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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五
编辑：刘嘉怡 组版：
董乐天 校对：王文仪

持续开展督查检查 层层夯实防控责任
我市教育体育系统疫情防控专项督查有序进行

2 月 9 日上午，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治教育体育系统专项督查组在组长张健
的带领下对教育体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专项督查。市教育体育局局长陆海
峰、副局长施洪飞等协同检查。
督查组对系统各级各单位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工作措施是否落实等情况开展
监督检查，
重点对学校超前谋划返学后学
校防控方案、教育工作者和教师自身防
控、违规补课、校外培训等加强检查；
对教
育体育局机关干部协助香榭水岸、明珠新

村等社区，
企业、卡口开展工作情况，
各防
落实“两案”，做到“三清”，规范相关制
疫重点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开展全方位、全
度，做到值班人员不离岗位，师生情况了
流程监督检查。张健一行还深入第二中
如指掌；二是要进一步筹措防控物资，
专、惠丰小学、北上海幼儿园和宝宝幼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做好开学后防控
园等多家单位，
随机抽查工作人员的履职
物资的保障工作；三是要进一步严把进
情况和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实地督查中，
出口关，校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四
各校各点值班人员正常在岗，
宣传氛围布
是要进一步做好工作人员防控知识培训
置到位，防控物资筹备积极，人员排查认
工作，确保着装规范、操作规范；五是进
真细致，
督查组给予了肯定。
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线上学习管理工
陆海峰局长在督查现场指出，各校
作，确保线上学习扎实、高效。
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一是要进一步
督查过程中，汇龙镇教管办主任秦

建新就汇龙镇教育系统前期与汇龙镇党
委政府紧密协作，在疫情防控工作预案、
宣传发动、分类管控、物资保障等方面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及开学后疫情防控
准备工作向督查组进行了汇报。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进
入关键时期，启东教育人将会以更加重
视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和更加坚定
的信心奋战在防控第一线，坚决打好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市教育体育局）

筑起师生健康防护网
——启东市教体系统党员干部众志成城共抗疫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新
工作举措，做好校园值守。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启东市
宣传共引导，党员齐践行
教育体育局党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立体化、多渠道、全方位、高频次、大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委决策部
强度开展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官方微信
署，立足本职，完善机制，广泛动员，
公众号、微信群、群直播等平台，广泛宣
以最大的努力、最严的措施、最快的速
传疫情防护知识，有效提高师生自律意
度，全面落实防控措施，为全市师生的生
识和防护能力。在启东教育发布公众号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起一道安全可靠的
持续推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启东市教
防护网。
育体育局告家长书》
《致全市学生的一封
防控是责任，战“疫”没假期
信》
《致全体教师的一封公开信》等，提供
教育体育局党组第一时间响应，召 “宅”家运动指南、生活学习指导、心理健
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各级指
康疏导等在线图文资料，方便师生、家长
示精神及要求，研究部署防控工作。第一
及时了解和掌握疫情防控动态。大力宣
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领导小组，
传系统涌现的党员先锋模范，号召全系
局党组书记担任组长，下设“一办七组”，
统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教师守初
明确职责任务，加强联防联控。第一时间
心、担使命，凝聚成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印发相关文件，采取坚决有力的举措，做
的强大合力；合理引导全体师生不信谣、
好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建立疫
不传谣、不造谣，持续传递正能量，坚定
情防控工作群，及时掌握疫情动态，上报
必胜信心。
疫情信息。
教育体育局党员志愿者分组每天到
香榭水岸、明珠新村等社区，协助一线工
战“疫”没有假期，面对疫情防控的
作人员发放预防新冠肺炎的相关宣传材
艰巨任务，教育体育局全体党员干部取
消假期，坚守岗位，全面摸排系统春节期
料，做好居民健康排查、卫生宣传工作，
帮助解决居民生活实际困难。结合大数
间人员去向情况，奔赴学校检查防控工
作。各基层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
据分析，对来自疫情重点地区来启返启
人员反复滚动排查，对进出社区人员逐
在前，全面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

一明确登记，体温测量，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
守好主战场，覆盖无死角
校园是教体系统战“疫”主战场，师
生员工的健康平安是局党组最深的牵
挂。局党组成员分别带队采用“四不两
直”的方式深入学校进行督查，重点检
查各校值班值守、师生信息排查、防控物
资配备、防控氛围布置和人员进出测温
登记等情况 。要求学校着力健全应急组
织机构，周密制定应急方案，完善畅通沟
通机制，精心开展教育服务，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
对系统在建工程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实地察看。经查，系统内在建工程均按照
要求暂停施工。暂时关闭全市各体育健
身场馆、体育协会（俱乐部）、乡镇健身站
点等社会聚集场所，并对市区各健身房、
游泳馆等健身营业场所逐一实地检查，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严控校内外，暂停一切线下教学
叫停一切线下培训活动，疫情防控
督查组党员带头，对市区、乡镇 170 余家
校外培训机构共排查巡查 28 次，未发现
一家培训机构开门营业。
同时，还加大了对在职教师违规补

课的查处力度。下发了通知，进一步明确
了纪律要求，在疫情防控期间，严禁所有
教师从事各种形式的面授补课，并暂停
了无偿补课备案制。对顶风违纪人员，将
一律从严从重处理，坚决实行“一票否决
制”和
“一案双查”
。
党员教师上线，师德在一线闪光
针对延长的假期，为确保“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主
动 谋 划 ，运 用 互 联 网 技 术 和 数 字 化 平
台，积极为广大学生家长提供线上教育
辅导。除了省“名师空中课堂”、南通
市“慧学南通”平台中网络课程外，组
织优秀党员教师等精干力量开设网络课
程。各学校广大党员教师坚持教育初
心，牢记育人使命，利用学校网上教学
平台开展网上授课，为学生线上学习做
好辅导答疑等各项服务，让师德在防控
一线闪光。
面对疫情，启东市教育体育系统全
体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坚守岗位，为全市
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我
们坚信，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
（市教育体育局）

可享一次子女入学照顾
市教育体育局出台政策礼遇援鄂医疗队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全市广大医务人员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市
决策部署，舍小家、为大
家，义无反顾，冲锋在前，
我市医疗系统接到南通市卫
健委征召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的指令后，市人民医院、市
中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等
已有多名医护人员组成应急
医疗队奔赴湖北疫情严重地
区。
为展现启东教育情怀，

体现人民教育为人民的宗
旨，近日市教育体育局出台
政策，对经我市卫健部门审
定的赴湖北参与疫情防治的
医护人员，在其子女入学时
给予一次政策照顾。
符合条件的医护人员子
女如就读市直属幼儿园可直
接报名入园，如就读小学或
初中可跨施教区择校直接入
学。该项照顾政策，可在入幼
儿园、入小学或入初中三者
中享受一次。
（市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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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话细节·

于心深处育繁花

爱生如子，
这不是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初一年级的班
主任，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就是为他们
“计”
长远。
2019 年 9 月 2 日的清晨，我早早来到班级，看着窗
明几净的教室，我不禁开始幻想即将看到的一张张新
面孔。对刚刚迎来初一生活的他们来说，我也是全新
的，我思考着，我要做一个怎样的班主任。
很快，踏着朝阳，孩子们一个个的出现了。1……
2……3……53……很快，我就发现，还差一个孩子。一
句“老师您好”吸引了我的注意：门口站着一个家长，身
边正是那个迟迟没有现身的孩子。我扫了他一眼，很
快，班主任的直觉就告诉我，这是个有叛逆倾向的孩
子。注定的，这个孩子将给我的班主任工作带来困扰，
同时，
也是挑战。果然，很快，
问题来了。
开学第 2 周周一的早上，我检查学生第一个周末的
家庭作业，他没有交上来。我向他询问原因，他信誓旦
旦向我保证下周一定完成作业。下一周，他依然没有交
上作业。到了第 3 周，课代表到我办公室告诉我，李某某
又没有完成作业！我内心实在愤怒，因为只有我知道及
时完成作业对于学生巩固知识和习惯养成有多么重
要。可他的神情和一张纹丝不动的嘴，让我决定平静下
来，另外再寻找教育契机。
很快，就有了这样一个契机。碰巧学校举办运动
会，抽去国旗班、彩旗班和鲜花队的学生，我班的方阵
里，最后一排就多出来一个他。我决定让他做我班的护
牌手。
一场开幕式下来，他完成得很好。
到了下午 3 点半，
学生们自发收拾起班级包干区，
正
准备去整队的时候，
却找不到他了。
我安排体育委员先行
整队，
自己带着几个班委开始满操场、满教学楼寻找他。
终于，
我在教学楼后花园角落的沙堆前找到了他。
最终，
我班没能出色地完成闭幕式，
错失了文明组织奖。
一到教室，我简单总结了本次运动会的表现，便询
问护牌手没能准时到班级的原因，他吞吞吐吐：
“ 我忘
记了。
”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严厉地批评了他。
下课后，我特意放慢脚步，果然注意到他一个人没
有去吃饭，默默坐在储物间。他哭道：
“ 老师，我总是忘
事，这个习惯太不好了……这次还影响了同学……”我
笑了，摸了摸他的头：
“ 你长大了，从今天开始，你必须
要记住你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他抬头：
“老师，我以后会记住我该做的事情。
”
我深深地笑着，
紧紧抱住了他。
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有落下过任何一次作业。
秋风送桂去，转眼霜降至，但这个冬天，我的心却
无比温暖，因为我和他的一次共同的成长，而班主任工
作的魅力就在这里，在于耐心，在于细心，在于用心！在
于永不放弃，等待时机。你想看到的繁花，终会绽放双
蹊旁！
（启东市百杏中学 葛倩）

·教育动态·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十五，我市宝宝幼儿园、
西宁幼儿园、陈邱翠凤等幼儿园小朋友做花灯、猜
灯谜、
吃元宵，
“宅”家闹元宵。

给全市幼儿园孩子和家长的一日居家活动建议
为了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更好
保障生命和身体健康，孩子们今年的寒
假假期一再延长，而且漫长的假期大家
都必须
“宅”
在家中！
因为无法外出，也许此刻的你们会
有点烦躁，但也应珍惜这样的亲子时光。
市教育体育局在各幼儿园的支持下收集
整理了一份作息时间安排，供您们参考。
愿大家重拾美好，一起平和快乐地度过
这个特别的假期！
时间：
7:30~8:00
内容：
甜蜜晨起
早上不要起的太晚，带着孩子感受
一下早起的好时光，可以拥抱彼此，也可
以在床上嬉闹！
引导孩子提高自理能力，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如自己穿、脱衣服等，养成自
我服务的意识。
时间：
8:00~9:00
内容：
美好早餐
带着孩子一起精心为自己和家人做
一顿早餐，摆个盘、拍个照。放一段舒
缓的音乐慢慢品尝，美好的一天开始
啦！
鼓励孩子自己吃饭，帮忙备餐、洗碗
等力所能及的事情。
时间：
9:00~9:30
内容：
自主整理

和孩子一起各自收拾餐具、整理自
己的房间，比比速度和成果会很有成就
感呢！别忘了开窗通风哦！
时间：
9:30~10:00
内容：
亲子共读
制定假期阅读计划，每天安排一次
亲子阅读时间，或共读绘本，或各自看自
己喜欢的书，30 分钟就十分美好！
时间：
10:00~10:30
内容：
活力运动
病毒面前增强抵抗力是必要的。安
排一个亲子运动时间吧，一起在运动中
强身健体，在游戏中增进亲子感情。可
以在室内做做操、练练瑜伽，跑步机上
走走路，也可以带着孩子做俯卧撑或仰
卧起坐，双杠、纸球大战、骑大马，很
甜蜜……
时间：
10:30~12:00
内容：
健康午餐
做点平时想吃又没时间做的，现学
现做也可以，孩子可以打打下手，在家吃
饭卫生又健康！
每天和孩子一起制定食谱，让孩子
参与到制作午餐中。和面、打鸡蛋，制作
蛋饼、蛋糕；摘蔬菜、洗蔬菜，认识各种各
样的蔬菜。
每天让孩子尝试力所能及的家务
活，擦桌子、摆筷子、盛饭、洗碗、扫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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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作为家庭一员的责任感。当然，饭前
饭后一定记得勤洗手哦！
时间：
12:00~12:30
内容：
餐桌畅聊
午餐后坐着聊会天，天南海北、天文
地理，聊的就是开心。别忘了让孩子发表
一下观点哦，这也应该是他的讲演地盘！
时间：
12:30~14:30
内容：
惬意午休
有充足的时间陪孩子踏踏实实睡个
午觉。实在不想睡的，就和孩子各自做自
己想做的事，如果没有，想到什么就做什
么，有时生活的快乐就在于随心、随性！
时间：
14:30~16:30
内容：
自由时光
起来喝点水、吃点水果，补充充足的
能量。
接下来就自由活动吧！自由涂鸦、
手工制作、积木拼搭、角色扮演等游戏，
让孩子享受自由自在的快乐、自由放飞
吧！
时间：
16:30~17:30
内容：
准备晚餐
几近黄昏，别忘了让孩子电话问候
一下不在身边的亲人，然后准备晚餐啦！
时间：
17:30~18:30
内容：
温馨晚餐
晚餐是一家人聚齐的时候，但不要

高油、高糖、高盐哦！灯火闲坐，家人可
亲，便是这世间最好的光景！
吃完别忘了让孩子一起收拾碗筷，
这应是他感恩家人付出的反馈！
时间：
18:30~19:30
内容：
居家蹓跶
卧室、客厅、书房、餐厅，四地游差不
多啦！或者曲艺杂谈无尺度展示自己，父
母好好欣赏，多多赞美！
时间：
19:30~20:00
内容：
视听时间
迎来了接触电子产品的宝贵时间！
请务必看一些对孩子身心健康有益的电
视作品，也别忘关心疫情等国家大事，同
时半小时暂停进行眼睛放松休息！
时间：
20:00~21:00
内容：
睡前准备
可以开始洗漱，和孩子一起泡脚，做
脚丫亲亲操，平时没功夫做的保养这回
可有空了！
时间：
21:00~21:30
内容：
进入梦乡
睡前的半小时是甜蜜的，可以和孩
子聊聊天，可以来一段亲子阅读，让亲子
时光见证孩子的成长奇迹！然后互道晚
安，感谢相互的陪伴！
祝您好梦……
（内容部分转自海曙学前教育）

●2 月 9 日，我市各校开展了“开学第一课·国
旗下讲话”线上活动。

●近日，市教育体育局在全市发起“手写加
油”接力活动，孩子们纷纷拿起笔，
为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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