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国务院 3 月 26 日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意见》提出，要根据各学段特
点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
其中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一
课时，劳动素养将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
价体系。

长期以来，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
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淡化。
即使有一些中小学开设了劳动教育课
程，也往往流于形式，应付检查，挂挂牌
子，拍拍照片，秀秀场子。

学校要转变对学生的评价机制，创

设劳动教育基地。打破以分数论英雄
的观念，以德智体美劳对学生进行综合
性评价，多树立劳动标兵，激励学生人
人爱劳动，个个都参加，掀起一股“劳动
最光荣”的时代之风。多方联动，开辟
一个属于学校劳动教育基地，为学生提
供劳动实践机会。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在对学生上劳动教育课中，教
师要身先士卒，喊喊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让学生知道老师也是会劳动、爱劳
动的。

家长要转变教育孩子成才观念。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家长要认识
到劳动教育的积极意义，配合学校让
学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卫
生清理、内务整理，物品规整、衣物洗
涤、垃圾分类、加工食品、手工制作、
植物养护、照顾家人。要知道溺爱下
长大的孩子将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
不分，轻视劳动、不想劳动、不会劳动
的“懒虫”。

总之，学校、老师、家长和社会是该
重视劳动教育了，需要多方发力，营造
氛围和环境，让劳动教育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落实劳动教育需要多方发力
毛拔群

备战开学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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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集团向平江教育系统碧桂园集团向平江教育系统
捐赠捐赠77万元防疫物资万元防疫物资

本报讯（丁海燕）3月31日，碧桂园集团国强
公益基金会校园健康守护公益行动走进平江，向
教育系统捐赠价值70000元左右学生返校防疫物
资，其中包括10000个口罩、100支测温枪、50副一
次性手套和5副防护服。

捐赠仪式在平江县教育局举行，碧桂园平江
县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舒子建，县教育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郑振庭，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刚强出席。郑振庭衷心感谢碧桂园的爱心之
举，并表示会将防疫物资迅速分发到学校，使其在
复学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

据悉，国强公益基金会是碧桂园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先生及副主席杨惠妍女士创
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于2013年10月
14日，以兴学助教、扶贫济困、授人以渔、奉献爱
心、回报和造福社会为宗旨。自碧桂园集团入驻
平江以来，国强公益基金多次为该县教育系统捐
资助学，奉献爱心。截至当前，捐赠资金达421.5
万元，惠及学生2940余位。

场景一
学生上学和错峰放学

学生在校门前20米处有序排队，前后
间隔 1 米，并安排教师监督学生佩戴口罩
情况，仔细查验师生个人健康卡，对手部和
所带物品进行消毒，学生依次通过校门口
红外线体温检测仪。“报告，校门口有一名
学生体温偏高。”当发现有体温异常的学生
后，工作人员立即向学校报告，并马上停止
检测。只见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立
即将体温异常学生送至隔离室，并有消毒
人员将体温异常学生经过的地面进行了消
毒。放学时，学校采取错峰放学方式进行，
每个年级间隔 5 分钟，在半小时内全部有
序离校。

场景二
隔离室测量体温并观察症状

“同学你好，你现在感觉有什么不舒服
吗？”“最近有没有和外地人接触啊？”防护
人员将体温异常学生送到隔离室后，卫生
保健员详细询问学生相关信息，并用水银
体温计进行复测。当发现该生体温依旧异
常，便马上报告给学校分管负责人和校
长。“马上启动应急预案！”校长立即与县疾
控中心取得联系，请求相关医院派车进校
处理。

场景三
入学手续办理及开学第一课

“请同学们排好队形，戴好口罩，不要
大声喧哗。”在教室门口，学生正在按地面
距离标识排队，正、副班主任对进入教室的
学生进行体温测量并登记相关情况。进入
教室后，学生前后相隔一个座位，依次上台
办理入学手续。随后，教师讲授新冠肺炎
防控卫生知识。当检测有学生体温异常
时，班主任立即询问该生情况，并联系卫生
保健员及时将学生带至隔离室处理。“同学
们不要惊慌，我们现在到操场上活动活
动。”随即，班主任对本班学生情绪进行安
抚，组织学生从体温异常学生经过的相反

方向走出教室，指导学生到室外开阔地带
活动，并安排专人对教室进行清洁消毒。

场景四
宿舍门口查验登记及学生就寝

“36.1，体温正常。请注意宿舍通风。”
学生进入宿舍前，宿管员对其进行体温测
量，并根据花名册登记确认，体温正常学
生准许进入宿舍。体温异常者或就寝过
程中出现发烧、咳嗽症状的学生按场景一
办法处理。

场景五
学生按S型就座就餐

学生就餐分为教室就餐和食堂就餐。
“请同学们从后门消毒洗手后排队领取饭
菜。”在教室就餐时，学生依次从教室后门
出去，排队领餐。就餐完毕后，再依次把餐
具放入回收桶。并拿出湿纸巾，把手和桌
面擦干净，纸巾自行放入环保袋。食堂就
餐时，学校在食堂进出通道设置餐前体温
检测台，并安排两名检测员，对学生进行餐
前体温测量和消毒。“餐桌上标有序号，请
同学们对号入座。”饭菜领取完毕后，大家
按 S 型就座安静就餐，饭后由食堂工作人
员引导学生有序离开。

场景六
学生心理咨询辅导

“怎样保持与学生之间的安全距离？”
“同桌打了一个喷嚏，是不是生病了会不会
传染？”针对这些疫情恐慌、心理焦虑等情
况，学校安排专兼职心理咨询教师，为师生
提供及时、科学的心理支持，帮助师生改善
紧张、焦虑情绪，引导师生理性认识、科学
防控，不信谣、不传谣。

有一教师提问:与学生面对面辅导作
业 时 ，怎 样 保 持 与 学 生 之 间 的 安 全 距
离？刚开学，孩子们见到老师很热情打
招呼，想和老师拥抱。怎样既不伤害孩
子的自尊，又有礼貌地拒绝身体接触？
心理健康教师回答：在新冠疫情还没有

结束之前，确实应该要跟学生保持适当
的距离。老师自己戴好口罩，并且要求

学生戴好口罩，勤洗手，就可以避免病毒

的传播。返校后，学生们看到老师肯定

是 很 高 兴 的 ，你 有 这 样 的 担 心 也 很 正

常。但作为老师，尽量不要让自己的焦

虑影响到学生。我们可以先跟学生约定

好，说现在有个隐形的病毒怪兽在捣蛋，

所以我们要戴好口罩来打败他。在怪兽

没有赶走之前，我们换一种表达爱意的

方式，如隔空拥抱或飞吻。

有一学生提问：老师，戴口罩太闷

了，我可以把口罩取下来吗？老师，我的

同桌刚才打了一个喷嚏，他是不是生病

了会不会传染给我们？心理健康教师回

答：戴口罩确实是很不舒服，但是你知道

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戴口罩吗？那是因为

空气中现在有一个病毒怪兽在捣蛋，所

以我们要戴上口罩来打败他。你有防范

意识可真不错！老师想问你，刚才你同

桌打喷嚏的时候，你有没有戴好口罩？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发烧，或者是头晕的

感觉呢？如果没有那就不用担心，只要

我们戴好口罩，勤洗手，就一定能防范病

毒感染，如果身体感到不舒服，一定要及

时告诉老师！

演练结束后，学校组织召开演练总结

会，认真梳理各个环节中存在问题和不足，

提出了整改措施，进一步总结完善防控工

作应急预案，并加大疫情防控工作力度，提

升疫情防控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扎实

做好校园防疫工作，全力构筑师生健康防

线，为师生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据悉，根据上级开学条件保障要求和

防控工作需要，华容县各学校已积极做好

各类防控物资准备工作，购置了体温枪、口

罩、喷雾器、消毒液、洗手液等疫情防控所

急需的物资。同时，对教室、办公室、宿舍、

图书室、阅览室、食堂、厕所等场所做好了

消杀、通风等工作，确保疫情期间学校的卫
生安全。

记 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李 祥 陈 成

市二中

发出发出文明祭祀倡议书文明祭祀倡议书
践行文明健康新生活践行文明健康新生活

本报讯（周承立）3月31日，市二中向全体教
职工发出清明节文明祭祀倡议书。倡议书指出：
清明时节寄哀思，文明祭祀念故人。2020年清明
节期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为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大力倡
导绿色、文明的祭扫新风尚，为此学校向全体教职
工发出如下倡议：

一、线上祭祀，讲文明。当前岳阳的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疫情防控仍不能放松懈
怠。学校提倡网络祭祀、远程祭祀，通过在线上献
花、留言寄语、媒体点播思念歌曲等方式追思先
人，寄托思念，不聚集，避免清明节期间因人员聚
集引发病毒传播和交叉感染。

二、居家祭祀，重安全。疫情期间保护好自身
和家人健康是第一位的，更是对逝者的最好告
慰。提倡以居家追思的方式缅怀逝者，不开展任
何形式的集中祭祀活动，不在广场小区、巷口楼道
等场所焚烧纸钱，注意交通安全和生产安全，防范
因祭扫发生火灾等各种安全事故。

三、绿色祭祀，要环保。摒弃不文明祭祀方
式，倡导以献花、鞠躬、挂黄丝带、寄心语卡等简约
环保方式进行祭扫，不搞攀比、不摆阔气、减少浪
费，自觉做到不污染环境、不影响他人生活，共同
维护优美整洁的城乡环境。

爱心企业免费爱心企业免费
为山区学校消毒为山区学校消毒

本报讯（方 棉 陈智慧 方庆收）为确
保各学校校园消毒不留死角，促进学校教
学工作平安有序，3 月 28 日上午，湖南省
幻影360公司专业消毒团队一行6人，采用
分子悬浮消毒技术免费为新开中心学校校
本部（原新开中学）办公室、开餐大厅、学生
宿舍、教室等所有校园全部消毒。

岳阳县新开中心学校行政及各下属中
学、小学（幼儿园）行政人员及安全专干，到
现场观摩，并在技术员示范、传授中学会操
作消毒技术，确保校园环美美化，干净无病
毒，消毒不留死角。镇中心学校校长古为
今到现场欢迎“贵客”，并要求大家防疫不
松劲，掌握消毒技术，把消毒技术带回各
校，还校园一片洁净，确保开学校园环境清
新爽朗，让学生与家长放心。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生地理核心
素养的培养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具体的教学过程
中，采用“问题式教学法”可以让学生成为
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培养学生独立探索问题的习惯和探究问题
的能力，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课堂参与
度。如何在教学中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式
教学”，笔者在长期的一线教学中，有如下
体会：

注重问题情境设置的合理性。科学合
理的问题情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因此，在选择情
境时要贴近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实际和
社会现实，使学生理解情境。例如，在湘教
版必修一《大气环境》的第一课时教学的新

课导入中，通过创设青藏高原的大气环境
特色的情境，让学生思考去西藏旅游需要
准备的物品，将学生置身情境之中，增强课
堂的参与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注重问题情境设置的关联性。问题情
境的设置要让学生在一个贯穿全过程的情
境中经历地理思维的发展过程。例如在

《大气环境》第一课时的新课推进中，首先
由准备的第一组物品——羽绒服，让学生
得出海拔高气温低的地理现象，并对此进
行质疑从而通过图文材料让探究对流层大
气的受热过程，了解各层气温变化规律及
其特点。再由准备的第二组物品——防晒
霜和墨镜，进而让学生了解青藏高原的太
阳辐射比同纬度强这一现象，并让学生探
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样学生可以带

着问题通过第二部分内容大气对太阳辐射
的削弱作用的学习从而找到答案！然后通
过第三组物品——感冒药知道青藏高原昼
夜温差大这一现象，并让学生思考原因。
这样通过让学生带着问题探究大气的保温
作用，并利用保温作用的原理来解释昼夜
温差大这一地理现象。最后是让学生了解
由于青藏高原冰雪消融导致地面温度增高
使得地面辐射增强，让学生通过探究影响
地面辐射的因素来解释地面辐射增强的原
因，从而突破重难点，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都是通过“地理现象—
地理问题—原理探究—解决问题”这几个
步骤贯穿其中，让学生通过对地理现象背
后的问题进行质疑，然后带着问题探究地
理原理，最后利用地理原理解释相关的地

理现象，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质疑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地
理核心素养。

注重情境问题设置的层次性。设计的
问题既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易到难，
层层递进。同时要切合学生的实际学情，
太过容易的问题没有探究空间，太难的问
题又超出了学生的解决能力，这样都不利
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和知识的掌握。

总之，依据新课标的相关要求，问题式
教学的运用不仅培养了学生自己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通过学生自主探究、
合作探究提高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由
此可见，问题式教学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很有效的方法。

（作者系岳阳市外国语学校老师）

华容防疫应急演练构筑“健康防线”

▲学生按S型就座就餐

▲学生心理咨询辅导

“报告校长，我班发现一名学生体温异常。”“停止检测，请防护人员立即将
学生带至隔离室。”为全力以赴做好师生回校复课准备，检验学校错峰错时开学
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高学校疫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3月30日，
华容县2020 年春季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演练活动在马鞍山实验学校举行，
局党委书记、局长龚成明，副局长蔡亚利，以及全县各乡镇中学、县直学校校长
实地观摩演练。

本次疫情防控演练，围绕师生进出校园、上课、用餐、校园消毒、宿舍就寝、体
温异常应急处置、心理咨询辅导等方面进行“实战”模拟。

▲学生在校门前20米处有序排队，前
后间隔1米

浅谈问题式教学在地理课堂中的应用
黄明月

湘阴县

434300余万春季学生余万春季学生
资助金打卡到位资助金打卡到位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杨 琴 王正
军）“还没开学已经收到了资助金，很惊喜。”3月
30日，湘阴县的余同学用妈妈手机上网课时，收
到了资助金到账的通知。截至目前，该县为全县
6223 名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的
2020 年春季资助金，共计 430.48 万元，已全部足
额转至受助学生银行卡内。

为切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渡过疫情
难关，该县教育局明确“任务表”，绘制“作战图”,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认真系统学习各项学生资
助政策，提高资助对象认定精准度；利用湖南教育
精准扶贫“一单式”信息系统，与扶贫、民政、残联
等部门“互通”数据，精准比对系统数据，精准识别
学生去向；按照“应助尽助”的原则，在全面摸底的
基础上，做好春季学期资助对象动态调整工作，对
于因疫情影响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优
先纳入国家资助范围；分档资助的，优先保障其享
受最高档次资助。

临湘市教体局

全力全力打好当前打好当前
教育工作教育工作““四大战役四大战役””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李 磊）“做好
今年的开学工作，必须保持定力，精准发力，全力
打好当前‘四大战役’，打出教育本色，奋力书写教
育新的篇章。”4月2日上午，临湘市教体局组织召
开春季开学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该
市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朱琼波结合教育发展实
际情况，安排部署各项重点工作。

会上，总结了2019年工作成绩、分析了当前
工作形势，明确了 2020 年教育工作重点和路线
图。今年临湘市坚持以“守护师生安康、维护校园
稳定”为重点，突出“落实”这一关键，全力打好“四
大战役”。一是打好新冠肺炎疫情“歼灭战”；二是
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收官战”；三是打好大宗物资
采购“攻坚战”；四是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持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