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安

多部门联防联控
多举措加强管理

本报定城4月10日电 (记者刘梦晓）“开学以
来，学校每天都对教室、宿舍、食堂进行消毒，老师
们也积极引导宣传各种防疫知识。”4月9日，定安
实验中学初三学生吴婧怡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学
校实行错峰下课、错峰就餐等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防疫措施，让她和同学们有满满的安全感。

“我县严格按照开学工作清单和任务倒排时
间表，认真将各项开学准备工作落到实处，做到

‘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确保广大师生安全。”定安
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王小润说。

为了做好联防联控工作，定安县教育局、县卫
健委、县纪委监委等多部门协调配合，通过强化防疫
技术指导、提前开展开学人员全覆盖摸排、全面开展
防疫应急演练、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专项
督查、严密组织开学验收、加强督查检查等工作措
施，逐一强化整改落实，营造了良好的开学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定安县提前对全县高三、初三
年级学生及教职工进行返校前14天旅居情况、健
康状况全面摸排，严格落实健康监测管理。

并且，定安各个学校通过开展复学疫情防控
演练观摩现场会，对学生在入校检查、日常上课、合
理就餐、宿舍管理、应急处置、周末离校等多处场景
进行模拟，增强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开学后
如何做好防护？

保持空气新鲜。晴天
一定要多开窗透气，如果家
里有人有流感症状，更应该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免传
染给其他人。

2 加强锻炼。很多家长因为孩子感染流
感就让其待在家里不出门，其实这样反而会
让病情更严重。孩子得不到运动锻炼，免疫
力就会减弱，所以要带孩子在空旷的地方增
加体育运动，增强孩子的免疫功能。

3 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外出运
动也必须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戴
上口罩等，防止被别人传染或者传
染给别人。一定不要去人多的地
方锻炼或者活动。

4注意个人卫生。按照正
确的方法勤洗手，洗手后要用
干净的干毛巾擦拭，打喷嚏或
者手上沾到鼻涕之类，要马上
用肥皂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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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开学后校园防疫——

注意饮食和休息 勤快洗手不聚集

制图/杨薇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 杨静）4 月 9日，省委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再
次对全省各学校复学复课工作进行
重点研究部署，提出11条具体措施
确保复学复课工作有序开展。4月
10日，针对开学后学生和家长该如

何防控疫情，省疾控专家进行了相
应指导。

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闫秀娟表
示，新冠病毒传染源存在，传播风险
就存在。根据 11 条措施做到早发
现早隔离早治疗，是可以有效防控
疫情的。根据部署，省内要向所有

学校派驻医务人员，协助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医务人员进入学校，一
旦发现有发烧学生，会进行隔离，对
所在班级学生密切接触者进行排
查，对发热病人及时和医疗机构进
行沟通，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同时，
医务人员会对日常预防进行指导，

比如对晨检落实、缺课排查、环境卫
生消毒进行指导。

对于口罩的佩戴问题，闫秀娟
建议学生在密闭空间例如教室内须
佩戴口罩，食堂吃饭要拉开距离。
没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接触
史的前提下，口罩佩戴一天或者两

天再更换是可以的。
闫秀娟建议，家长要尽量减少外

出，不要带孩子聚餐聚会，叮嘱孩子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戴好口罩，对孩子
进行健康监测。学生要勤洗手，尤其
饭前便后，接触物品之后，课间尽量
不要聚在一起，注意饮食和休息。

4月 10日，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七坊中学，老师为初三学
生授课。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七坊中学采用小班授课的方
式，初三年级由原来12个班拆
分成24个班。学校师生按照
要求每天进行3次体温测量并
记录在册，学生经过红外线体
温测量后，才能进入教室。如
有体温过高的师生将就近转至
乡镇卫生院的发热门诊。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开学复课
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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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周彦雅）除了高三、初三年
级外的中小学生也即将开学，做好疫
情防控同时，应该怎样帮孩子们从心
理上将在家上网课的状态迅速调整回
正常的课堂学习状态？海南日报记者
4月10日就此采访了省内有关心理
专家。

海南省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省
安宁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罗海东
表示，疫情期间有些学生会产生一些

不同的心理应激反应，比如学生可能
由于假期接受到过多的负性信息带来
的负性情绪卷入，从而产生心理压
抑。部分学生可能因假期延长、计划
打乱，无法高效学习而产生焦虑与无
助感。由于疫情对学习的影响，高考、
初中升高中、小学升初中的学生对自
己学习成绩有较强的不确定感，也会
产生焦虑的心理。

罗海东建议，学生们首先可以
先调整作息时间。如果觉得一下子

把自己从假期作息时间切换到上学
作息时间有困难，不妨降低难度给
自己一个缓冲期，以 3-4天为一个
调整周期，请父母做好监督，睡觉前
把手机移出卧室，慢慢把作息时间
向学校作息时间靠拢。这样循序渐
进地调整不仅能减少内心的抗拒和
排斥，也能让孩子对重新开始的校
园生活充满期待。

其次，可以利用运动，排解负面情
绪，运动时对身体的控制能够让人恢

复对自己的控制感。每天设定一个运
动目标，坚持和父母一起到空旷的地
方运动，当运动目标达成时也能帮助
孩子提高自信。

最后心理上的调试，要学会接
纳自己，很多学生开学前会出现心
理波动，比如脾气会变得暴躁，心情
不好，对学校产生排斥心理等等。
当孩子出现各种情绪波动时，家长
要学会接纳，给孩子一段时间的调
整。而学生也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

暗示，“终于要开学了！终于能见到
同学们了，终于能坐到教室里安心
地听老师讲课了，校园里是充满快
乐的。”另外，罗海东建议，学生要逐
渐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把注意
力慢慢地集中到学习上；通过设定
学习目标和计划，起到好的激励作
用。家长需要告知孩子，有负面情
绪无法自我排解时，不要一个人独
自面对，可以找同学、老师、家长沟
通，或者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除高三、初三年级外的中小学生即将开学，如何把“心”收回来？

调整作息时间 排解负面情绪

落实家庭责任
开设专车专线

本报营根4月10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王丽娟 王洁）4月9日，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
学上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在老师
的组织下分批有序取餐用餐。在初三、高三年级返
校复课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严格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通过开展小班化教学、实行集中寄宿、落实分
开用餐等举措，做到疫情防控与开学复课两不误。

“我们要求人员进出校园全部登记造册，严格
执行入校量体温、酒精消毒等制度，并与学生家长
签订了承诺书，落实家庭责任，确保学校绝对安
全。”琼中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琼中各有关部门会同学校建立高
效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校园及周边安全防范工
作。该县卫生部门也对学校有关人员进行培训，
并要求每个学校安排一名专业医护人员驻扎，配
合学校做好各项防疫防控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部分学生来自乡镇，琼
中各客运站场积极调配公共交通车辆及班次，通
过安排专车、开设专线、“点对点”接送等方式，确
保全县高三、初三年级师生，安全有序返校。

琼中

■ 李豪杰

在省委、省政府的周密部署和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初三、
高三学生已经复课，其他年级中学
生和小学生也将于近期复学复课。
当前，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
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
挑战，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进入关键
时刻。进一步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师生安全健康，需要社会各

方各尽其责，共同为复学复课创造
良好环境。

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维护校园
安全的政治责任。要把复学复课工作
放在与复工复产复市同等重要的位置
上，明确教育专员工作职责，分区分级
解决好口罩供应等问题，加强重点地
区、重点人群、重点环节的疫情防控，
做好解释说明和宣传教育工作，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和效能，加强健康管理
和服务，坚决把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学校复学复课的 11 条措
施抓得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学校是师生工作学习的主要场
所。校园安全是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的一个重点。学校要切实承担起校
内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落实好学
校、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责任，
通过定岗定责，坚决做好健康监测、
疫情报告、人员管控、环境整治、通风
消毒、健康宣教、心理疏导、物资储备
等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和可能发生的

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家长是学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家庭是校园疫情防控的第一关口。
家庭责任的落实效果如何直接关系
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成败。家长要做
好孩子每天离家入校前的体温自测，
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指导
孩子科学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多锻
炼，时刻关注孩子身体和心理健康，
并且自觉避免与境外疫情高发地区
来琼人员接触，给孩子一个安全健康

的家庭环境。
各尽其责必须责任到人。只有

明确责任人，才有明确的责任。无
论是政府之责、还是父母之责、学校
之责，身负责任的每一个人都是复
学复课工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责
任主体。只有人人常怀责任之心，人
人做到各尽其责，我们才能为师生上
下学创造一个健康闭环，让菁菁校园
更安全、莘莘学子更健康、琅琅书声
更响亮！

各尽其责守护校园安全一线快评

8项举措“全覆盖”
全力防疫保安全

本报椰林4月10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尤
春贝）4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
局获悉，陵水目前有22所达到开学条件的学校开
学，共计3840名初三学生、1594名高三学生返校复
课。为确保师生安全开学复课，陵水实行了县领导
和职能部门分片包干全覆盖、验收全覆盖、医护人员
全覆盖、校园食品安全培训及整治全覆盖、疾控中心
培训指导全覆盖、片区派驻督查小组全覆盖、联防联
控全覆盖、教育专员全覆盖等8项举措。

开学前，陵水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教育局举
办了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暨
学校食品安全培训会,并对该县初高中学校校园
及周边食品店进行了全覆盖检查，确保师生饮食
健康安全。陵水各个学校也加强食堂食品安全及
疫情防控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防控氛围。

在此之前，陵水县卫健委针对抽调进驻学校
的防控专员和各中学从事消毒工作的人员，进行
了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知识及消毒技能培训。陵
水还要求派驻人员按规定时间到校并驻校指导、
值班，建立健全学校与医院一对一的定点联系机
制，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置。

陵水

乐东

保障防疫物资供应
强化学校防控管理

本报抱由4月10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
者林东）“现有校友捐赠的一批防疫物资发放给教
职工，每人可到医务室领取6只口罩，一瓶免洗洗
手液……”4月9日下午，一则暖心消息发到华东
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黄流中学（以下简称华二
黄中）教师之家微信群中，获得了教师们点赞。

“这批防疫物资是由校友邢福鸿捐赠的，包括
了2000只口罩，360瓶免洗洗手液，240瓶84消毒
液等。”华二黄中有关负责人介绍，此外学校严格执
行采购制度，多渠道筹措消毒液、口罩、体温计等防
疫物资，严格按照规定合理使用、科学使用。

4月 7日，乐东黎族自治县24所学校共计
9295名学生开学。该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与县教育局加强沟通协调，突破物资供应
难点，全力保障学校防疫物资。

截至目前，乐东共计给该县教育系统发放了
约15万只口罩、350支体温枪、150桶共计5400公
斤消毒液。“我们落实每人一只口罩，每个班级一支
体温枪，每个学校两台电子测温仪。”乐东县教育局
有关负责人说，此外，乐东还组织开展防控知识技
能培训，提高防疫、消杀人员的防控业务水平。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陈蔚林
实习生 陈俊翔

4月10日中午，结束了一上午的
培训，海口市总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
者吴淑谋吃完饭后，顾不上休息，就赶
紧开车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
学校。从此刻开始，吴淑谋的办公地
点就从海口市总工会转为北京师范大
学海口附属学校，正式开始他作为“教
育专员”的工作。

4月9日，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对全省各学校复学复课工作
提出11条具体措施，明确要求各地
政府要向所辖各学校派驻教育专员，
重点协调解决学校自身难以解决的
问题。目前，我省各个市县的“教育

专员”已陆续到位，吴淑谋就是其中
之一。

“学校有没有还在境外的学生和
老师”“最近有没有从湖北返回的学
生”“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学生回
来后，餐饮、住宿怎么安排”……来到
学校，顾不上和老师们过多地寒暄，吴
淑谋立马翻阅、检查起学校“两案十
制”相关文件，又仔细询问了学校的开
学准备情况。

“我平时主要和各个学校的工会
打交道。虽然对学校的情况比较熟
悉，但对于疫情防控并不算专业。”吴
淑谋说，4月10日上午，海口市专门
邀请市疾控中心专家、海口市第二中
学校长刘跃荣为全体教育专员进行
了培训、充电，“主要从入教室、入宿

舍、食堂就餐、配置洗手池和发热学
生应急处置方式的具体操作流程进
行了讲解，让我们很受用。”

根据授课专家的要求，吴淑谋
重点对学校的入口、食堂、宿舍、隔
离室进行了检查。“我们的初三、高
二年级都是食堂工作人员送餐到教
室。初一、初二、高一年级错峰错时
到食堂吃饭。我们的餐桌上都贴了
学生的名字，每个年级有20分钟的
吃饭时间，这也是为了避免学生吃
饭等待时间过长，影响中午休息。”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体卫艺
主任王霏霏说。

防疫物资也是教育专员们监督
检查的重点事项。在学校的隔离
室，吴淑谋看到柜子里医用口罩、

N95口罩、隔离眼镜、隔离衣、隔离
面罩的储备非常齐全。该校校医
向吴淑谋介绍：“学校储备了3万多
个口罩、数吨消毒水、十几台紫外
线消毒车。一旦发现有发热的学
生，可以立马启用消毒车对空气进
行消毒。”

协调联防联控单位（部门），帮助
学校解决交通工具、派驻医生、防护物
资、环境消杀等具体问题更是教育专
员的重要职责。

在走访过程中，有老师向吴淑谋
反映，4月 13日其他年级学生返校
后，全校学生人数将达到1400多人，
现存的3万个口罩仅够用3周，希望
政府部门能够再帮助学校增加口罩的
储备。同时，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

学校位于江东新区，位置相对偏远，有
家长提出希望现有的“校园公交专车”
也能开到学校附近，接送学生周五放
学和周日返校。

“这些问题我都记下了，一定会反
映到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吴淑谋
承诺。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校
长王宏说，教育专员具有“服务员”

“协调员”“监督员”三重身份和职
责。学校既能通过他们的监督找到
防疫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也能及
时将自己的困难反映给政府部门。

“教育专员的到来为校园抗疫工作增
添了新的可靠力量，让师生和家长对
于复学复课感到安心、放心。”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我省派出“教育专员”进驻学校，具有三重身份和职责——

服务员·协调员·监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