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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寒假，对所有的学生来说，都是
刻骨铭心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 打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 因为疫
情， 绝大部分学生第一次知道并且体会
到什么叫“隔离”；因为疫情，教育部门全
面实施了“停课不停学”；因为疫情，学生
有了一个意料之外漫长且难熬的假期；
也是因为疫情， 很多同学进一步感受到
了生命的脆弱和可贵。 在这场全民战
“疫”中，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是一个有
利的时机，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化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善凝
聚而不散， 善包容而不骄， 善克难而不
懈。 ”岳阳雅礼实验学校坚持在阳光的氛
围中涵养学校的生命气象， 让学生身心
舒展地生活着，毫无畏惧地尝试着，充满
好奇地探索着，满怀诗意地期待着。在这
场史无前例的疫情来临之时， 学校积极
行动，依托省级德育课题《家、校、社三位
一体德育共育模式研究》，对学生进行生
命教育。

疫情当下， 当孩子从不同信息渠道
接触到“病毒”“确诊”“死亡”“隔离”这些
可怕的词汇时； 当孩子的心灵第一次对
“生与死”的问题产生困惑时，我们能做
些什么呢？

我们首先让孩子意识到： 生命是什
么？ 生命是一次单向旅行，失去了就无法
回头，我们要珍惜生命。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生命的意义，世
界上最贵的床是病床， 世界上最好的药
是健康；疫情中有人因病毒失去了生命，
有人正在努力与病毒作斗争！

在这场疫情与生命的较量中， 作为
家长和老师，我们应该给孩子这样的“生
命教育课”：

第一，善待生命，给孩子播下善良的
种子，比如在生活中不要随意践踏花草；
不做伤害别人的事。

第二，理解生命的价值，我们可以把
疫情中很多感人的故事讲给孩子听，引
导他做一个勇敢、 能够保护自己同时保
护别人的人。

第三，生命科普，家长要引导孩子了
解生命，遵循自然规律；同时告诉他们，任
何生命都有价值，尤其要爱护野生动物。

第四，体悟生命，在这段时间里，父
母、孩子应该共读“生命之书”，比如一起

种植花草，感受生命的力量，也可以带动
孩子一起健身，提高身体免疫力。

总之，疫情期间我们有了很多“家庭
时光”，学校号召家长打开“亲子之窗”，
全身心与孩子共上一堂“生命教育课”。

我们要懂得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也
要懂得共享。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
赖于其他生命与整个世界的和谐。 人类
应该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
它们不可分割。

英国诗人约翰·堂恩曾有这样的诗
歌片段：“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这个
片段后来被美国作家海明威引用 ，印在
著作《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上。

现在， 请你踏上通往外部世界的旅
程———

首先，重新感受一下你的家庭。 趁着
居家隔离的时光，品味一下家的味道，品
味一下厨房里妈妈忙碌的身影， 品味一
下饭桌上爸爸叮嘱的话语， 品味一下爷
爷奶奶花白的头发， 品味一下外公外婆

“深刻” 的皱纹……你或许会品味到，家
是生命的驿站，也是避风的港湾；家是一
份关怀，更是一份责任。

其次，重新思考一下你的学校。 在这
特殊的时刻，学校把课堂搬到“空中”，你
能一如往常地投入学习吗？ 如果离开了
学校，你还能成为一名自主学习者、终身
学习者吗？

再次，重新审视一下你的国家。 集中
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 这些优势正在发挥着空前的效应，凝
聚起强大的合力， 成为我们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之源。

最后，重新打量一下你的世界。 在疫
情面前，全人类都是“当事人”。 在全球共
同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世界各国携手
同行，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这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和最好诠释。

热爱生命，担当责任，这是我们生命
教育的意义所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
色；形势艰难，更见人间大义。 每一个春
天，都会如期而至。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本文为岳阳雅礼实验学校《家、校、
社三位一体德育共育模式研究》论文）

在全民战“疫”中，彰显生命教育的意义
岳阳雅礼实验学校 罗克兵

杭州妈妈手绘作业本
杭州东园小学的老师们这两天都在传看一位

小学一年级学生郏星羽的作业本， 这份备受“好
评”的作业本，竟然是手绘的！ 这段时间，郏星羽和
妈妈一直在温州，因为快递不方便，郏星羽家长选
择了让学校把作业寄到杭州家里。 孩子在温州上
网课用的是电子课本和电子作业本。 孩子妈妈为
了让孩子做作业更有仪式感，选择把每天的作业本画下来。 （摘自《都市快报》3.9）

学校要求学生
每周学做一道菜

3 月 2 日，河南焦作的富康路学
校要求全校 134 名学生， 除在家完
成网课作业外， 还要每周在家学做
一道菜。 同学们积极下厨，有的跟爸
妈学习、有的翻书上网自学。 校长称
这项附加作业不仅减轻了家长家务
负担， 同时也锻炼了孩子自立自强
的精神，受到家长的肯定与支持。

（摘自人民网 3.8）

小学生调错网课台
上高二化学课
3 月 2 日是安徽合肥中小学校

启动线上教学的第一天。 因调错台，
吴女士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上了一节
高二化学课。 爸妈上班不在家，爷爷
奶奶发现不对劲让换台， 孩子坚决
不同意，虽然“听不懂”，但还是认真
做了“笔记”。 （摘自《新晚报》 3.4）

三部门发布
16个新职业
近日，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统计局近日联合发布 16 个新职
业，包括呼吸治疗师、网约配送员、人
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师、装配
式建筑施工员等。此批公布的新职业
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两个领域。 （摘自央视网 3.3）

研究生
可顺延毕业时间

3 月 5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
做好 2020 年上半年毕业研究生学
位授予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
出，对于春季毕业研究生，可组织开
展远程视频答辩； 对于夏季毕业研
究生， 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完成学
位论文的， 培养单位可适当顺延培
养和学位授予时间。 （据新华社 3.5）

教育部：要确保学生“一个都不能掉队”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做好中小学“停课不停学”工作的通知》，对“停课不停

学”工作再次提出指导意见。 强调要克服线上“隔空”教学的不足，确保学生“一个都不
能掉队”。 严格禁止普遍要求教师直播上课或录课，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
卡”、上传学习视频，尽量避免因打印作业或学习资料而造成家庭临时购买设备，增加
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摘自教育部官网 3.7）

“硬核学霸寝”
全员直博名校
大学中最幸运的事，莫过于拥

有志趣相投的室友。 近日，武汉大
学出现“硬核学霸寝”———梅园
433 寝室， 一人保送清华大学直
博，一人保送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直
博，两人保送复旦大学直博，平均
绩点 3.89， 长期位列年级前 5，包
揽专业 3 年内所有国家奖学金和
专业 9 个甲等奖学金中的 7 个，2
次获评武汉大学文明寝室标兵。

（摘自新华网 3.7）

战“疫”护士妈妈
愿望实现

3 月 8 日，身在武汉协和医院
西院新冠肺炎重症病房的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护士吴宇许下愿望：希
望梅西能送儿子一件球衣，激励孩
子成为国家青训队队员。让她意外
的是，通过网络传播，愿望不到 24
小时就有了回音。 当晚，阿根廷国
家足球队、阿根廷足协官方微博回
复称，给孩子送上十号梅西球衣。

（摘自《长沙晚报》3.10）

多地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补贴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入黄金期和高峰期。 多地发布通知，为大学生提供就

业、创业补贴。 据安徽省教育厅等五部门消息，高校毕业生与小微企业签订 6 个月以上
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将给予毕业生每人 3000 元的就业补贴；广东省对
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可享受 3000 元基层就业补贴。

（摘自《中国青年报》3.9）

广州不得按学生成绩编班
3 月 2 日，《广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发布。 其中提到，2020 年起，全面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各类特长生招生。 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原则上面向属地区招生，无寄宿条件的民办学校不得跨区招生。 学校要均衡
编班，不得举办任何名义的重点班，不得按学生成绩进行编班，不得为编班进行任何形
式的考试或测试。 （摘自《中国日报》3.2）

方舱医院患者准备考研见到导师
在武汉江夏大花山方舱医院方内，一位大四医学专业学生患者与医护人员交流谈心，

患者说她要考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刚好，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博导毛以林教授就在
其身边巡视问诊，毛老师对她说，祝你早日康复，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 这温馨的一幕让
网友纷纷表示“爱了爱了”，不少人笑称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摘自《人民日报》3.4）

受疫情影响，目前各学校尚未
开学， 孩子们在家中通过网课学
习，不料骗子也瞅准了机会。 最近
湖南长沙一名 12 岁女孩上网课时，
误入了一个 QQ 粉丝群，被骗子以

“红包返利”为由，短短数分钟骗走
了 2 万元。 民警表示，红包返利是
典型且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方式，
而根据数据统计，从 2 月 1 号至今，
红包返利类诈骗较以往同期而言
有所增多，大多受害人都是未成年
人。 （摘自“湖南政法频道”微信公
众号 3.6）

女孩上网课时
“走错群”被骗 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