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沙河市的货车师傅李金斗， 从 1
月 30 日开始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帮助相关
机构运输防疫物资到湖北疫区。 2月底，在
外奔波了一个月的李金斗有些疲惫， 便提
前告知沙河市防疫部门， 请求安排场所进
行隔离。 沙河市防疫部门根据该市的防疫
规定，对李金斗作出了“劝返”的处理。

（3 月 4 日《新京报》）
又到 3 月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今年学

习雷锋，意义尤为不同，在这场全民战“疫”
的过程中， 涌现出了无数无处不在的凡人
善举，践行着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在感动和赞扬的同时， 关于驰援湖北
志愿者、建设者在返乡后遭“嫌弃”、被“指
责”、要“劝返”的情况也时常听闻。 本地刚
性地执行本地防疫制度要求， 似乎没啥错
误，但却让人如鲠在喉。

莫让志愿者寒心。温暖抗疫志愿者，需
要制度和民众的双重认可。 需要政府将群
众善行义举纳入表彰鼓励的制度认可范

畴，需要民众为善行义举发出赞扬驰援之声，让善行
义举者听见看见，得到应有尊重和正确对待。

温暖抗疫志愿者， 需要不断加强改进社会治理
水平。新时代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疫情防控是
对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次检验，要将“返乡
的抗疫志愿者”纳入科学决策、精准施策范畴。

疫情打破家庭教育的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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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正陆续迎来一波开学潮。 3
月 9 日， 青海第一批高中、 中职迎来开
学。 贵州已经宣布，初三、高三将于 3 月
16日开学。山西、甘肃、广西，可能也会陆
续在三月底开学。

（3 月 13 日 人民网）
这些地区的确诊病例都不多。 以已

经部分开学的青海为例， 该省开学的依
据是，连续 20 天都是“低风险”。 我们大
概能推算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 如果一
个省连续 20 天确诊病例做到“0”新增，
就基本上达到了开学标准。

相信在三月底或四月初， 全国大部
分地区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开学的顺序，
应该是高三、初三先开学，因为面临着中
考和高考，如果开学太晚，就要做出升学
考试是否延迟的决定。 不管是家长还是
同学，面临升学考试都更加焦虑和紧张，

也应该先考虑他们的需求。
不过， 北京和上海在近日都否认了

“3 月 16 日全部正常化”的传言，这两地
对开学的态度都更加谨慎。 主要的原因
在于，返城务工人员陆续抵达，作为重要
的国际交流中心， 又面临着国外游客入
境带来的输入性风险。 可以预计，北京和
上海对明确开学时间的问题会十分谨
慎。

现在的问题在于，国外的疫情愈演愈
烈。意大利、伊朗和美国的疫情愈发严重，
在东亚，日本疫情得到了一些控制，但韩
国的确诊病例仍增长较快。这些国家和中
国的往来都比较频繁，也为中国的防控工
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以预计，即便
国内病例在 20 天内零新增， 确诊患者全
部出院，全球范围的疫情还要持续相当长
时间。 或许我们还是不得不接受一个现

实，一边复工、开学，一边在口岸严加防控
输入性病例。 可以预计，未来风险较大的
区域，恰恰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
市。

目前，山东省出台了一个文件，对学
校复课提出了非常具体而严格的要求，
包括建设各种规章制度。 这确实是一个
新课题，学校建立相关制度，提高防范疾
病意识也是应该的， 但是学校是否能正
常教学， 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取决于学校
内部，而是社会的整体环境。

相比国内轰轰烈烈的防疫，防范输
入性病例更像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
媒体的关注会减少 ， 但防范工作却又
一刻都不能松懈。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
种新的考验 ，它和学校关系不大 ，但是
又在根本上决定着孩子们是否能够正
常上学。

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 都必须面对
今年的一个新特点。 有史以来，中国第一
次大面积采用网课这种教学方法。 在开
学之后，需要重新评估网课的效果。 已经
讲授过的内容，是否还需要重新讲授，网
课对孩子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 可能每
个学校都是不同的。 今年的初三和高三
学生是特殊的一届， 他们比学长学姐们
更为忐忑， 因为不知道网课是否影响了
自己的成绩。 我们也希望多数学生的成
绩不会受疫情影响， 能顺利走过这段特
殊时期。 面对未知的考验，我们需要齐心
协力，共克时艰。

大规模复课将至 新的考验开始了
□ 张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小学生们也迎来了有生以来最长
的“寒假”。 在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家长不仅需要照顾孩子的
生活起居，还需要为孩子的日常教育殚精竭虑，如何帮助家长
更好地胜任家庭教育职责？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关心的热点问
题。在一段时间内，疫情打破了家庭教育的舒适区，迫使学校从
教育中淡出，而家庭教育从幕后走到台前，让学生成长更多地
变成监护人和学生自己的事情。

刘坚 刘启蒙

3 月 9 日下午，由教育
部社会科学司和人民网共
同举办的“全国大学生同上
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
火了！ 数据统计，当日共有
5027.8 万人次观看了在线
直播，相关网站、客户端、社
交媒体访问量达 1.25 亿人
次。 3 月 9 日直播结束至 3
月 10 日 16：00， 累计回放
点播量高达 3467.7 万。 备
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
级”网课，成了带给千万大
学生的一堂不折不扣的“思
政金课”！

（3 月 12 日 澎湃新闻）
有人说 ， 这堂课真励

志。 “这四十多天的疫情防
控的每一节点，党中央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保障人民群众最
大最紧迫的生命权、健康权，这就是马
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最好诠释。 ”清华
大学艾四林教授 《在抗疫中深化理论
认识》中侃侃而谈。

有人说，这堂课挺解渴。这堂大课
上，中央财经大学冯秀军教授这位“95
后” 青年家长声情并茂讲述了两个故
事。其一，长征中一个团的红军战士拼
死挡住敌人的进攻，为的是抢时间，等
待一个婴儿的新生 。 其二 ， 出生于
1992 年的护士李宗育，第一时间递交
了抗疫请战书。 故事跨越 85 载，不同
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家国情！讲台上的
她泪光盈盈， 电脑前的听众也为之动
容。

无疑， 这样的讲解把精深的思想
讲得深入浅出， 把宏大的理论讲得有
滋有味，以理服人，不说教不灌输，干
货满满，充满了缜密深邃的学理分析，
使“有意义”的事变得“有意思”。 他们
倾力打造的特殊课堂， 把应对疫情之
机、 决战疫情之策的理论与实践生动
有机地结合，让思政课已经“燃起来”
“活起来”。 难怪有大学生兴奋地说，
“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名校大牌教授的
讲课，过瘾啊！ 盼着今后还有……”

正值春水初生、春林初盛的季节。
愿“这堂思政大课”如同缕缕春风，把
“学校办好思政课、 教师教好思政课、
学生学好思政课” 的宏大愿景吹得更
为绿意盎然更加生机无限。

在旁人眼中， 作为业内知名
人士， 深圳市如意小学副校长胡
红梅， 是全国儿童公益阅读领域
的领头人。然而近日，这名曾经被
评价为“读书量大、 从教经验丰
富、非常勤奋”的“儿童阅读推广
人”，却因为涉嫌抄袭、学术不端，
几乎在一夜之间跌下神坛。

（3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
广东省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

赛一等奖、 感动深圳教育年度人
物、 深圳十大全民阅读推广人、
“阅读改变中国”年度十大点灯人
……这一个个头衔， 无不彰显着
胡红梅在教育与阅读推广领域的
“非凡成就”。 与此同时，她在个人
著作中为各个年级学生开具的儿
童阅读书单， 也在师生与家长群
体里广受好评。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
红梅的多本著作， 竟然都是抄袭

之作。 2 月 23 日，作家陈迅喆在
朋友圈发文， 直指胡红梅抄袭其
作品， 随即掀起了一场针对胡红
梅的“打假热潮”。通过比对，人们
发现， 胡红梅分别抄袭了多部由
他人编著的图书。 在一系列铁证
面前， 深圳龙岗区教育局对胡红
梅作出了严厉处分。

抄袭与学术不端， 本质上是
一种欺骗，也是一种偷盗。对于一
个靠偷盗与拼贴完成创作， 并以
此换取名声、 金钱与成就的作家
而言，用“欺世盗名”形容其学术
不端行为可谓毫不过分。

因“学术不端”毁于一旦的名
人之中，胡红梅既不是第一个，也
不会是最后一个。对于抄袭、学术
不端这样的行为， 社会只有采取
“零容忍 ”的态度 ，才对得起 “公
平”二字，才不辜负那些本分、诚
实、用心的人。

当下，有的省份还未正式开学复课，有的省份
则进入“网络开学”阶段。 面对“加长版”的假期，有
必要改变一些地区防疫期间中小学生的学习模式，
增加居家劳动实践内容，注重网上学习与居家劳动
实践有机结合。 （3 月 13 日《人民日报》）

在这一特殊时期，学生从居家的现实生活情境
出发，充分利用家庭的既有资源，进行适量、适合的
居家劳动实践，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
适当的居家劳动，学生可以放松心情，获得包括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在内的个人卫生知识，建立良
好的家务劳动习惯，培育劳动精神。

劳动处处有学问，要注意启示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和方法进行安全劳动、创造劳动，以促进体脑结
合、知行合一、身心和谐。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
造。 ”居家学习期间，倡导中小学生基于家庭环境，
结合疫情防控知识学习和实施要求，进行力所能及
的居家劳动实践， 既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增
强防疫抗病能力，又能培养美德，塑造习惯。这对于
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来说，不仅重要，而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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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跌下神坛 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 杨鑫宇

居家劳动也是一种教育
□ 顾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