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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整合校园视频监控系统

信息手段保开学安全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为切实加强校园
安全风险防控能力，以信息化手段支撑
保障全省大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开学，省
教育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将各学校已
经建设的公共区域安全监控视频接入
海南省教育政务信息整合共享平台。

根据通知，为开展远程疫情防控、
远程应急指挥调度、远程督导检查提
供能力保障，各学校已经建设的公共
区域安全监控视频将被接入海南省教
育政务信息整合共享平台，满足全省
教育系统校园安全视频监控联网、联
防、联控管理要求。接入范围包括校
园门口环境、餐厅就餐区域环境、教学
楼楼梯等人员密集重点公共区域。前
期学校明厨亮灶的监控视频，省教育
厅已协调相关部门进行统一接入。

相关工作将分3个批次进行：具备
条件的初中、高中即将开学学校要于4
月7日前接入；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开学
学校要于4月30日前全部接入；具备
条件的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幼儿
园要于6月30日前全部接入。

本报三亚4月2日电（记者林诗
婷）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我
省高三、初三年级学生即将迎来开
学。海南日报记者4月2日从三亚市
教育局获悉，为提高学校对疫情防控
和应急处置能力，该市日前联动教
育、卫健、消防等相关部门，组织各中
学相继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教职

工通过模拟入校、用餐、上课等多个
场景，查找防控遗漏问题，及时调整
开学方案，确保开学复课有序开展。

日前，在三亚市第一中学演练现
场，该校100余名教职工身着红、黄、蓝
等3种颜色背心，分别饰演维护秩序人
员、学生及检测人员，针对入校检查、食
堂就餐、宿舍管理、教室上课等场景展

开模拟演习。其中，在入校检查环节，
数十名携带行李的“学生”保持1米以
上距离，依次通过专设的4条通道进入
校门，并在入校检查点进行逐一登记、
测量体温、手部消毒后，有序进入校
园。当出现体温异常的学生，有专人负
责与学生家长沟通，并引导该学生前往
校门广场“临时留观处”做进一步观察。

据悉，三亚高度重视并统筹抓好
开学工作，联动各相关部门落实联防联
控机制，在开学复课期间，将全面排查
返校学生、教职员工的健康状况，严格
执行校园封闭管理，完善并严格执行学
校疫情防控各项制度措施，科学处置
突发情况，同时将精心组织好“开学
第一课”，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关爱。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刘晓惠

经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同意，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海南高三、初
三年级按4月7日开学做准备，初一、
初二、高一、高二年级和中职学校按4
月13日开学做准备，小学各年级按照
4月20日开学做准备。

消息一经发布，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极大关注——各地各校的开学准备
工作做得怎么样？家长和学生对返校
上课是否存有顾虑？前段时间落下的
功课如何追补？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对
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多管齐下
确保师生生命安全

“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开
心。家长们都互开玩笑，说‘神兽’终
于要归山了！”海口市民吉元的女儿在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读三年级，在她看
来，孩子在家上网课不是长久之计，学
习效率不高还可能伤害眼睛。

开心过后，吉元也有担心：“当前
还没完全战胜疫情，学生这时候返校
上课，家长们多少有些担心。我一边
密切关注海口市和学校的防疫工作
进展，一边给孩子准备了口罩等防护
用品。”

海南日报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
为检测和提高学校的疫情防控和应急
处置能力，确保校园“一方净土”和师
生生命安全，连日来，各地各校根据省
教育厅有关要求，因地制宜制定了“两
案十制”，并积极组织了一系列实战演
练活动。大部分学校都提前准备了口
罩、手消液等防疫物资供师生和教职
员工使用。

演练过程中，各学校严格执行疫
情防控有关规定，安排学生错时错班
错校门入校、间隔1米排队测体温，在
教室、宿舍禁开空调并保持通风，在食
堂坚持分时、分段、分餐原则，最大程
度避免人员密集、拥挤。

值得一提的是，多所学校还组织
师生和教职员工代表参与到场景式应
急防控演练中，进一步理顺学生返校、

课堂上课、食堂就餐、回宿舍休息、突
发疫情应急事故应对等环节。海南中
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模拟演练可以将
书面开学预案实践化、具象化，并从中
找出短板弱项、查漏补缺，为安全平稳
有序开学全面做好准备。”

目前，海南中学已确定海口市第
三人民医院为定点联系医院，并邀请
海口市疾控中心专家以及医院医疗卫
生专业人员进驻学校，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指导学校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不仅是海南中学，截至目前，省教
育厅已先期选派536名专业防疫人
员，覆盖预定4月7日开学的482所中
学和部分中职学校，并为每所学校确
定一家定点联系医院，以便及时有效
地处理突发卫生事件。

根据安排，接下来各市县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将组织教育、卫健、应
急、市场监管等部门和有关专家，按照
《海南省中小学校2020年春季学期开
学疫情防控工作验收标准》，对属地学
校逐校开展开学防控工作核查验收，

验收不合格的不予开学并要求限期整
改到位。

精心指导
对临考学生“培优补差”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中还发现，不
少家长担心孩子因为疫情耽误的课程
如何追补？

海口市民王鑫的儿子即将高考，他
认为：“长时间在家上网课、自习，孩子们
难免出现复习进度不一等情况。尽管
高考已确定延迟1个月，我们仍旧担心
孩子不适应、跟不上，影响高考发挥。”

对此，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负责人
表示，该院已经分别印发了详细的高
考、中考学科备考指导意见，指导各地
各校有序高效开展备考工作，并对前
期线上教学可能出现的“优生‘吃不
饱’，学困生‘不消化’”等情况进行“培
优补差”。

这两份意见书十分翔实，对中考、
高考的各个学科均作出了具体指导。
如对中考英语科目进行指导时，意见

书明确：“第一轮复习以教材为本、话
题为主，进行单元统整，系统、全面地
进行复习；第二轮复习聚焦阅读与写
作，加强阅读与写作训练，强化考生语
篇意识，关注获取关键信息的能力，主
旨大意概括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以及
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针对家长和学生存在的种种顾
虑，省教育厅要求各学校要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活动，除开展
好“生活观、生命观、生态观”三生教育
和防疫知识教育，还要落实好师生心
理咨询、心理疏导等工作，帮助师生心
理减压。对因身体等原因暂不能到校
就读的学生，或因疫情等原因滞留岛
外不能按期返校的学生，各学校要制
定好有针对性的教学辅导方案，开展
个性化学习辅导，确保不落一生。

“终于要开学了，很想回到学校和
同学们一起上课。”海口中学六年级学
生王嘉怡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和
家人都很关注学校的疫情防控和开学
准备工作，“我对学校和老师有信心！”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校园防疫做得如何？落下的功课如何追补？记者走访答疑解惑

师生返校有了身心“安全带”

4月 1日，在儋州
市第二中学，学校组织
工作人员在校内进行
消毒等防疫工作，充分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
接开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图\文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学校侧门外的地面上贴着一条条
警示线，相邻的两条警示线间隔 1
米。30名“初三学生”“家长”正按照
警示线的指引，排队站在学校侧门外
等待入校。

3月31日，为保证初三年级安全
有序开学复课，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
属学校开展了开学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演练，整个演练过程分为开学入校、上
课、教室就餐、宿舍就寝4个环节，由
教职工扮演的“学生和家长”模拟着正
式开学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返岗、返校前，老师、学生都需要
提供14天内的行动轨迹和体温状况，
并在网上完成线上防疫知识测试。为

减少拥堵和交叉感染风险，学校会按
照分时段、分班级组织学生返校。”该
校体卫艺处主任王霏霏介绍。

演练现场，一名“学生”体温达到
37.5℃，被送到校门外阴凉处的“体温
异常观察区”。校医让“学生”休息5
分钟后，拿出体温测温计对她进行重
新测量。“体温已经恢复到36.5℃，应
该是刚才在阳光下站太久，你可以入
校了。”该校校医王秋艳说，气温高时
人的体温度确实会升高，但若以更精
确的水银体温计测温仍超过37.3℃，
则需立即通知家长将学生带到定点医
院进行观察、诊断。

校门测温只是第一道“关卡”。进
入校园后，该校教学楼、食堂、宿舍一
楼都安装了人脸测温一体机。只要有

人靠近机器，半米内机器就可以自动
测温，并在1秒内语音报出体温，一旦
发现体温异常，机器还会立即报警。

“这是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为
全市学校统一采购的，不仅测温快、节
约人力，还能避免皮肤接触，非常适合
学校。因在阳光下风雨中机器的测温
精确度会降低，所以基本都安装在室
内。”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校长
王宏表示，“健康第一”是学校复课的
前提和原则，设置多道测温“关卡”就
是要确保没有体温异常者进入学校，
筑牢防疫第一道安全防线。

过了人脸测温第二关，“学生”们分
纵队进入教学楼，沿指定路线到达教
室。课桌拉开、单人单桌、间隔1米，除
了特殊布置，进入教室后班主任还需用

额温枪对学生再次复测并登记在册。
“开学后，每间教室都会开门开窗

保持通风，不开空调以减少交叉感
染。晚自习则会将学生分散，实现30
人一间教室。”王宏介绍。

为减少人员聚集，该校还将三餐
用餐地从食堂改为教室。餐前，“学
生”依次排队洗手、消毒。食堂工作人
员则将餐食送至教学楼，每班派出两
名“学生”取餐、发餐，所有餐盒均经过
统一消毒。

午餐后，“学生”回宿舍休息前，人
脸测温一体机测温同样不可少。为降
低宿舍人员密度，该校启用空置房间，
将原来8人一间的宿舍改为4人一
间，并对相邻床铺实行上下铺错位。

“老师，我有些不舒服。”在一名

“学生”出现体温异常后，宿管老师立
即将他带至宿舍楼隔离室并通知班
主任。校医将在隔离室对学生进行
一系列检测、询问并做好登记，同时
将情况逐级上报，再由班主任联系家
长送医治疗。“学生”离开后，宿管人
员还将对该“学生”的接触区域进行
全面“消毒”。

“开展疫情演练旨在让全体教职
工掌握防护、登记、报告、应急处置等
标准流程和工作要求，提高学校对疫
情防控应急处理的能力。”海口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要求各个学
校在4月3日前开展一次开学疫情防
控应急实战演练，演练验收不合格的
学校将不予开学。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过三道关卡 住四人宿舍 保十分安全

本报那大4月 2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斌 何秀
玲）100多名“学生”排队有序通过红
外线体温检测通道入校，发现1名学
生体温异常，校医复检后立即将“学
生”隔离，校工则对该学生经过的区
域全面消杀……这是3月31日在儋

州市第二中学举行的开学工作应急
实战演练情景。

儋州加强督导检查，压实工作责
任，树立“安全第一、属地主责”意识，
拿出应对疫情的劲头，科学有序做好
开学准备工作，确保全市学校正常开
学。3月31日在儋州市第二中学举

办的实战演练，重点在入校注册及晨
检、教学区及住宿生午检和晚检、学
校食堂就餐等环节展开。儋州各学
校将参考这一模式，于近日各自开展
应急实战演练，提高学校防疫应急处
置能力。

儋州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

检监察组还将到各学校实地监督检
查，及时督促市教育局制定开学工作
预案、防疫技术方案，并联合教育部
门抽查全市44所中学。

截至目前，儋州共抽查11所学
校、发现13个问题，儋州相关部门责
令各学校限期整改,确保顺利开学。

万宁“全副武装”备战开学
本报万城4月2日电（记者袁宇）“开学后怎

么保障学生健康？”“怎么避免聚集带来的风险？”
“出现异常情况如何处理？”……开学在即，海南日
报记者日前走访万宁北师大附中、万宁中学等学
校，各学校按照“两案十制”方案要求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全副武装”备战开学。

模拟学生入校进行开学演练；错峰入校、错峰
放学、错峰就餐；每日对教学区进行消毒消杀；进入
教室前测量体温，体温异常的学生由医生进行检测、
诊断，进行后续的跟踪与治疗……海南日报记者
走访发现，北师大万宁附中、万宁中学等学校除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外，还均对教室进行了调整、优
化。“不仅是教室，各校食堂也做了针对性布置。”万
宁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要求各中学采
取错时错峰就餐机制，让学生分批就餐。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是疫情防
控的重点场所，将进一步保障各学校储备口罩、酒
精、消毒液等物资，同时指导学校建立师生健康档
案制度，严格规范校园管理，切实保障学生及学校
教工的身体健康。

三亚多部门联合组织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模拟防控 排查遗漏

儋州多所学校提升防疫应急处置能力

打造“净土”平安开学

定安举行校园防控演练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王丽云）3月30

日，定安县教育局、卫健委、疾控中心联合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定安中学开展2020年春季学期初三、
高三年级开学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本次应急演练设置模拟学生在入校检查、日
常上课、合理就餐、宿舍管理、应急处置、周末离校
6处场景。演练中，学生在校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凭证通过师生通道，间隔1米相继进行体温监测
和家庭信息登记后有序进入校园。学生在教室门
口进行二次体温监测、消毒和身体健康状况登记，
体温合格者方能进入教室。在课间休息时，楼内
值班教师随时提醒学生规范日常行为，指导学生
按“七步洗手法”进行洗手。在食堂就餐环节，根
据错峰下课、错峰就餐原则，在指定区域进行一人
一桌就座用餐。

据了解，目前定安各个中学的初三、高三年级
复学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下一步，定安相关部
门将组织专家对各个学校的开学准备严格按照标
准进行验收，确保师生身体健康和学校安全稳定。

动态

陵水开展返校“实战”
本报椰林4月2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 实习生符巧飞）为安全有序做好2020
年春季学期高三、初三年级开学工作，提高学校的
应急防控能力，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在各
中学开展了多场返校实战演练活动。同时还举行
了高三、初三年级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技术培训班，
确保顺利开学。

3月28日上午，陵水教育局在民大附中海南
陵水分校举行开学返校实战演练和观摩活动。演
练模拟了学生入学的一日常规，分为排队返校、日
常上课、餐厅就餐、宿舍管理、特殊情况处理等环
节。3月30日至31日，陵水其他各中学也都各自
在本校进行师生返校实战演练，查漏补缺，确保开
学工作顺利有序，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此外，陵水还举行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演练活动，全县有高三、初三年级的学校校长到场
观摩。演练共模拟两个场景：场景一即学生开学
错峰错时入校，初检过程中发现某学生体温异常，
按要求进行临时隔离，并进行报告，同时启动应急
预案。场景二模拟上课期间发现某学生轻微咳
嗽，体温异常，教师按流程处置，消杀组人员对该
班教室及该学生经过之地、接触之物、公共场所进
行全面无死角的消毒。

乐东应对复学“考题”
本报抱由4月2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

者林东）初三、高三年级学生开学在即，学校复学
准备情况和开学后疫情防控工作受到许多家长和
学生的关注。4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乐东黄流中学组织春季开学及疫情应急处置流
程模拟演练，确保返校学生的安全与健康。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教育
局、卫生部门和镇政府工作人员还组成24个“三
位一体”驻校督导组，连日来进驻到各中学现场督
查、指导学校做好疫情防控及复学准备工作。目
前，乐东各中学教职工已全部到岗到位，并做好相
关材料归档、制度上墙、电话调查学生情况、公共
场所消杀、准备防疫物资等有关工作。

此外，乐东还制定了《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
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校园安全事
件应急预案》等文件，确保各部门形成联防联控联
动应对处置机制。

联动

保障
临高举行开学返校演练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吉洋洋）为做好
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3月31日下
午，临高县教育部门在临高思源实验学校举办了
一场开学安全防范演练活动。

当天的疫情防控演练严格按照省教育厅防控
指南要求，分为开学入校演练、班级上课演练、食
堂就餐演练、寝室生活演练和放学走读生离校演
练等5个环节。

演练全面检验开学前和开学后的疫情防控和
师生发热等应急事件处置工作准备情况，完善组
织协调、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程序和方案，
确保师生健康和学校安全稳定。

安心返校
放心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