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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陈
蔚林）4月7日，我省高三、初三年级
将正式开学。根据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及学校人员聚集特点，
为营造健康、快乐、良好的开学环
境，省教育厅、省卫健委日前以答记
者问的形式，对全省广大返校师生
及家长提出8个注意事项，要求学
生每日上学前自测体温，体温超过
37.3℃时不得到校上课。

问：开学前家长和学生应该做
好哪些准备工作？

答：家长要提醒学生坚持每日
上学前自测体温，体温超过37.3℃
时不得到校上课，并及时到指定医
院就诊。为了学生健康、维护学校

的正常教学秩序，请广大家长务必
顾全大局，配合学校工作。

问：3月7日以后从省外返琼的
学生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凡3月7日以后从湖北返琼
或接触过确认病例、疑似病例或无
症状感染者的学生，要接受核酸检
测，提供核酸检测证明且结果呈阴
性方可返校。从湖北以外省份返琼
的学生，其返琼时间不满14天原则
上不准返校上课。

问：学生进校门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学生要佩戴口罩并按照学

校要求排队依次进入校门，排队期
间，人与人的间距不少于1米，进校
门后必须接受体温测试，体温合格

后方可进入学校，体温不合格者要
按照学校的要求进一步处理。

问：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该注
意哪些事项？

答：学生到校后务必服从学校
的各项管理工作，按照防疫要求在
教室佩戴口罩，减少聚集性活动。
人与人之间要保持1米以上距离，
严格按照“七步洗手法”做好手卫
生。在学校食堂用餐时，要做到一
人一餐具，不食用凉菜，并按照学校
统一要求遵守用餐秩序，错峰分时
用餐，做到垃圾分类投放。

问：学生在校期间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时应该怎么办？

答：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如有发

热、咳嗽等症状时，务必第一时间报
告班主任，各学校都配有医疗卫生
专业人员，请学生和家长不必恐慌，
学校会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妥善、有
效处理。

问：学生上下学路上应该注意
哪些事项？

答：学生上下学应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则务必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距离。上下学途中应及时
到校或回家，避免途中停留购物、用
餐、玩耍等行为。

问：校外寄宿学生应该如何做
好防护工作？

答：学生应避免自行校外寄宿，

要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校外寄宿。校
外寄宿期间每天自测体温并记录，体
温超过37.3℃时不得到校上课，第一
时间报告班主任和家长，及时到指定
医院就诊。注意合理饮食，坚持体育
锻炼，保证充足睡眠，保持身体健康。
放学后按时返回寄宿地点，注意人身
和财产安全，与家长每天保持联系。

问：校内住宿学生应该如何做
好防护工作？

答：学生每天应自测体温并做
好记录，体温超过37.3℃时不得上
课，第一时间报告班主任和家长，及
时到指定医院就诊。在校内住宿期
间，禁止宿舍间互相“串门”，避免聚
集性活动。

上课要不要戴口罩？省外返琼学生何时回校？上下学能否乘公交？

你关心的开学问题，答案都在这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梅
思程）为提前排除校园火灾隐患，保
障消防安全，近日，全省各级消防救
援部门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开展“你
复课，我护航”消防技术服务及安全
检查行动，助力学校有序开学复课。

期间，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主动
上门对辖区学校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和技术帮扶指导，全面了解消防安
全责任落实、消防设施运行、酒精储
存使用管理等情况，重点对学校的
电气线路、用电设施、食堂油烟管
道、燃气管道进行一次全面检修，坚
决禁止“带病开学”。

针对防疫期间学校储存、使用
消毒用酒精的情况，消防检查人员

现场提示：酒精应存放在危险化学
品仓库或危险化学品储存柜内；不
能将酒精与高锰酸钾等强氧化剂放
在一起。在使用酒精消毒前，要彻
底清除周围易燃及可燃物；使用时
不得接触明火或靠近明火；使用后
必须将容器上盖封闭，严禁敞开放
置；使用过的毛巾等布料清洁工具，

在使用完后应用大量清水清洗后密
闭存放，或放通风处晾干。如果酒
精意外燃烧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等进行灭火。

此外，省教育厅与省消防救援
总队联合制作“‘云’课堂，消防安全
第一课”短视频，通过省消防救援总
队官方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将链接

转发到各校园班级群，利用网络媒
介开展线上“消防安全第一课”。

据介绍，从3月 23日至4月 3
日，全省累计组织复课前校园消防
技术服务与安全检查300余次，检
查学校400余所，督促整改火灾隐
患900余处，培训教职员工5500余
人，开展线上消防宣传200余次。

东方24辆免费“专线车”
接送1200名乡镇学子

专人专车保平安
本报八所4月6日电（记者张

文君）4月6日下午，在东方市江边
乡一上车点，经过健康监督员的体
温监测后，符家毅提着行李登上“专
线车”。2个小时后，符家毅乘坐的

“专线车”抵达东方市八所中学，他
和同学有序下车，入住宿舍。

“我一定加倍努力备战中考。”
符家毅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
期自己一直在家上网课，但缺少和
同学“并肩”学习的氛围。而今，终
于盼到了开学，他心里非常高兴。

当日，东方 24 辆免费“专线
车”搭载 1200 名就读高三或初三
的乡镇学子提前返校。“全部的车
辆已消毒，同时，每辆车都配有一
名健康监督员，确保学生能安全到
校。”东方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健伟
表示。

为给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
学习环境，东方市教育局已组织全
市即将开学的中学提前进行了疫
情防控应急演练，并安排专门人员
对学校宿舍、教室、食堂等区域进
行全方位消杀。东方还会组织学
校开展一次疫情防控演练，进一步
提高其应急处理能力。

据了解，自2015年起，东方市
财政每年投入约550万元，由东方
海汽运输有限公司运营“专线车”，
每周末或节假日接送乡镇学子返校
返乡。随着高三、初三年级开学在
即，“专线车”恢复运营。

据统计，4月7日，东方市全市
18所中学迎回的高三、初三学子达
9830人、老师575人。

关注高三、初三年级开学

我省开展校园消防安全检查

消除火灾隐患 禁止“带病开学”

◀上接A01版
各地各校均结合实际情况，“一地一策”“一校一案”
制定了“两案十制”，开展了实战演练、进行了考核验
收……

省纪委监委驻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和省政府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启动了开学工作专项督导和明察暗
访，对不担当不作为、作风漂浮、落实不力、失职渎职的
干部将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清明假期，省教育厅全体领导干部均取消休假，带
队深入各市县督导开学准备工作。省教育厅负责人表
示，“当前，全省教育系统切实增强底线思维，正以战时
精神、战时状态，按照‘安全第一、属地主责、精准有序’
的原则推进开学复课工作。”

联防联控
确保校园防疫万无一失

开学复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凝聚各方力量。
除了教育部门，我省各级卫健、发改、财政、工信、

应急、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以及乡
镇、社区、街道等也纷纷行动起来，同进“考场”——

各级教育、卫健部门协同成立疫情防控专家组，加
强对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专业指导与培训，为每一所
学校选派至少1名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进驻学校指导，
为每一所学校确定一所定点联系医院；各级卫健、应急
部门共同指导各地各校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开学前
疫情防控准备、开学时关键环节把握、开学后各项措施
落细落实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各级发改、财政、工信
等部门联合做好学生复学工作各项物资保障，确保口
罩、测温枪（仪）、消毒用品等保障到位……

各地各校也从实际出发，为做好防疫工作出实招、
硬招、新招——

海口要求各个学校实行划区划片管理，在教学楼、
图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实行人流量限制；三亚开通“校
园专用车”，要求驾驶员、安全员和师生均佩戴口罩、测
量体温后方可上车；海南中学组织场景式应急防控演
练，将学生返校、课堂上课、食堂就餐、突发疫情应急事
故应对等书面预案实践化、具象化；华东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配齐了足量消毒用品，安排相
关人员每日对校园及建筑进行消杀；海口一中食堂采
取配餐制，提前搭配好两荤一素的饭菜，让学生直接刷
卡领餐……

“开学后，我们把每个班级一分为二，并把每堂课
的授课时间适当延长。”海南华侨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黎
必锋介绍，“高三年级老师先在A班授课25分钟，再到
B班授课25分钟。老师在其他班级授课的时候，安排
高一、高二年级老师为学生答疑。”

一场场专题会议、一份份规范文件、一项项防控措
施、一次次环境整治、一次次实战演练、一次次考核验
收……全省各部门、各市县、各学校和社会大众形成合
力，只为确保校园“一方净土”，确保师生生命安全。

科学施教
帮助师生心理减压

疫情推迟了开学时间，对于即将到来的高考，朱婕
坦言还是有较大压力：“虽然在家一直按部就班上网
课，但是感觉学习效率没有在学校的时候高。希望自
己尽快调整状态，让自己紧张起来，以最好的状态迎接
高考。”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和朱婕一样对即将到来
的中考、高考有所担心的学子不在少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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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省教育厅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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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出
品的《2020海南省中学、中职学校春季开学新冠肺炎
防疫规范》，就为各地各校做出了示范。

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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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绿意浓，静待学子归。沉寂数月的校园又将
响起琅琅书声，返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无不满怀希
望。

“踏入久违的校园，重启了校园生活，我们期待这
一刻很久了！”海口一中高三学生吴婷说。该校学生家
长钱伟香则表示，他仔细了解过学校的开学准备工作，
认为校园按班按时分流、一天多次体温检测等举措很
科学，“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很放心！”

（本报海口4月6日讯）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陈俊翔）4月 6日 19
时，随着上课铃声响起，北京师范大
学海口附属学校全体初三学生立马
回到座位前，端正地坐着。19时10
分，庄严的国歌奏响，全体师生一起
高唱国歌，开始一堂特别的“开学第
一课”。

经过一个“加长版”寒假后，这
堂迟来的“开学第一课”，让该校初
三学子们百感交集。“同学们，欢迎
回到阔别近3个月的校园。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我们不得不
以这样的方式隔空相见。”升旗仪
式结束后，该校校长王宏在演播
室，通过直播的形式向全校初三学
生问好。

随后，该校把“开学第一课”开
成新冠肺炎疫情科普课、励志课、思
政课，通过介绍我国历史上发生的
两次重大疫情，向同学们科普瘟疫
发生的原因、造成的损失，应该吸取
的教训，引导广大学生正确认识疫
情。课上，王宏还给大家播放了两
段全国医护人员逆向而行、支援武
汉，以及在他们撤离时，武汉人民在
家中的阳台上集体欢呼，为医护人
员送行的视频，让不少同学看得热
泪盈眶。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国家能
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
性成果，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家
国情怀、众志成城，我们要为祖国点

赞，为我们英雄的人民点赞！”王宏
感慨道。

生命至上——这是许多人通过
此次疫情得到的深刻体会。对此，
王宏告诉同学们，要养成讲卫生、锻
炼身体的好习惯，“这绝不仅是为了
在中考体育考试中拿个好分数，更
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
养成好的行为，就是在用行动抗击
疫情。”

为了帮助学生们在学校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该校校医王秋艳
还从往返学校途中的注意事项、如
何检测体温、如何佩戴口罩、就餐
注意事项、运动注意事项、如何做
好心理调适等10个方面进行了详
细讲解。

对于即将来临的中考，该校初
三年级主任李慧宏在直播课中作出
了进一步的要求——不惧困难、努
力拼搏。“困难是柄双刃剑，不仅给
我们带来挑战，更给我们带来克服
困难的方法和勇气。接下来的日
子，希望大家能增强自信、挑战自
我，过好中考前的每一天。”李慧宏
说。

上完这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该校初三（5）班学生李恒铭表示

“很受鼓舞”。“这次疫情让我们感受
到了中国力量，并为之自豪。我要
向抗疫英雄学习，培养面对困难的
勇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迅速调整
心态，全身心投入复习，为考上自己
理想的高中努力奋斗。”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举办“开学第一课”

致敬抗疫英雄 全力冲刺中考

本报三亚4月6日电（记者李
艳玫 林诗婷）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
市教育局了解到，4月6日，该市约
1.3万名高三、初三年级学生陆续返
校报到，准备开学。

4月6日8时许，在三亚市第一
中学门口，前来报到的学生们戴着
口罩站在学校门口排队，在老师的
组织下，逐一登记、测量体温、进行
手部消毒和资料核验……

三亚市第一中学在籍学生达
4288人，其中初三、高三年级学生
1400余人。“我们以班级为单位，上
午安排966名高三年级学生返校报
到；下午安排近500名初三年级学
生返校报到。”三亚市第一中学有关
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按照“安全第一、属地
主责、精准有序”原则，三亚市43所
中学提前对教室、食堂、宿舍等重点

区域进行全面消毒，目前已经准备
就绪，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
的错峰返校方案，保障4月7日顺
利开学。

此外，为最大限度减少广大师
生在上学放学、上下班途中出现交
叉感染的可能性，三亚市自4月7
日起开通“校园专用车”。

记者了解到，“校园专用车”一
部分在现有27条公交线路基础上

加密线路、增加车辆投入，一部分采
取固定候车点——学校“点对点”模
式运行。“校园专用车”均贴有统一
标识，仅供学生上学放学、学校教职
工上下班乘用，广大师生出示学生
证、教师证或工作证后即可登车。

此外，为确保新冠肺炎防疫期
间乘车信息可查可追溯，广大师生
需要办理天涯行实体公交卡或注册
天涯行乘车码，凭卡、凭码付费。

琼岛本周前期有阵雨
最低气温19℃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刘昕 李
凡）海南日报记者4月6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
到，本周前期海南全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期
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
逐渐回升；后期受弱冷空气影响，全岛大部分地区有阵
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下降。

陆地方面：4月6日至4月7日，受弱冷空气和偏
东气流共同影响，全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
半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五指山以北地区最高气温为23℃至26℃，五指
山以南地区为28℃至31℃；中部内陆地区最低气温为
19℃至21℃，其余地区为22℃至24℃。

4月8日至4月9日，受东到东北气流影响，全岛
以多云天气为主，东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部局部
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逐渐回升，东北半部地
区为28℃至31℃，西南半部地区为32℃至35℃；中部
地区最低气温为 20℃至 22℃，其余地区为 22℃至
24℃。

海洋方面：4月6日至4月7日、4月12日，北部湾海
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风力5级、雷雨时阵风7级至8级。

三亚今起开通“校园专用车”
仅供师生乘坐，凭卡凭码付费

⬅⬆4月6日，海口市实验中学，高三、初三年级
学生在开学前陆续返校，进行测体温、登记信息。

据了解，省教育厅已会同省卫健委等部门制
定印发了高三初三年级开学方案等7个重要文
件，并要求各地各校结合本地情况，“一地一策”
“一校一案”制定“两案十制”，确保开学复课后教
学工作安全有序。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回来了，
我的学校

校园绿意浓 静待学子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