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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批“神兽”返校，长沙各中学今天全面复课 省教科院专家建议：

追上教学进度，中小学不妨周六上课
“这是一场初一1902主播天团的线下粉丝见面会， 请粉
丝朋友们戴好口罩，有序排队就座！”4月13日是长沙各中学肄
业年级学生复课的日子。网课上了2个余月，老师们已成为大
家心目中的“网红主播”，在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初1902
班，各主播们将到教室上课视为“线下粉丝见面会”，做好了各
种准备。
和毕业年级学生返校主要以复习冲刺不同， 肄业年级的
学生学习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顺利从网课回归课堂？ 复课
后学习怎样才能顺利衔接？ 三湘都市报记者4月
12日进行了相关采访。

4月12日，
长沙市雅礼洋
湖实验中学学
生进行复学防
疫安全教育。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全方位摸清学情，个性化精准教学
虽然从2月10日就开始
上网课，但高二年级的小鹏同
学却坦言一直没找到感觉，上
网课时注意力难以集中，比在
校学习的效率要差很多。“之
前一直盼着开学，可真要开学
了， 又担心自己跟不上班。”小
鹏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在雅礼洋湖实验中学教
务处主任刘清看来，网课教学
的确加剧了学生学习效果两
极分化的现象。为此，他给出了
复学后的三个关键词——
—
“研
判学情”“加强衔接”“调整策
略”。在该校，学生返校复课后
将统一进行学习检测，对学生
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后，再
组织教师备课。“为加强网课
学习和课堂学习的衔接，将通
过专题复习形式强化已经开
展的在线教学内容。同时针对
学生差异化表现，进行个性化

帮扶。”刘清认为，在复课过程
中， 教师需放慢教学节奏，先
落实线上教学效果，再开展新
课教学。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
随时调整教学计划。
在雅礼实验中学也已对
延期开学期间， 学生居家学
习情况将进行逐一摸底和诊
断，精准分析学情，有针对性
地制定教学内容的衔接计
划。 该校历史教研组组长陈
友名介绍， 对已开展新课程
线上教学的部分， 将认真进
行串讲复习， 对教学内容进
行重构升级， 在确保每名学
生都较好地掌握所学知识的
基础上，再进行新课程教学。
“对网课学习存在问 题的知
识点， 自编专题和习题进行
巩固。”总之，全方位摸清学
情、个性化精准教学，将成为
各校采取的重要举措。

调整心态将成为重中之重
“开学复课后，学生的心
理状态也是我们极为重视
的。”刘清认为，除了教学，返
校后学生的心理适应过程也
需要关注。“学校心理发展中
心将会对学生的心理状态进
行评估和疏导， 缓解学生的
压力和焦虑， 为学生开展心
理咨询工作。” 在开学前，该
校还举行了线上家长会，帮
助家长配合学校共同调整学
生情绪。
由于居家学习和在校学
习是完全不同的环境， 在湖
南师大附中，也会利用2-4周

的时间帮学生进行巩固和提
升。“网课阶段学习松懈的学
生， 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进
行调整， 以积极的心态来迎
接校园生活。”该校高一年级
组组长李海汾表示， 调整心
态有一个过程， 当学生出现
不适应的情绪时， 家长应当
做一名倾听者， 加强与老师
的沟通。
“回到学校，师生之间的
交流除了学习， 还可以包括
线上学习的收获和不适，大
家的良性互动可以激发学生
学习的热情。”雅礼实验中学
心理教研组组长罗萍表示，
同学之间也可以通过相互交
流和沟通、倾诉，也会起到积
极的心理抚慰效果。

通讯员 供图

专家建议
教学进度怎样追上？
调减周末，增加课时
因延迟开学耽误的教学
进度怎样才能追上？记者了解
到为确保学生的教学效果，湖
南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一校一
案，调减周末，弥补课时。据湖
南卫视新闻联播报道，长沙市
一中，长沙市周南中学、长沙
市实验中学等学校，除了每天
新增一节课之外，周一至周六
将正常开课。
三湘都市报记者 采访 了
省教科院教研员、省教育学会
小学校长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黄泽成，他表示通过“周六上
课、 在特定时间增加课时、取
消期中考试、减少不必要的活
动”等方式，科学调整教学计
划，能够保证本学期学校的教
育教学活动基本不会受到影
响，同时也有一个月暑假时间
让广大师生充分休整。
“如果全省中小学都能在
4月20日开学，假设暑假定在7
月31日左右，这个学期将有15
周。”黄泽成表示，如果周六安
排上课，那么15周就会多出15
天，全学期的授课时间将达到
近18周。另外，每周安排两个下
午增加1课时。 这样增加之后，
15周相当于增加了30个课时，
又相当于增加了1周授课时间。
“
加上之前的18周，整个授课时
间会达到19周， 各学科完成教
学任务完全没有问题。”
黄泽成还建议，复课后的
期中考试可以取消，有利于减
缓学生的考试压力和课业负
担，另外还可以减少期中考试
复习和考试时间。同时，各学
校还应该尽量减少影响教学
的其他活动，“要减少各种督
导检查评比、调研、创优评先
等任务摊派，减轻教师正常教
学之外不必要的负担。”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驾考科目一、科目三考生积压

长沙将开放周末驾考
本报4月12日讯 科目一考试
保持安全间隔， 一半考试机位空
置；科目三一台车只上两名考生，
是原来的一半。自3月23日长沙交
警恢复部分驾考业务以来， 已有
1.57万人完成考试， 而去年3月这
个数字是12.2万。 目前科目一、科
目三考试考生积压， 长沙交警将
开放周末考试缓解积压。

考试计划数大幅缩减
记者从长沙交警获悉，继3月
23日长沙市公安局机动车驾驶人
第二考试中心（青竹湖驾考中心）
恢复部分业务后，4月8日开始，满
分学习考试、 持境外驾驶证申领
驾驶证、持军队、武装警察部队驾
驶证申领驾驶证、 恢复驾驶资格
考试、实习期满考试均已恢复。目
前， 长沙全部19个机动车驾驶人
考场，除干杉分考场以外，其他所
有考场都已开始考试了。
长沙交警驾管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 数据显示，2019年3月共完
成考试人数122046， 今年受疫情
影响，3月23日开放驾驶人考试后，
共完成考试人数15765，较去年同
比下降87%。主要积压在科目一和
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在驾驶人考试过程中， 考试
系统需随机抓拍考生照片， 考生
在考试过程中不允许佩戴口罩。
为避免交叉感染风险， 科目一考

试要求考生保持安全间隔， 造成
一半的考试机位空置。 科目三考
试由原来的四名考生一车改为两
名考生一车， 科目二受影响相对
较小。此外，因为部分考场驾驶人
考试科目一考试和科目三安全文
明驾驶常识考试共用同一考场，为
保证已完成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
考试的考生能够顺利参加安全文
明驾驶常识考试，不得不减少了科
目一考试计划。这些原因导致驾驶
人考试计划数量大幅缩减。

将开放周末考试缓解
民警介绍， 办理各准驾车型
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 增驾申
请考试业务的群众， 可以登录互
联网 综 合 服 务 平 台（https://hn.
122. gov.cn/) 或“交 管 12123” 手
机APP进行预约。 办理满分学习
考试、持境外驾驶证申领驾驶证、
持军队、 武装警察部队驾驶证申
领驾驶证、恢复驾驶资格考试、实
习期满考试的，请使用96111“便
民服务桥”预约后再办理。摩托车
驾驶人考试开放时间待四区 （县
市）车辆管理所公布。
为落实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目前单日的驾驶人考试计划数量
不会变化， 为积极回应群众期待，
有效提升驾驶人考试计划供给，
长沙交警驾管科将通过开放周末
休息时间考试来缓解考试积压。

提醒
未预约办理的暂不受理
民警提醒，因考场容量有限，请所有需要办理驾驶人考试业
务的，提前通过网上渠道办理预约，未预约办理的群众暂不受理。
前往车驾管业务窗口、驾驶人考场等现场的市民，必须加强
个人防护、佩戴口罩，并主动配合体温检测、签订《健康承诺书》，
方可进入。参加驾驶人考试的市民务必按照预约场次和考场安
排的时间参加，否则作缺考处理。请广大考生自觉遵守疫情防
控规定，服从和配合现场民警及工作人员的管理及安排，确保安
■记者 虢灿
全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