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红英）4 月 27
日下午， 宁远九小组织全校师生开展
以“食品安全教育” 为主题的班会活
动， 旨在增强师生食品安全意识和应
对风险的能力， 有效预防新冠肺炎及
春季传染病，为师生健康保驾护航。

班会课上， 各班围绕用餐安全、
购买食品注意事项、良好卫生习惯的
养成等方面就中小学生的生活展开。

各班主任组织学生学习《中小学生食
品安全知识》， 教学生从 SC 标识、生
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辨别安全合格
食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健康意识
和维权意识，深刻认识到“食品安全
无小事”。

本次活动， 进一步规范了学生食
品安全行为， 培养了学生们科学的消
费观和健康的消费习惯。

食品安全教育护航师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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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28 日，长沙市各小学学生
分批次走进熟悉的校园。测体温、手消毒，
保持距离勿谈吐，孩子们会否适应新学期
的特殊课堂？ 学校又将如何避免学生聚
集？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直击长沙第三批
次开学现场。

有备无患：没带健康卡也能顺利入校
4 月 25 日上午 8 点， 雨花区泰禹小

学迎来了第一批返校复课的学生。“请同
学们站在一米线上排队等候，不要拥挤。”
北校门口，学生们完成手部消毒后，依次
排队来到教学楼的架空层，有序通过红外
线测温仪，根据地面箭头指示去往各自的
班级。

“在前期学生返校演练中我们发
现， 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的红外线测
温仪会出现测温失准等情况，经调整，
我们将原本放在校门口的测温装置搬
到了室内阴凉处， 确保每一名学生顺
利到班。 ”该校党总支副书记左竖子告
诉记者， 为确保开学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 全校至少进行了 4 次复课防控演
练。

上午 8 点，记者来到芙蓉区八一路小
学校门口，发现一名排在队尾的学生找不
到自己的健康卡，急得直冒汗。 见学生紧
张地四处张望，该校副校长吴京瑾立马上

前询问并联系班主任处理。“担心孩子们
会上学匆忙，遗落健康卡，我们已事先通
知班主任收集电子版存档，就是希望消除
他们的紧张感。 ”吴京瑾说。

寓“防”于乐：各校使出十八般武艺
“硬核”防疫措施下，如何让学生在复

课日常中也能自觉防护，成为各校的防疫
工作重点。

25 日上午 8 点， 雨花区育新小学首
批返校学生迎来了他们的开学第一课。一
阵悠扬的音乐声响起，同学们跟着电子黑
板上播放的视频学起了国学手眼操。 近 4
分钟的手眼操播放完毕，不少学生已能掌
握一招半式。

据悉，这套国学手眼操是育新小学专
门创编， 既能让大家锻炼手指和眼睛，也
能避免手眼接触，做到有效防疫。

防疫要想入心，榜样的力量很重要。
8 点 28 分，芙蓉区燕山小学的开学第一
课上， 邀请到了六年级学生罗涵语的父
亲罗长胜， 在操场为全校学生进行实时
直播演讲。“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舍小家、
顾大家，逆行而上……”在罗长胜的倾情
诉说下，不少学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疫情期间，罗长胜一直奋战在抗疫一
线，每次下晚班回家时，孩子已经睡着，父
女间的关系有些疏远。“我明白了，原来爸

爸和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拼尽全力保护我
们……” 罗涵语代表全班同学进行发言，
并张开双臂，给了罗长胜一个大大的隔空
拥抱。

全力护航：教学进度将稳步推进
4 月 28 日下午 4 点， 记者来到开福

区清水塘二小，看到上个学期开办的“三
点半课堂”仍在如期进行。 但与以往不同
的是，学校本学期取消了“走班”授课形
式，报名参加“三点半课堂”的学生集中在
自己班级，由科任老师进行课后习题的辅
导和答疑解难。

校长骆文辉表示， 疫情防控期间，以
往校外老师入校开设的围棋、乐器等兴趣
班将暂时取消。

得知长沙小学开学后不会利用周末
及节假日上课后，不少毕业班的学生家长
担心，孩子的升学是否会受影响？

对于家长的担心， 泰禹小学副校
长刘军辉告诉记者：“从第 5 周的全市
在线教学开始，只要有上新课的当天，
老师们就会进行在线答疑， 目前已完
成授课的 3 个单元内容， 学生都掌握
得很好，不用再回炉。 ”刘军辉还表示，
根据重新拟定的教学计划表， 其他年
级的新课也都能在暑假前保质保量完
成。

“硬核”防疫“软”招保驾
本报记者 曾玺凡 谢扬烁 董以良

知识产权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黄勇）新田县

市场监管局日前组织了知识产权进
校园活动， 在新田县职业中专会议
室，企业代表围绕加强校企合作、转
化科技成果与师生开展座谈， 推动
知识产权理念深入校园。

质量分析助教学
本报讯（通讯员 曾志兰 刘立

新） 为了全面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
质量，近日，临武县一完小开展教学
质量分析会。

会议以年级为单位， 各年级分
管领导下到班级， 对各科教学成绩
作了认真分析，帮助教师们找差距、
补短板。

讴歌英雄展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周思贝）为讴

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私无畏
的战“疫”英雄，常德市武陵区紫菱
小学于开学第一周举办了以“童心
战疫”为主题的学生画展，让孩子们
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
有责任、有担当的好少年。

共商教研指方向
本报讯（通讯员 谢珍）4 月 24

日， 涟源市蓝溪学校初中部召开中
考工作推进会，初中部行政领导、九
年级科任教师和八年级生地教师、
班主任就学生的现状及困惑从不同
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经验介绍， 为下
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城步一中学子
数学测评摘冠
本报讯（通讯员 谭瑛和）城步

一中七年级学生陈志春日前在 2019
年全国中学生数学能力测评中成绩
优异，荣获全国一等奖，沈云淼老师
获优秀指导奖， 为城步一中争得了
荣誉。

田间抛秧学实践

4 月 24 日， 宁乡市煤炭坝镇煤城中学组织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劳动教育课。 初一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煤炭坝镇砖塘村，开展了主题
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抛秧赛。

本次活动充分体现了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精神，让学生们通过实实在在的劳动，体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真正含义，让他们感受劳动的快乐，懂得感恩与珍惜。

（谈正洲 摄影报道）

“防溺水”教育歌
唱响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洋）“池塘边,小
河流,我们像鱼儿水中游,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4 月 26 日，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小
学校园里响起了孩子们唱《防溺水·保平
安》的安全教育歌声。歌声拉开了该校防溺
水教育系列活动的帷幕，也为 3900 名师生
敲响了防溺水安全“警钟”。

“预防学生溺水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
中之重， 学校将会严格按照市、 区教育局
‘六个一’要求，积极开展好防溺水安全警
示教育主题班会和防溺水演练活动， 通过
宣传栏、黑板报、手抄报、警示教育片等多
种方式加强防溺水教育，同时发放《致学生
家长一封信》，将防溺水要求传达到每个家
长， 进一步增强家长安全意识和监护人责
任意识。 ”该校校长朱黛琳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刘昭云）近日，邵东市
灵官殿镇思远小学三年级迎来了一位特殊
的老师———中南大学大三在读学生李温
馨。 她从点燃大学梦想、做好个人防疫、领
略世界风光等三个方面， 为孩子们带来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课。

思远小学位于原省定贫困村灵官殿镇
思远村内， 全校 74 名学生多半为留守孩
子。李温馨用零花钱为思远小学购置了 100
个口罩，并给学生赠送了书本、笔、跳棋等
文娱用品。“少年强则国强。 李温馨心系贫
困地区留守儿童， 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积极
思考和社会担当。 ” 思远小学校长敬文明
说。

大学生为农村小学
送温暖

———直击长沙第三批次开学现场

“新学校”
投入使用

本报讯（通讯员 刘志宇）“看，我
们的新学校真漂亮啊！”日前，湘潭市
雨湖区投入 1000多万元， 进行改扩
建的鹤岭镇仙女中学小学部，以崭新
的面貌迎接 200多名小学生的到来。

据了解，2015 年，该区仁兴学校
因山体滑坡造成了重大的安全隐
患。 区教育局决定将仁兴学校搬迁
到仙女中学， 并改扩建成九年一贯
制学校。

专家指导助教业
本报讯（通讯员 陈珊铭）九年

级进入了最后冲刺的关键期，“复习
课难上、复习课难教”是广大教师的
共同心声，4 月 25 日，南县城西中学
主动请教研室专家来校听课指导。

将专业的学科理念与教学行为
紧密结合， 对提高课堂整体教学的
有效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