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样的开学典礼
本报讯 （记者 董以良）4 月 13 日

上午 7 点 50 分， 在嘹亮雄壮的国歌声
中，长郡滨江中学全体师生迎来了久违
的开学典礼。

与以往不同的是， 长郡滨江中学
特地邀请了一位学生家长———湖南首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临时党委委员，湖南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尹泽黎讲述自己和
同行在湖北黄冈战“疫”的经历。

不少师生被战“疫”一线医护人员
的英勇故事感动得落泪。 “我们今天能
够回到校园来之不易，是无数平凡又伟
大的抗疫战士挺身而出用生命为我们
隔离了病毒。 ”尹泽黎的讲述让初一年
级 1909 班的学生戴羽涵激动不已，战
“疫” 英雄的事迹让她下定决心努力学
习，用知识武装自己。

科技为复学
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 孙炜） 随着 4 月
20 日湖南省小学复学日的临近， 沅江
市政通小学精准施策，运用科技为复学
师生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体温检测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
线。政通小学将体温测量作为一项重要
的防控举措，在校门口安装了热成像人
体测温系统。该系统可以实现无接触测
温，能精准地测出途经人员的体温并及
时作出智能判断， 支持 5 人同时经过，
对体温异常者及时抓拍并报警，这大大
提升了体温检测的效率和安全性。该校
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副校长邬德清介
绍，安装这套系统“既保证每日学生进
校体温测量的准确性，又能避免学生进
校时因测温而耽误时间”。

为加强校内消杀工作，做到无死角
防护， 学校购置 360°分子悬浮消毒机，
对校园、教室、食堂、功能室等进行定期
消毒。

除了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校园监
测，还全力筹措各项防疫物资，积极做
好了复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劝学正当时
本报讯（通讯员 龙志先 滕云瑶）4

月 8 日至 9 日，春光正浓的复学复课时
期， 凤凰县两林学区抓住劝学 “黄金
期”，组织开展春季劝学大走访活动。 53
名教师分成 13 个组分赴禾库镇盘干
村，腊尔山镇岩坎村、叭苟村，两林乡吾
斗村、两林村、凉井村、苟拐村等 15 个
村，对有辍学倾向学生进行劝学。

“四个到位”
关爱湖北籍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苏书兵 杨宁）“陈

老师，海柯担心从湖北回长沙后，班上
同学不和他玩。 ”长沙县泉星小学一年
级学生海柯的妈妈忧心忡忡地和学校
老师陈姝说。 为此，陈姝给海柯进行了
耐心细致的心理辅导，打消学生、家长
的顾虑。

长沙县泉星小学的 59 名湖北籍学
生一直是该校老师心头最深的牵挂。停
课不停学期间， 学校党支部扎实落实
“情况沟通到位、关心关怀到位、学习支
持到位、心理关爱到位”举措，切实做好
湖北籍学生关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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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祁阳：“重回学校真开心”

复课进行中

（上接 01 版）
杏坛“段子手”

连双刚从事政治教学 22 年，不断学
习探索，突破自我。他采用“合作—探究”
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通过
合理设问，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他总
能想出一些出其不意的“金点子”，把学
生眼中复杂枯燥的政治课上得生动活
泼，被戏称为讲台上的“段子手”。

在讲《股票、债券和保险》这一知识
点之前， 连双刚给学生布置了一个探究

作业： 假如你家现在有余钱 10 万元，联
系教材相关知识，结合你的家庭情况，邀
请家长参与写一份投资理财计划， 上课
时进行评选。那堂课的效果非常好，学生
不仅完全理解了教材上几种投资理财方
式的特点， 而且针对专业的理财计划也
能有独道见解。

教学之外， 连双刚还是学校的学科
中心主任， 他主动担当起培养青年教师
的责任。

2018 年， 学校教师叶畅以新教师

的身份参加第四届常德市微课大赛并
获得一等奖，“连老师向我传授比赛经
验，磨课的时候，找出我设计不紧凑、
不合教学理念等问题。 在他的启发下，
我的灵感终于被激发出来了。 ”叶畅感
激道。

在不懈努力下， 连双刚获得常德市
“优秀教师”、汉寿县“教研标兵”等诸多
荣誉。 但他并不满足，他表示，将不断寻
求改变， 谱写出新时代中青年教师的别
样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新春 于丽娟）
“我回来了，可爱的校园！ ”4 月 13 日早
上 7 点不到，祁阳一中校门口，陆续返校
的高一高二学生， 按 1 米以上间距依次
测温，并上交健康监测表查验后入校。

“重回学校真开心。 ”祁阳县浯溪二
中学生蒋湘祁告诉笔者， 踏进教学楼的
那一刻， 之前害怕的心情就消失了，“我
要努力把之前耽误的时间追回来， 争取
考出满意的成绩。 ”明媚的春光里，沉寂
许久的校园，又响起了琅琅读书声。

祁阳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铁
牛介绍，祁阳县抢抓学生返校前窗口期，
主动靠前督查指导，围绕责任落实、人员

摸排、物资筹备、防控措施、教学管理、安
全保障 6 大环节， 精准测温、 提前 “把
脉”，实现人员 、物资 、制度 、信息 “四到
位”。目前，该县 6 万余名高中（中职）、初
中学生已顺利复学开课。

据了解，早在 3 月 31 日，祁阳县新
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就学校疫情防控和开
学复课工作发布第 4 号令， 严格做好校
园防疫措施，强化师生食堂管理，明确家
长监管责任和部门防控责任等， 联防联
控织牢师生“防护网”。

“严守校大门、教室门、寝室门、食堂
门等四扇门，坚决把好入口关、学习关、
检测关、秩序关四道关，现在我就当一回

返校学生， 把整个防控工作流程再走一
遍……”该县文昌中学校长尹湘林介绍，
学校结合实际提前制定了春季学期疫情
防控与开学工作方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 学生因病缺勤登记追踪制
度、师生员工晨午检制度等“两案九制”，
并认真开展师生复课疫情防控应急演
练， 严格对标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做实
开学复课工作。

“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很细，很安全，
也很人性化。作为家长，很感谢学校为孩
子们所做的一切。”看着孩子走进久违的
校园，学生家长黄琼高兴地说。

根据娄底市教育局的统一安排，冷水江市初一、初二和高一、高
二及中职学校的其他年级已经于 4 月 13 日开学复课。图为冷水江市
桃园学校的学生在上课。

王平 摄影报道

大祥区：别开生面的
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喜华)4 月 7 日，邵阳
市大祥区依托教育信息化平台，为全区 1475
名初三学生精心准备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开
学第一课”。

大祥区委书记黄艳娥亲临课堂， 和同学
们一起聊奋斗和成长， 殷殷寄语全体师生：
“成长注定要奋斗，要在战胜困难和挫折中锤
炼奋斗的品格、体悟奋斗和奉献的内涵，把一
颗火热的心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援鄂医生银
春梅和同学们分享的在黄冈参与疫情阻击的
亲身经历， 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担当与责
任意识。“勤洗手、勤通风、保持安全距离。”对
学生入校、 就餐等进行了全面的防控知识教
育， 请心理辅导老师就如何缓解心理压力进
行心理疏导。

师生的心灵在观看的过程中都受到了触
动。 这特别的“第一课”是大祥区抗击疫情的
一个缩影，自疫情发生以来，大祥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教育系统的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
“七个到位”，确保全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本报讯（通讯员 温艳娟）4 月 13
日， 醴陵市德才外语学校大门口，返
校的高一高二学子正有序排队测温
进校。“见到久违的老师和同学，特别
开心！ ”正背着行李在校门口准备测
温消毒入校的易同学如是说。青春的
笑容绽放在她的脸上，也绽放在每一

个返校的同学脸上，和校门外开放的
鲜花交相辉映，格外灿烂。

根据株洲市分批次、 错峰开学
的要求 ，醴陵市 8 所高中 （中职 ）学
校和 44 所初中学校高二、 高一、初
二、 初一的 34000 余名学子已全部
返校复学。

本报讯 （通讯员 谭忠）“收到口
罩，我非常感动。 我一定保护自身安
全，努力学习。”湘潭市岳塘区湘纺中
学学生王玲（化名）接过岳塘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送来的口罩激动地说。
4 月 10 日，岳塘区教育局向全区 586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免费提供

口罩 5860 个。
据悉，在疫情防控期间，岳塘区

教育局高度重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每天通过班级微信群、QQ 群、电话进
行一对一辅导学习，了解他们的思想
动态和心理状况，全力确保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醴陵：第二批学子返校

岳塘区：关爱贫困生

嘉禾：
心理微课迎开学

本报讯（通讯员 李振华 李超）为让全县师
生更好地从“战时”状态回归到日常课堂，嘉禾县
心理志愿者团队历经 15天， 精心录制了 10堂
微课，帮助全县教师积极调适心理和掌握学生心
理发展规律，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春季开学。

嘉禾县心理志愿者团队主要负责人刘红
花介绍，“在疫情防控的“大后方”，为全县师
生提供应激压力疏解、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常
识、疫情自我防护等相关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

据悉， 嘉禾县教育局要求全县中小学春
季开学第一课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结合本次
疫情， 主要学习内容为新冠肺炎科普与预防
知识、心理健康知识和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中
小学生在战“疫”中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