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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4日讯 按照原计划， 研究
生招生复试等工作即将启动。不过，今天
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研究生教学及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
《通知》），明确要求，我省各研究生培养
单位适当推迟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
工作， 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2020年硕
士研究生统考成绩公布、复试、录取等研
究生招生工作按照教育部要求进行，不
得提前组织复试、面试。

《通知》要求，各单位要按照“推迟开
学不停学”的要求，指导学位点、导师全
面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引导学生在特殊
时期不离家、不提前返校，做到教师不停
教、学生不停学，确保教学工作要求、教
学质量标准不降低。同时根据各地疫情
防控情况，结合学校及学生实际，做好研
究生分批返校、 错峰开学预案。 因地制
宜，“一校一策”，研究制订延迟开学的应
急教学组织总体方案。 适当调整春季学
期教学计划。尤其要针对非全日制研究
生教学活动相对分散的特点， 研究制订
切实有效的组织实施和监管办法，可根
据疫情防控需要，合理调整课程教学、专
业实践、科学研究的时间安排。对于专业
课，导师要通过 QQ、微信等新媒体手段
和线上各种教学资源加强学术指导，根
据教学安排适当布置课程小论文等科
研任务。对于公共课，研究生院可通过视
频教学的方式组织教学。通过教学内容、
时间、方式的科学安排，确保教学工作正
常进行。

各单位还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建立离校学生情况日报制度，掌握学
生学习情况。 要加强疫情防控， 做好食
堂、宿舍、实验室、教室、图书馆等地的消
毒工作， 有条件的单位应向寒假留校研
究生发放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要通
过开通心理咨询热线、线上咨询等方式，
加强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疏导。

■记者 黄京

父母：多开展亲子活动

彭玮婧认为， 父母对待
疫情的态度， 以及身心稳定
的状态，是孩子平稳度过疫
情期的基础。因此，父母首
先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理性
对待疫情， 保持乐观情绪，
才能传递给孩子战胜疫情的
信心。

彭玮婧建议， 父母不妨
利用这个“超长寒假”，带着
孩子一起制定每天的生活与
学习计划， 督促孩子保持正
常的作息，合理安排饮食，并
开展适度的锻炼，如跳绳、跑
步、仰卧起坐等；培养孩子的
家务劳动习惯，一起做饭、择
菜，一起整理房间；陪着看一
些经典的动画片和电影，观
影后交流分享彼此感受，或

是拼乐高，下象棋、围棋等。

学生：学会“主动休闲”

为防止不良情绪的产生，学
生在家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兴
趣的事情，或运动、看书，或整理
房间、做做家务，将注意力转移
到能让自己更舒适的活动上。

如果确实觉察到自己的情
绪开始焦虑、压抑、孤独，不妨
给自己一个情绪的出口， 哭一
场、写日记、绘画，或是向父母
倾诉、 给好友打个电话……疫
情当前，宅在家中时，不妨尝试
给TA写一封感恩信：TA对你
的支持和帮助， 带给你的益处
与感受，感谢TA。如果有亲人
或朋友此时正在疫情防控一
线， 发条信息给TA表达感恩，
相信会带给TA莫大的鼓舞。

本报2月4日讯 延迟开
学后， 教学进度完不成怎么
办？ 尽管目前我省学校已通
过线上教学来应对延迟开
学， 但对教学计划还是会带
来一些影响。今天，省教育厅
下发《关于做好2020年春季
学期延迟开学期间中小学幼
儿园教育教学有关工作的通
知》（下称《通知》）， 明确指
出， 因延迟开学耽误的教学
时间， 高三、 初三年级可在
2020年春季学期内通过调
减周末及节假日时间补足，
其他年级通过压缩暑假假期
补足。

毕业年级“停课不停教、
不停学”

《通知》提出，市、县教育
行政部门要综合考虑各学段
特点，制定延迟开学期间教
育教学工作方案，督促和指
导中小学幼儿园在延迟开
学期间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和教育教学工作。要重点加
强对高三、初三年级教学工
作的指导， 采取针对性措
施，科学调整教学和复习计
划，保障毕业年级“停课不
停教、不停学”。

同时， 各地各校要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整合、遴选各
类网络教学优质资源， 为学
生提供线上教学服务。 学校
可根据资源情况， 结合本校
特点， 组织教师制定统一的
课程表，指导学生进行学习。
除高三、初三年级外，其他年
级原则上不讲授新课， 不得
用线上教学替代开学后的课
程教学。 教育部门和学校提
供的线上教学服务应对学生
免费， 禁止借线上教学为名
搭售其他商品和服务。

将疫情防控
纳入开学第一课

通过网络渠道， 要密切
家校沟通， 向学生和家长加
强疫情防控宣传和疫情信息
摸排，引导科学防控；有条件
的地区和学校要开通心理支
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为
学生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和心
理疏导服务。 要指导家长与
学生共同制定延迟开学期间
活动计划，家长示范，让学生
保持良好作息习惯， 适当进
行体育锻炼， 积极参与家务
劳动，控制使用电子产品，最
大程度减少长期居家隔离和
延迟开学带来的影响。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
校要针对此次疫情影响，科
学合理安排各项开学准备工
作。 各地要组织疫情防控专
家和教学专业人员， 对中小
学幼儿园开学进行审查，应
急处置预案和防控工作措施
未落实的， 防控物资准备不
到位的， 均不得开学。 开学
后，在疫情形势稳定前，不组
织“开门考”等聚集性活动，
加强食堂管理与服务， 不安
排集中用餐， 应使用盒饭等
分散用餐， 避免发生聚集性
疫情。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加强与当地新华书店沟通与
联系，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制
定教材分发时间安排， 有序
组织教材分发到校， 减少教
材分发时人员聚集， 确保课
前到书。

各地各校还要将疫情防
控知识以及抗击疫情精神作
为重要内容纳入开学第一
课， 对学生进行爱国爱党教
育、疫情防控科普教育、生命
与健康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
育等。 ■记者 黄京

春季开学，教学进度完不成怎么办？ 省教育厅发文———

延迟开学耽误的课可周末或暑期补足

为保证防控疫情期间中小学校 “停课不停学”，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 中小学和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按学校正常教学计
划积极提供免费线上课程， 为中小学生如期学习提供了便利
条件。2月4日，教育部下发相关提醒，要求网上教学不得“提前
开学”。

教育部指出，由于现在正值寒假期间，学生需要完成寒假
作业，过早提供新学期线上课程，将会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为
此，提醒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和校外培训机构，在各地
原计划的正式开学日之前， 不要提前开始新学期课程网上教
学，可安排一些疫情防护知识、心理健康辅导、寓教于乐等方
面的网上学习内容， 确保学生度过愉快的假期。 提醒广大家
长，在防控疫情严峻形势下，把孩子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珍
惜宝贵假期，不过度施加压力，科学、适度安排孩子学习、生活
和锻炼。同时，希望行业组织要加强引导，带领各培训机构坚
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记者 黄京

链接

不得提前组织
研究生招生复试及面试

@中小学生（家长）：这封心理关护指南请查收

心理专家教你疏导疫情焦虑感

网上教学不得“提前开学”

如果各位学生和家长感到应激反应持续时间过长，确实无法
缓解，请尽快向学校心理老师或所在地区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
导中心求助。湖南省精神医学中心也开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心理咨询与危机干预的24小时服务热线：0731-12320；
或者0731-85292999。 此外， 湖南省12320官方网站、 健康
320APP、微信公众号等也可提供线上专业心理咨询服务。

同时，全国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平台(原名：全国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危机干预平台) 也已开通互联网在线
咨询功能和热线电话（400-832-1100）。

出门要戴口罩， 每天确诊病例都在增加……新年伊始，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今年的春
节和寒假生活异乎寻常， 不少学生和家长开始变得焦虑、易
怒。怎么办？2月3日，记者采访了湖南省教科院心理教育与生
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心理教研员彭玮婧，她认为这些情绪
都可视为疫情之下的“心病”，需要进行自我疏导调解，更重
要的是要科学看待疫情，坚定会战胜疫情的
信心。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提醒

心理焦虑，我们可以这样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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