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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东山学校：

复学路上的一颗“定心丸”
本报记者

姚瑶

通讯员

刘志良

4 月 7 日晚 10 点，湘乡市东山学校高三班主任王赛英还没有回家。 她戴着口罩，提着小喷
雾器，在教室内外认真地喷洒 84 消毒液。 “现在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学生下晚自习后，班
主任要对教室把好最后一道关，保障学生有个安全放心的学习环境。 ”
随着湖南省各学校、各年级相继复课，沉寂了许久的校园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学生能否快
速适应学校生活？ 学校防疫措施是否到位，能否保障师生安全？ 近日，记者在湘乡市东山学校采
访时了解到，该校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教学质量，不仅在学生的上课下课、就餐就寝等环节
严加管控，而且有针对性地调整完善教学计划，为高三学子安心备考送上一颗“定心丸”。
学生入校门前接受体温检测。

科学精准防控疫情

“请同学们排好队，注意保持距离，
家长们请止步。 ”4 月 7 日早晨 8 时许，
湘乡市东山学校大门口便不时传来行李
箱滑轮滚动的声音， 前来报到的学子们
正在按秩序依次出示健康卡， 进行体温
检查、双手消毒、行李消毒。 校长付建华
及老师们在一旁热情地迎接， 为这场久
别的重逢增添了浓浓的暖意。
重返校园，又看见了熟悉的老师和
同学，大家虽戴着口罩，但眉眼处仍显
露出了笑意。 学校与两个月前相比，有
些不一样了。“祖国山河无恙，师生胜利
归来”的黑板报格外醒目，宣传疫情防
控和卫生常识的海报随处可见。 教室里
的课桌椅已经按照单人单桌的顺序排
好，上课时老师和同学们都需全程佩戴
口罩。 寝室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
道， 每个床铺标识了各种防控注意事
项， 宿管老师一遍遍地叮嘱要注意通
风、消毒……
513 班学生陈小康上午 9 点便到了

学校。 返校之前，家里人最担心的便是学
校的就餐问题，进入食堂后，他惊喜地发
现， 学校用纸板将原本可坐 8 人的长方
形餐桌隔成了 4 个座位，颇有点古代“入
京赶考”的感觉。“同学们虽然不能边吃
饭边聊天了， 但这样做有效避免了大家
正面接触，大家都很支持。 ”
“正式开学，不等于放松防疫。 学校
是人员密集场所， 疫情防控工作一点都
马虎不得。 ”付建华告诉记者。 东山学校
共有高三学子 1053 名，开学前，学校对
学生的身体状况和行动轨迹做了全面摸
排，同时进行了开学演练，制定了详细的
开学预案。 为了迎接学生返校，学校根据
需求备足了防疫物资， 并专门邀请专业
消杀团队对校园进行全覆盖、 无死角的
消杀工作。 同时，邀请了市疾控中心医生
来校对教职工进行疫情防控专业知识培
训，每天早晚组织大家对课桌、教室、餐
厅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工作， 确保校园
环境安全。
此外， 学校还设置了留观室和隔离

室，如果学生出现发热情况，便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
—先将发热学生送往隔离室
观察， 再迅速电话通知湘乡市疾控中心
以及学生家长，做好来校准备。 看到学校
的各项防控措施做得如此细致， 同学们
直呼
“很有安全感”。
稳扎稳打备战高考

距离高考不到三个月时间， 在做好
开学防控工作的同时， 东山中学把备战
高考摆在了工作的重要位置上。
“开学第一周，我们通过调查、作业
检查、评测、访谈、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
诊断线上教育教学效果。 建立并完善科
学评价体系， 分学科对每一个学生线上
学习情况建立学习档案， 使教师科学准
确把握学情，让教学符合学生学习、生活
实际。 ”该校高三年级组组长、副校长文
映生告诉记者。
523 班的班主任葛敏今年是第一次
带高三毕业班。 遭遇这样的“非常事
件”，乐观的她并不着急，反而认为“非
常时期的考验更加有利于学生抗压能

力的培养”。 在她看来，学习步入正轨，
首先要考虑纾解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恐惧以及对高考的焦虑。 于是，她在
班上首先进行了“战疫情迎高考”的主
题班课， 讲述各种抗疫故事的同时，引
导同学们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获
得成长的感悟和思想的淬炼。 平日里她
几乎全天候下沉到班级、 学生当中，与
学生面对面交流， 及时了解学生的学
习、生活动态。
针对学优生、临界生、学困生等不同
学生群体， 东山学校各班级在学生间建
立了一对一帮扶小组， 制订了不同的教
学方案， 为学困生、 临界生补短板促优
势，力争均衡发展。“最后的两个多月是
冲刺期，必须精耕细作、稳扎稳打。 ”文映
生说，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最近出版的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说明》， 学校将设立专题进行研究，
精选相关习题进行知识全面巩固提升，
让学生尽快调整好应试应考的状态，备
战高考。

浏阳市第一中学：

给高三学子的一份特殊礼物
本报记者 姚瑶 通讯员 王睿

语文教师彭晓珍为学生上直播课。
英语教师罗小凤在录课。

“
喂，是浏阳市一中吗？ 谢谢你们假期
里推出的网络视频课程， 很多学生看了以
后都表示针对性很强，对他们很有帮助！”4
月 7 日，浏阳市高三学子纷纷告别
“
宅”家
时光，开启久违的校园生活。 而在这一天，
浏阳市第一中学教学处主任谭应良却收到
了一通来自浏阳市电视台的感谢电话。
原来这个寒假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我省学校开学时间一再推迟，但高三
年级学生学习紧、任务重，学生、家长、老
师都很着急。 考虑到浏阳市有的学校教学
条件有限，缺乏录播设备，从 2 月 23 日
上午 8 点开始，浏阳市一中便将自己录制
的视频课程通过浏阳国安广电窗口向全
市高三学生定时推送，每天 10 节课程，内
容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等课程，有难题解答、知识点分析，还有习

题讲解。 9000 余名浏阳高三学子的“客
厅”教育时光就这样变得丰富起来。
时间退回到两个月前，湖南省教育厅
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校在疫情防控
延迟开学期间，在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基础上，通过电视、网络、移动终端等方
式搭建网络教育平台。“
当时长沙市配备
了统一的网络教学课程， 但是由于各地
区、各学校教学进度不一致，使用的配套
辅导材料有区别， 学生们一时间难以适
应，抱怨声也纷至沓来。 ”谭应良回忆道，
从 2 月 12 日起， 浏阳市一中便明确了以
自主录课为主的远程教学模式。
年过 50 岁的高三年级数学老师黎
湘对自己的第一堂网课记忆犹新。“
少了
与学生的互动， 平时要讲 40 分钟的内
容，录课时只用了 20 分钟就讲完了。 ”黎

湘说， 他的第一堂课被打回重录了 4 遍 件时，学校决定将自己的视频课程作为一
才符合要求。
份特别的礼物，送给全市所有高三学生。
第一次录制视频课， 教师钟兴明也
“浏阳市一中的视频课相当‘硬核’，
感觉
“
压力山大”。“
视频授课的主要难点 每分每秒都是满满的干货。 ”浏阳市电视
在于无法与学生互动， 我只能凭经验推 台工作人员熊涛说， 浏阳市一中的视频
测哪个知识点学生比较难懂， 哪个知识 课程一上线就受到了全市学子的青睐，
点对于学生比较易懂， 然后有针对性地 “每次发布课程表的微信链接，点击率都
进行讲解。 ”钟兴明说，录课之前，他会给 有好几千。 电视台还接到过好几通学生
学生布置预习作业， 让学生反馈知识难 家长打来的感谢电话。 ”
点，然后根据学生们的反馈备课。
据了解，截至目前，浏阳市一中共录
校长袁章军告诉记者， 浏阳市一中 制了视频课程上千堂，仅高三年级就超过
原本只有两间录播室， 为了满足录课需 了 500 堂。 虽然高三学子已经结束网课返
求， 在物流极其困难时期， 还是斥资 20 回校园，但浏阳市一中校长助理赖章武告
多万元，火速增装了 6 间录播室。
诉记者，浏阳市一中对于互联网环境下的
“
我们录制的视频课程比较系统，是 现代化教学手段探索并没有结束。
根据本校教学进度来设置的，教学环节也
“这两个月，我们利用难得的契机让
非常完整，有复习巩固、知识讲解，还有作 老师们掌握了网络教学手段， 搭建了网
业批改、学习考核。 针对一些比较难的知 络教学平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
识点，老师会专门找时间开直播课，如果 可以加大学校网络教学资源的储备，录
学生觉得这个知识点自己掌握了，就可以 制微视频，对经典的题型进行解答。 以后
不听，方式比较灵活。 ”谭应良对记者说， 学生在室外的终端设备上， 随时可以找
视频课程推出后， 大部分学生反馈良好， 到解题方法， 那样的校园是不是离智慧
这给了老师们莫大的鼓舞。 而在得知浏阳 校园更近一步了呢！ ”赖章武对学校未来
市其他一些学校不具备录制视频课的条 的智慧校园建设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