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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日下午，沁
阳市关工委主任唐自立、副主
任武建章等一行 5 人先后前往
沁阳市第一中学、永威高中和
高级中学调研高三学生复课前
疫情防控准备工作。

“防控预案怎么样？”“物资
储备怎么样？”“准备工作怎么
样？”……每到一个学校，调研
组一行对入校检测和教室、食
堂、宿舍等重点部位防控措施
到位情况、人员值守情况等进
行详细察看，向相关人员一一
询问。

通过实地调研，调研组认
为，沁阳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
确实把高三学生复课前疫情防
控工作当作一次大考，预案缜
密，措施到位，准备充分。全
体教职员工全部进入备考状
态，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尤
其是各学校入校口的快速检测
设施、消毒消杀程序，重点区
域的一米间距控制标识和引导
线路，重点部位的定时消毒通
风，一分为二的 A、B 班额设

置，每三个学生的同寝同餐同
学联防联控机制等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到位，机制健全。调
研组建议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
要高度重视，细化措施，严格
程序，责任到人，搞好预演。
尤其要把好入口关，学生返校
要坚持分批次、分区域严格检
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全力
确保第一天、第一课、第一周
万无一失。

调研组强调，这次在全球
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告诫我
们，在未知的重大自然灾害面
前，我们一定要敬畏自然、尊
重科学，克服主观臆断，杜绝
麻痹大意。学生复课联系着千
家万户，社会关联度、关注度
极高，建议广大教职员工满怀
对学生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
做好抗疫大考的充分准备工
作，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一
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个程序一
个程序做好高三学生返校复课
工作，向党向人民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沁阳市关办）

沁阳市关工委
调研高三学生复课防控准备工作

在解放区民主街道道清里社区，有个
“夕阳红”党群志愿服务队，是关心下一
代的“五老”志愿者，也是铁路1号院疫
情防控的“保护神”。疫情来袭，他们逆
行而上，被居民群众称为最美的夕阳红。

疫情防控期间，因为铁路工作人员接
触人员较广，交叉感染的风险比较高。铁
路1号院居住着许多在焦作火车站和月山
火车站工作的职工。该院共有 28 栋楼，

1000 多户居民。疫情发生后，该院以党
员为主的“五老”志愿者组建了一支 20
余人的“夕阳红”党群志愿服务队，日夜
守护着楼院的4个卡点。

这支服务队从农历大年初二开始，始
终坚守岗位，毫不畏惧，从不退缩，在值
守中对每一辆车、每一个人员进行检测排
查，出入登记，确保守好“第一道防线”。

服务队员们同社区责任人一起走家入

户、排查登记、发放出入证、站岗执勤，
加班加点，再苦再累无有怨言，以高度的
责任心和严谨务实的作风感动着广大居民
群众。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他们呵护着每一
位外来回家居民，搞好隔离期生活服务，
让居民感到温暖有爱。

有个别居民防控意识淡薄，强行出入
卡点，他们严格制止，摆事实，讲道理。

他们以住户微信交流群为平台，经常发布
疫情防控相关政策，并引导居民配合工
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楼院居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给他
们送饭送水。爱心单位为他们送来了慰问
品，共同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敬意。

因为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我们相
信，阴霾终将散去，阳光依旧温暖。

张锡铜

党群志愿服务队：最美夕阳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山阳区新城街道墙北村飞翔艺
术团团长王秀凤，用行动践行
了一个老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越是艰险越向前，党员就
应该冲锋在一线。农历大年初
二至今，她向村两委主动请
战，一直坚守在映水小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卡点。科普宣
讲、登记摸排、楼院消毒……
她记不清爬了多少次楼道，打
了多少个电话，给居民宣讲了
多少次防疫政策和知识，发挥
了防控宣讲员、联络员、信息
员和志愿者的作用，尽管腿脚
时常酸痛，但她从来没有叫过
苦、说过累，彰显了一个老党
员的坚定信念。

“我是一名老干部、老党
员，疫情面前，危急时刻，我
随时听候党的召唤，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是王
秀凤的铮铮誓言。抗击疫情是
每一个人的责任，谁都不能置
身事外，为国家分忧更是她的
心愿。2月5日，王秀凤为村委
会捐出爱心善款1000元，又向
党组织捐出疫情防控定向资金
1000 元，还给妇联组织捐款
100元。

王秀凤是一名优秀的文艺

工作者，今年春节，她十分遗
憾，因为如果没有疫情的蔓
延，反映汉献帝的豫剧《山阳
公》就会开始排练了。该剧目
不仅带有浓郁的本土特色，也
是全国第一个描述汉献帝人生
的剧目。

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打响
疫情防控阻击战之际，王秀凤
对艺术团的排练内容进行了调
整，创作了小快板《众志成城
战疫情》，并组织艺术团人员进
行演唱。当这个快板通过抖音
播出时，受到辖区群众普遍点
赞。王秀凤还通过微信和电话
指导艺术团成员创作，由彭宝
红表演的豫剧唱段《同仇敌忾
战疫情》，不仅丰富了群众自我
隔离的生活，更增强了大家战
胜疫情的信心。

“只要我们心连心，上下拧
成一股绳，团结一致，一定能
尽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王
秀凤说。她的儿子武晓强是该
区文化馆的一名职工。疫情发
生后，他受到母亲的影响，主
动请缨，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王秀凤和儿子武晓强书
写了抗击疫情“母子档”的故
事 ， 践 行 了 共 产 党 员 的 初
心。 山阳区关办

王秀凤：奉献拳拳之心

今年 67 岁的老党员任京城，
是武陟县木城街道小原村关工委
副主任，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
轻伤不下火线，奔波在抗击疫情
第一线。

入户排查，他冲锋在前。他
经历过抗击“非典”，深知入户
排查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
关。家人心疼他劝他回家，他却
说：“现在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我作为老党员，怎么可以
临阵脱逃？！”

设 立 卡 点 ， 他 早 出 晚 归 ，
日夜坚守。考虑到他的身体状
况，村干部本不打算安排他在
卡点值守，但他主动请缨，告诉
村干部：“我的身体是不好，但
这 点 毛 病 根 本 不 影 响 卡 点 值
守！”他整日值守在卡点，做好
出入检测工作，同时向村民宣
传 防 疫 知 识 ， 提 醒 村 民 不 聚
堆、不串门，出门戴口罩，尽
可能地减少传播隐患。他不厌其
烦，坚持宣传，嗓子累得嘶哑，

他就用小喇叭播放录音继续宣
传。

这么多天没日没夜地工作，
他心脏上的老毛病又复发了，他
不得不住进医院。但他没有放下
疫情防控工作，通过微信、电
话不时了解村里的防控情况，
关心着居家隔离群众的生活。
他告诉大家：“我这点小毛病不
算啥，过几天我回去和你们一
起战斗！”

武陟县关办

任京城：轻伤不下火线

本报记者 丁 垒
本报通讯员 逯生豪

4月7日，全省高三年级开学了，高校开
学的脚步也在一天天走近。

焦作师专网络教学检测中心的LED显示
屏上，在线师生统计数据、运行曲线一目了
然；在网络课堂上，教师和学生正认真、热
烈地研讨。与此同时，该校的心理咨询师正
在各自家中，通过电话、微信、钉钉等平台
与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 （市、区） 的学子进
行点对点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

疫情之下，焦作师专办学的载体、形式
在变，初心、使命不变。

严密防控 确保师生健康安全

高校师生来源广、分布点多，是疫情防
控的难点。只有抓紧抓实精准防控、细节防
控、全工作体系防控，才能打好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

精准排查师生信息，是疫情防控的前
提。焦作师专依托微信问卷星平台，开发了
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和出行信息日报系统，建
立宿舍信息员—班级—年级—学院—学校五
级联动防控体系和零报告制度，全面掌握学
生身体健康和出行轨迹动态信息。对于户籍
在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有发热现象的学
生，组织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干部实行分

类管理、重点关注，真正做到全覆盖、零死
角，严防死守，不漏一人。

为了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切
投入都是值得的。早在1月24日，该校提前
谋划，采购了 6500 个口罩、800 公斤消毒
液、25个红外测温枪以及热成像红外测温系
统、人脸识别测温终端等防疫物资。目前，
人车分流系统、热成像红外测温系统、人脸
识别测温终端在该校新校区北大门已经投入
使用，为做好学生返校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应对学生返校后可能发生的疫情风
险，该校还将新校区8号公寓楼A座改造成了
独立的隔离观察区。每个隔离室除了床、
桌、椅、衣柜、书架、被褥、脸盆等生活用
品，还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设备。

疫情防控是一场战争，战争就要有战时
工作机制。该校先后于2月22日、28日召开
党委会，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成立领导
小组和9个工作专班，分别负责综合协调、宣
传教育、学生管理、教师管理、后勤保障等
工作。制订了《开学准备工作方案》《开学工
作方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3
个方案、15 项规章制度制度和8 个专项工作
方案。印制了疫情防控流程图、返校报到流
程图和学生管理流程图，构建起从学生居家
防疫到返校报到，再到在校学习的闭环式、
链条式防控体系。

“现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全
校师生也没有确诊和疑似病例。”该校一名正
在进行消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会一
直坚持到抗疫全面胜利的那一天。”

网上教学 内容丰富保质保量

如何在疫情之下危中寻机，抓住互联网+
教育发展的机遇，实现教学要素、教学形
态、教学流程的重新整合？焦作师专的答案
是“变革”。

课程平台在变。焦作师专仅用了短短 3
天，就利用学校智慧校园搭建了网络教学服
务平台。2 月 17 日，启动在线教学模拟演
练。当天，全校有 493 名老师和 8796 名同学
参加了演练。2 月23 日，所有春季学期拟开
设课程完成了线上课程建构，为2月24日上
好开学第一课做好了充分准备。

资源要素在变。线上课堂，教师仅靠一
支笔、一张嘴、一本教案，远远不够。该校
老师利用教育部、省教育厅开放的网络课程
资源，搜集互联网上的文献和视频资料，精
心制作PPT教学课件、录制慕课短视频。为
了让课堂更生动、更有吸引力，该校音乐学
院的教师让自己的爱人、子女充当临时演
员；理工学院的教师则就地取材，利用家中
物品制作了展示教具。

教学理念在变。网络教学和传统教学相
比，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学生吸引到课堂
上来，让他们听得进、想得深、学得好。“我
们网上教学使用的教学素材，包括语音、短视
频、图片等各种形式，老师们愿意下大力气准
备素材，就是为了用精彩、生动的内容吸引学
生。”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鞠保荣说。

“线上教学有很多优势，评价手段更丰
富，过程信息有留存、能回溯。”该校教务处
处长郭卫民说，“为了把线上课堂上好，老师
们在教学设计和实施环节中更加突出问题导
向、实践导向、能力导向，突出了适应信息
社会需求的职业核心素养。”

据不完全统计，两个月来焦作师专已开
设包括日常教学、技能辅导、比赛指导等326
门网络课程，学生在线学习达 316750 人次，
教师在线授课达4401人次。老师们授课内容
丰富、方式灵活，学生们听课认真、互动积
极，网络教学有声有色，收到了良好效果。

精准关爱 思政教育无处不在

疫情期间，有人说，非典，是我们在保

护“90后”；现在，是“90后”在保护我们。
“90后”的角色转换，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深、活、实的生动写照。

在焦作师专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网络平台上，58条抗疫信息、7期疫情
防控知识专题、3封疫情防控倡议书、1首原
创公益歌曲等160条抗疫宣传视频和稿件，让
学生感到国家、学校和自身紧密地融在一
起，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

受疫情影响，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
怎么办？该校及时下发了《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机制实施细
则》，灵活采取减免学费、延缓还贷期限、
银行救助、他人代偿等多种措施，简化流
程、提高效率，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求，把精准帮扶措施落到实
处。

在资助过程中，老师们发现，随着疫情
的持续，不少学生出现担忧恐惧、焦虑不
安、心浮气躁等不良情绪。焦作师专第一时
间启动线上心理援助工作，组织专业师资开
展义务心理咨询，组织学生开展朋辈心理帮
扶。该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利用网络
平台先后发布心理防护知识手册和心理科普
文章26篇、视频12部，录制心理健康微讲座
20 余个，网络点击量达3 万余次，开展线上
公益讲座38场，线上团体心理辅导11次，开
通心理咨询热线服务，接听心理咨询热线536
人次，微信咨询 330 人次，回复邮件 50 人
次，为筑牢师生疫情防控心理防线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该校信息工程
学院学生党员王泽昊冲锋在抗疫第一线，体
育学院学生党员曹阳主动投身疫情防控的知
识宣传、安全巡防、驻点排查等工作，初等
教育学院学生党员孙慧积极参与抗击疫情志
愿者活动……一名名学生党员以实际行动谱
写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在他们
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师专学子积极投身居
住地抗疫一线。

“历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谁能够众志成
城、克服寒冬，谁就能迎来冰雪消融、鲜花
盛开的春天。”该校党委书记刘新顺说，“面
对疫情，学校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
思想自觉、更实的工作作风，坚守初心、铭
记使命，持续用变革迎接挑战，谱写学校高
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沁阳市关工委调研组正在调研。 （沁阳市关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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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师专新校区，消杀人员在进行日常消杀。

工作人员在隔离观察区值班。

为了开展好网上教学，焦作师专网络教学检测中心
每天都有专人值班。

焦作师专心理援助老师崔正贺在接听心理咨询热线。

（本组照片均由本报记者丁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