务人员的专业
能力面临挑战。校园医务卫生人员
日常工作侧重学生健康状况监测、
健康教育、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培
养及改善学校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
条件等，针对新冠肺炎等突发传染
病，其专业防控能力和水平有待加
强。

（三）防疫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
存在隐患

复学后，会产生巨大的防疫物
资需求。口罩、测温枪、消毒水、
医用酒精、洗手液等防控物资采购
都将面临较大的供应压力和经费压
力。“非典”期间学校购买防疫物资
多是用其他款项或争取社会力量投

资，而且即使有资金也很难及时购
买到防控用品。

另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
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此等规模的疫情防控工作对于
国家尚属首次，中小学校更是缺少
相应级别的应急演练，教职员工应
对此类突发事件的经验能力不足。

教育部门可以做些什么

全力保障学校防控物资供应。
由地方政府协调相关生产企业及有
关部门，统一统筹防控物资，为学
校疫情防控提供足够的物资保障。

保障足够的口罩供应。如杭州
市采用“政府协调、企业合作”模
式，借力网站平台向学生出售平价
口罩，复课学生填写学生信息后即
可购买，每只仅1.3元。

合理储存并使用酒精、含酒精
的消毒液等易燃易爆品。如鄂尔多
斯市伊金霍洛旗多渠道筹备消毒液
13.3 吨、手持红外体温计200个、
手部消毒机 300 台、喷雾器 110
个，并发放至各学校，为开学做好
充分准备。

开展师生信息全面摸排工作。
完全掌握学生和教职工的流动、健
康状况等信息。正式开学前，提前
进行师生健康建档立卡排查，要求
每人开学前填报并上交个人健康
卡，还要做到及时更新。联合社区
做好学生、教师的居住史、旅行

史、接触史排查。开学后，对教
师、学生的日常行程做到每日登记。

严格管控校门。校外无关人员
一律不准进校门，师生进入校门一
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如宁波市
北仑教育局通过搭建集“人脸识
别+热成像+实时监测”三功能于一
体的立体长效校园安全监测网，实
现师生、家长进出校门健康码识
别、人脸识别和体温检测同步完
成，监测数据实时录入校园疫情防
控监测平台，切实保障复学后师生
的健康安全。

学校自查、督学督查、上级抽
查相结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对
潜在风险进行了梳理归类，从组织
领导、校园安全工作、返校师生健
康服务管理、教育教学组织等4个
方面，列举22条问题清单，及时印
发各地，要求各地进一步压实工作
责任，细化工作措施，逐项落实整
改，进一步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和教
育教学工作。

相关人员如何培训

对学生，要加强健康、餐饮、
交通等方面的教育，促使其养成戴
口罩、勤洗手、文明打喷嚏等良好
卫生习惯。

对家长，要编制传染病防控的
家长指导手册，开展家长健康知识
普及和健康知识教育活动，普及传
染病识别和防控知识，提升家长的
传染病防治素养。

对教职员工，可邀请医疗机构

和疾控部门的专业人员进驻学校，
对教职工进行卫生知识、防疫技能
的培训。规范消毒、测温流程，熟
练掌握防疫工作必需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帮助完
善疫情处置预案。

对学校医务人员，要开展专题
培训，内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的防
控要点、规范流程、潜在风险点
等。统一规范校园防疫一线医务人
员的工作流程，提升校园一线医务
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如天津市组织
市、区疾控中心制定标准统一的疫
情防控培训资料，在开学前对全部
复课的学校进行疫情防控工作专题
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重点针对清
洁消毒、人员管理、健康监测、个
人防护等环节。

开学前做足应急演练。要充分
考虑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及处置方
案。开学前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疫情
应急处置演练，设计突发情况、查
漏补缺。在校门口、教学楼、食
堂、宿舍等容易人员聚集的区域，
设立隔离观察室。

一旦有学生或教职工在校期间
发生身体不适，立刻启动应急处置
机制。保证有专职人员负责、有空
间隔离疑似病人、有相关应急措施
跟进，并立即上报。如广州市荔湾
区在部分学校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演练，包括安全进入小区、错峰
列队入校、在校期间突发情况处
理、校园防疫消毒等演练项目。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家
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本期聚焦

此刻疫情的冰雪逐渐消融，春天的花朵
绽放校园。4月7日，我县初三、高三率先开
学复课，之后，其他年级同学将分批开学，师
生将回到久违的校园。这意味着，我们经历
了一段特殊寒假之后，再次整装出发。此时
此刻，我心里有许多话想对你们说。

请思考生命的意义
4月4日清明节，全国哀悼。我们致敬

英雄，致哀同胞，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牺
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回归久
违的校园，我们享受幸福，但我们要清醒地
认识到，幸福来之不易，是英烈和无数战士
守护了春天的花朵。

生命，是教育永远摆在第一位的。为了
迎接这次特殊的开学，我们做了开学复课全
真模拟演练。每天对校园进行消毒，还准备
了足够的疫情防控物资，目的是为了确保师
生健康安全。

珍贵的生命应该用来干什么？我真心地
希望广大师生，要活出生命的厚度与宽度。
作为老师，要坚定教育信仰，用情怀践行

“真干、苦干、拼命干”的江华教育精神，
拥抱更加璀璨的春天。开学后，不仅要传授
知识，还要关心学生、全心育人。面对大灾
大难，教育人应该思考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使
命。

作为学生，同学们要认真思考生命的意
义。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带头走向抗疫一
线，千千万万的逆行者不顾自身安危驰援武
汉，他们的选择给病人带来了希望，更鼓励
了我们。同学们，在这些动人的故事中，让
心灵进行一次透彻的洗礼，识透“生命的意
义”，远离庸俗与低俗，写出大写之人，创
造更加明亮的明天。

请重整拼搏的信心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因为疫情，寒假一

延再延。很多师生都因延迟开学，对即将到
来的中考或高考倍感焦虑，不少师生甚至失
去了拼搏的信心。如今，我们从虚拟的网络
世界回归宽敞明亮的教室，从网络的学习空
间回归了现实的知识殿堂，最重要的是重整
信心。请相信，春天对每名师生都是公平
的。唯有全力拼搏，才不辜负这个特殊的学
期。

老师要为学生上一堂重整信心的班会
课，点亮孩子的理想之灯，重启孩子们的人
生之船。老师可以开展一次课堂活动，让孩
子们从活动中重拾信心、放下焦虑。老师还
可以组织一次心灵对话，开怀大笑也罢，嚎
啕大哭也行。总而言之，要把心理的包袱放
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校园生活之中。

同学们，人生道路崎岖漫长，更隐藏着
无数的艰险。但我们不能畏惧害怕，而是要
定好人生目标，树立必胜的决心，为自己奋
力拼搏。这就是此次抗疫给我们最大的教
育。要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面对困难不灰
心，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直至取得成
功。

请勇敢地把握现在
度过了最漫长的寒假，我们回归美丽的

校园。虽然疫情的寒冰在慢慢消融，但我们
一刻都不能放松防控工作，在做好自我防护
的同时，也要全力投入教学和学习中。

请老师们尽快回到课堂教学实践的常态
中来。我们已从网上到网下，转换了教学的
媒介，要用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引领孩子，
为孩子们输入正能量，点燃他们的理想之
火，让课堂洋溢着春天的力量。要认真分析
调查学生在网上学习的效果，积极转换教学
方式与学习场景，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也
希望老师们树立全县一盘棋的思路，全面做
好封闭式管理的服务工作，为孩子们营造家
的温暖。

请同学们克服困难，换一种姿势前行。
要清楚地分析自己“站立的高度，坐下的稳
度”，设计最佳的学习路径，正确认知自己
的人生之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及时转变
学习方式，跟上老师的步伐，为自己的中
考、高考做冲刺。

疫情还没有结束。在这特殊时期，尽管
学校为大家做了充分的准备，我还是建议同
学们的书包里也要准备一些防疫用品，讲究
个人卫生，做好自我防护。

老师们、同学们，如今我们能拥抱春
天，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我
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工作机会，以更
加坚强感恩、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未来。

（唐孝任系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
局局长，阳锡叶、唐世日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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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教育学院实验
小学四年级3班内，班主任史江萍在给学生发放
午餐。

下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瞻德中
学学生在安全距离下排队进入学校。

新华社发

新疆：做足“功课”保安全

（上接第一版）
阿者科旅游公司对村内旅游经营

业态实行总体规划与管理，村民以文
化、梯田等形式入股，公司七成收入
用来给村民分红。为激励村民用心保
护核心景观，修复村内传统文脉，分
红机制与村落保护细则挂钩，传统民
居、梯田、居住、户籍分别占比
40%、30%、20%、10%。

以往村里旅游项目相对单一，部
分游客在村里转转、看看梯田就走了。
如何延长旅游产业链？保继刚团队因
地制宜，指导村民充分利用梯田等景
观，科学开发游客深度定制游项目。

阿者科旅游公司组织村民保护水
碾房、织布机等传统生产生活设施，
进行产品化开发。目前，阿者科村打
造了自然野趣、传统手工、哈尼文化
三大旅游“菜单”，推出织染布艺体
验、哈尼家访、梯田捉鱼等17种活
态文化体验活动。村民通过旅游项目
菜单式管理，让旅行团根据需求进行

“点单”，进行差异化竞争，吸引了很
多精品旅游团。

授之以渔，让产业持续
“自我造血”

“在村里旅游公司上班，每月能
领到1500元左右。每年种田也能收
入约6000元。更重要的是不耽误照
顾孩子和老人。”让阿者科村村民罗
美花倍感幸运的是，她现在不需外出
打工，过上了有家的地方有工作的生
活。

“阿者科计划”实施两年来，超
过10户农户返乡就业创业。中山大
学输血、造血并重，针对性进行技术
支援，对村民加强技能培训。目前，
中山大学和旅游公司为12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村民提供了导游、织布技师
等岗位，帮他们脱贫。

为让农民口袋鼓起来，激发村民
脱贫致富内生动力，中山大学驻村团
队指导本地村民通过经营农家乐餐馆

等项目自主创业。为避免经营者低价
恶性竞争，驻村团队调研游客不同的
需求状况，规划好村内经营场所的数
量、类型。他们指导村民根据专长，
各自主打不同的方向、特色，增加村
内业态的多样性。目前，阿者科村中
已有5家餐馆、4家小卖部、一家土
特产店、一家服装店。

旅游产业成为“摇钱树”，帮阿
者科村摘掉了“穷帽”。目前，阿者
科旅游公司年创收60万元，村民直
接分红30万元，其中48户人家分到
5400多元。全村23户贫困户已全部
脱贫奔小康。

一流学科带火阿者科村

（上接第一版）
同时，合阳县从农业、教育、卫计

等部门遴选出148名政治素质高、文
化基础好、业务能力强的本土行业精
英，组建“优秀人才先锋服务队”，与

“三团”协同，定期开展行业专项服务，
提供技术指导和政策咨询，传帮带培
养本地人才，成为校地合作新引擎。

两年来，西农通过“三团一队”在
合阳县投入各类帮扶资金1000余万
元，引进帮扶资金8800万元。实施科
技项目52项，引进大樱桃、红薯、葡

萄、苹果、猪、羊等新品种120余个。
2300多人次赴合阳县开展定点扶贫
工作。通过进学校、下村镇培训基层干
部365名，培训贫困人口和专业技术
人员12000余人次。学校共购买贫困
地区农副产品1000余万元，帮助销售
贫困地区农产品4000万元以上。

“三团一队”发挥人才、科技优

势，围绕合阳当地主导产业，建立了
14个产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覆盖
全县12个乡镇，建成红提葡萄、大
樱桃、矮砧苹果等示范基地8000多
亩，吸纳贫困户2300多户，带动贫
困人口1万余人。合阳县业已形成1
万亩集中连片樱桃、2万亩红薯、10
万亩红提葡萄、20万亩苹果、30万

亩花椒、30万头生猪的优质农产品
产业布局。

“在县农业农村局半年的顶岗锻炼
经历，让我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毕生难忘。”翻开厚厚
的工作日记，“研究生助力团”成员、西
农经济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生胡广银
说，这里面记录着他在合阳县整整150

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获。寒假返校前，
胡广银专门赶到合阳县最偏远的百良
镇段家庄村探望了自己包联的3户贫
困户。聋哑人段武刚去年干活时摔伤了
胳膊，一直是他心头的牵挂。这届“研究
生助力团”任期已满，胡广银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继续留守，他想在这里完成自
己的博士论文。他说：“我的专业是农林
经济管理，我想沉下身去深入调研、研
究合阳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让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校地合作富了合阳农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