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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1日讯 因家庭
住房搬迁，小升初需要跨区的
毕业生如何报名？长沙户口孩
子在外地读小学，小升初要回
长沙城区升初中的该准备什
么资料？今天，长沙市教育局公
布相关报名办法及注意事项。

【跨区生】
报名需带齐“一表两证”

根据办法， 因家庭住房
搬迁，需跨行政区（或学区）
升学的长沙市城区学籍小学
应届毕业生， 需在4月30日
（含）以前，登录“长沙市普通
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
上报名。同时要填写《2020年
长沙市城区小学升初中跨区
生报名登记表》（下称《登记
表》）交学校审核、盖章、登记。

家长须带齐“一表两证”
（①一表：《登记表》、 ②两证：
法定监护人及被监护人户口
簿、法定监护人不动产权证或

房屋产权证或房屋预告登记
证）、 三张小孩同底一寸彩照
等资料原件及复印件，于5月6
日—9日到长沙教育学院集中
办理报名资格审查手续。

【外地回长生】
两类学生符合报名条件

两类学生符合小升初外
地回长生报名条件。第一类：
具有本市城区常住户口或房
产，现在外地就读，要求回本
市城区升初中的小学毕业
生。第二类：符合条件（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长沙城
区务工， 办理居住证连续满
一年且仍在有效期内， 并连
续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满一年且未停保） 的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要求从
外地小学升入本市城区初中
的小学毕业生。 两类学生同
样须于4月30日进行网上报
名。 ■记者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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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除长沙、郴州、衡
阳、湘西州外，湖南其他10个市
的小学均正式复学了。

医护人员全程测温观察，
执勤教师帮助学生正确佩戴口
罩……当天早上7点40分至8点
50分，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各小
学错时错峰引导学生进入校园，
为了减少车辆和人员密集， 各学
校路段实行交警安保执勤管控，
同时， 还进一步强化学校食堂等
公共卫生管理和各重点区域的通
风消毒工作。在湘潭，为了让学生
尽快安全入校，开学前，该市雨湖
区云塘学校还组织全体教职员工
熟悉学生报到入学流程和防疫应
急预案，并反复演练，学生进入校
园，根据地面标识指示，通过规划
路线到达自己班级。

学生返校上课，不仅要从外
部环境做好防疫工作，学生们的
思想也要建立起牢牢的防线。据
悉，湖南部分小学教师纷纷精心
准备，为学生们定制了不一样的
“开学第一课”。

在常德市武陵区育英小学，
该校邀请了近40名曾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家长走进课堂，为孩子
们近距离讲述抗击疫情的点滴
故事， 坚定孩子们的理想信念，
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做好立
德树人的第一课；株洲市二中第
一附属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从
“学会面对，敬畏生命”、“学会善
良，勇敢担当”、“学会感恩，展望
未来”三个篇章，科普防疫知识，
讲好防疫故事……

4月20日上午，我省除长沙、郴州、衡阳、湘西州外，其他10个
市的小学均正式复学了，为了迎接久别的学生，各个小学纷纷使
出浑身解数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作为本周六即将开学的长沙
市的小学，又该如何面对返校的学生？4月2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走访长沙多所小学发现，各校均已准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并且
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对学生口罩佩戴、食宿安排等环节的疫
情防控工作提前进行了部署安排。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长沙城区小升初跨区需“一表两证”

疫情防控期间，“戴口罩上
学”是一条铁律。那么，对于年龄
小， 自我管控能力弱的小学生而
言， 在学校哪些地方应该佩戴口
罩？口罩丢了或是忘戴了怎么办？
还有，天气渐热，戴不住怎么办？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我们下发了《告家长、师生的一
封公开信》， 要求师生们必须戴
口罩来校学习、工作。”长沙市开
福区清水塘第三小学校长谢益
林告诉记者，为了不让废弃口罩
给校园带来二次污染，该校准备
了两个专用废弃口罩消毒回收
柜，以及十余个废弃口罩专用收
集桶。同时，为了防止有些同学
忘戴或丢失口罩，学校还准备了
10000多只口罩。

可是，天气渐渐变热，口罩
戴不住怎么办？国防科技大学附

属小学校长易宇告诉记者，上课
时， 老师会督促学生戴好口罩；
课间休息，执勤的老师会对学生
进行劝导；“寒假期间，学校就已
通过网课教学生如何正确佩戴
口罩了。”记者发现，该校还特地
拍摄了长达10多分钟的开学防
控指南视频，其中包含了如何正
确佩戴口罩。

“口罩作为必需的防护用
品，我建议孩子上学佩戴口罩的
同时，用干净的袋子装上两个新
口罩备用，并在袋子外侧标注孩
子姓名。” 长沙市开福区麻园岭
小学校长罗婧说。

此外， 长沙多名小学校长告
诉记者， 师生在室内活动必须严
格佩戴口罩，但下课、体育课时，户
外畅通地区， 人和人之间间隔比
较大的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

关于口罩 在教室必须戴，上体育课可不戴

不约而同的“开学第一课”

4月20日，清水塘第三小学教职工正在进行入学防疫安全演习。 记者杨斯涵摄

口罩戴不戴得住，托管取消课后服务如何开展，疫苗没打能不能入学……

家有小学生，特殊开学季这些你需知道

连线

小学生马上就要复课了，可
是托管等机构还未复工，双职工
家庭怎么办？以往，不少双职工
家庭将学生的午饭、午休还有下
午放学后的安排都交给了托管，
可是，现在疫情防控期间，托管
还不能正常复工，双职工家庭孩
子午餐等问题成为了家长眼前
最急需解决的难题。

谢益林告诉记者， 为了帮助
家长解决这些问题，4月25日四
五六年级开学的当天， 清水塘三
小学生的午餐、 午休和三点半课

堂安排将同步开启，“我们平时也
是将餐食配送到班级， 供学生食
用， 唯一不同的是， 疫情防控期
间，我们要求学生同向就餐。”

记者从国防科大附小了解
到，平日里，需要在学校就餐的学
生都是前往食堂自行用餐，但是疫
情防控期间，该校食堂职工则会将
餐食亲自送到各个班级。易宇告诉
记者，为了减少人员的聚集，学校
老师会在午餐后带领学生进行半
小时活动，再将其带回教室，或看
书，或趴在桌子上休息。

关于午餐 食堂就餐改送餐制，学生教室内午休

“为控制校园常见传染病水
痘和流行性腮腺炎的流行与蔓
延，经研究，决定在2020年春季
开学前面向全体小学和托幼机
构学生开展一次水痘和流行性
腮腺炎疫苗的查漏补种工作。”
近日，不少家长收到老师发来的
信息，要求告知学生的水痘和流
行性腮腺炎疫苗接种情况，于
是，家长们带着孩子纷纷跑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疫苗接种，
使得服务中心人满为患。

“下周就要开学了，这周得赶
快把疫苗补种好， 不然怕影响孩
子上学。”家住湘江世纪城的易女
士就是其中一位，她告诉记者，预
约疫苗接种要到现场排队取号，
她上午9点半到达社区医院时，
发现号码早已取完， 只能等到下

午1点半再去一趟取下午号了。
谢益林表示， 早点接种疫苗

固然好， 但是大家也可以不要这
么着急，一窝蜂地前往社区医院，
因为疫苗的接种并不影响学生正
常入学，“学生入学主要看两个内
容，一是健康码是否为绿色，二是
学生返校前14天的健康卡。”

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第四幼
儿园园长屈慧也表示， 对于第二
类自费接种疫苗如水痘、流感、腮
腺炎等传染病， 根据家长自愿的
原则接种， 这并不作为孩子入园
的必须条件。不过她认为，如果条
件允许， 家长还是要带孩子进行
疫苗接种，“尤其是腮腺炎、 手足
口，一旦患上了，至少要请10天
以上的假， 耽误孩子们的学习不
说，传播快、力度还比较大。”

关于疫苗 和学生返校无关，可按需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