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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本报讯（见习记者黎鹏 通讯员
金浩田）近日，省教育厅印发通知，就
各地各校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
建构常态化中小学线上教学模式提
出指导意见，明确要做好无法按时返
校学生居家学习的组织和指导工作，
让学生安心学习“不断档”；要鼓励教
师探索多元化线上教学实践，积极打
造信息化示范课程，建构常态化线上

教学模式。
通知明确了4种常态化中小学

线上教学模式，包括依托国家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的丰富教学资源开展
线上教学、依托海南省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支撑线上教学、依托海南省
中小学5G同步课堂公共服务平台
开设直播课、依托第三方平台开展线
上教学等。

据悉，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网址：https://www.zxx.edu.cn/）
设置德育、课程教学、体育、美育、劳
动教育、课后服务、教师研修、家庭教
育、教改经验、教材等10个板块，覆
盖多个教材版本的各学科、各年级课
程学习资源，还提供丰富的课后活
动、研学实践、影视教育、经典阅读、
家庭教育等资源。

海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网址：https://yun.hainan.edu.cn/）
提供小学、初中、高中主要学科的免
费课程学习资源，包含教案、真题、教
学素材、微课、课件等类型资源130
多万份，引入学科网等多家主流资源
厂商的优质资源，还汇聚了海南优课
等一批本省特色数字资源，免费供我
省师生线上教学使用。

我省推动建构常态化中小学线上教学模式

探索多元实践 打造示范课程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了，你们
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吗？”9月 7日 8
时，西南大学三亚中学高三（6）班语
文教师覃雪琴准时出现在电脑前。

“老师早上好，网络很顺畅”“昨
天布置的任务已经完成”……电脑屏
幕的另一端，是该校2个班级近90
名学生，大家通过发送弹幕等形式进
行课堂互动。

9月5日，三亚初三、高三师生通
过微信群、钉钉等平台在云端相聚，
开启线上课堂。为确保三亚1.5万

余名初三、高三学生都能按时参加线
上课堂，三亚市教育局组织各校提前
行动，全面摸排学生是否具备线上学
习条件的情况，针对情况特殊的学
生，给予贴心帮扶。

线上教学和传统教学模式存在
一定差距，完成线上教学任务之余，
三亚各学校因校制宜，科学设计作
业、畅通反馈渠道，并加强对学生身
心健康的关注。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校长朱海燕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保证线上教学
质量，学校提前组织教师备课，结合
居家学习的特点，适当降低教学难

度，放慢教学进度，“同时，根据线上
教学进度，学校正在谋划学生返校学
习后的教育教学安排。返校后，对学
生居家学习的内容，我们将有针对性
地进行复习巩固、查缺补漏。”

“我们学校加强家校联系，各班
主任第一时间将本校的在线学习安
排情况告知每一位家长，联动家长督
促学生按时学习、完成各项学业、科
学安排居家学习和生活。”三亚市第
一中学教务处主任龚祚奎说。

三亚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参与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子女、
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子女

等特殊学生群体，该局指导各校采取
适当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更为贴
心的线上教学服务。

三亚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三亚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研训机构和
各学校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工
作的督导检查，确保线上教学工作有
序开展。同时，持续谋划中小学、幼
儿园开学事宜，按照“一区一策”“一
校一策”优化完善各学校的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提前做好
校园消杀和开学前教师居家隔离等工
作，为秋季学期顺利开学打牢坚实的
基础。 （本报三亚9月7日电）

三亚初三、高三年级开启线上课堂

课堂“云中建”教学“不断档”

昌江中小学校、幼儿园
迎秋季开学

疫情防控不放松
精心准备迎新生

本报石碌9月7日电（记者刘
婧姝 通讯员钟玉莹）9月7日8时
30分，首都师范大学昌江木棉实验
学校内，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在家长
的陪伴下穿过红色拱门，在“大手拉
小手”签名墙上写下名字，开启“仪
式感满满”的新学期。

当天，昌江黎族自治县各中小
学校、幼儿园迎来秋季开学。

“新生第一天到校，希望给他们
呈现一些仪式感。”该校副校长符贵
海说，小学一年级新生年纪小，学校
将重点对其进行礼仪教育。

昌江第一小学则为学生们准备
了丰富多彩的主题班会活动。教师
们围绕行为规范、心理健康、交通安
全、疫情防控等方面内容，为学生们
上好“开学第一课”。

昌江第一小学副校长文明强
说：“开学之前，我们进行了全面消
杀，并采购了充足的疫情防控物
资。同时为了避免扎堆入学带来疫
情传播风险，我们实行错峰入学。”

据了解，昌江要求符合开学基
本条件的各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
业学校等要制定“两案十制”，落实
开学前、开学当日和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输入校园和
校外培训机构，确保师生生命健康
和校园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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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欢送
广西援琼医疗队儋州分队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昂颖）9月7日上
午，广西最后一批支援海南的53名医疗队员圆满
完成任务启程返桂。我省在海口新海港轮渡码头
举行欢送仪式，送别在儋州奋战多日的广西援琼
医疗队儋州分队。

据悉，接到紧急驰援海南的指令后，广西援
琼医疗队儋州分队暨广西国家（海上）紧急医学
救援队即刻响应，迅速组织队员以最快速度抵达
儋州抗疫一线，为海南规模最大方舱医院——儋
州二号方舱医院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和技术
保障。截至9月6日闭舱，队伍累计完成方舱医
院病例核酸样本检测16354人份，CT影像学检
查24人次。

副省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农
村防控专班组长刘平治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西
援琼医疗队儋州分队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他表示，在海南抗疫最艰难的时期，队员们义无反
顾奔赴海南，向“疫”而行，迎“疫”而战，尽心尽力
守护海南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无私大爱，为海南抗疫工作作出
突出贡献。这份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海南人民将铭记于心。希望援琼医疗队员们归途
平安，待疫情过去后，热忱欢迎队员们再来海南畅
叙情谊、休闲观光！

广西援琼医疗队儋州分队领队衷心感谢海南
省委、省政府和儋州市对其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全
力保障，并表示并肩作战的20多天里，队员们与
海南医护们配合默契，“桂琼一家亲”的两地情谊
日渐深厚。当前，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
收尾期，部分市县已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相
信不久后，海南一定会打赢这场硬仗。

关注
援琼医疗队返程

■ 本报记者 马珂 昂颖 曹马志

“我是带着守护海南的初心来
的，如今我们要离开了，祝福海南越
来越美！越来越好！”9月7日，江苏援
琼医疗队方舱队队员徐海萍在儋州举
行的送别仪式上道出心声。当天，江
苏援琼医疗队518人、广西援琼医疗
队53人、上海援琼医疗队10人、湖南
援琼医疗队6人等共计587名援琼
队员离琼。

送别仪式现场，江苏援琼医疗队
方舱队和儋州干部群众拍照留念、互
诉衷情，随后踏上返程。至此，江苏援
琼医疗队方舱队圆满完成支援任务。

“儋州二号方舱医院设计方舱队
床位 4800 张，我们负责 2560 张床
位。全队518人于8月14日凌晨抵
达儋州，于16日下午4点实现火速开
舱。”江苏援琼医疗队方舱队领队占伊
扬说，该医疗队累计收治患者1987
人，出舱1813人，转定点医院174人。

据了解，在儋期间，江苏援琼医疗
队方舱队整建制接管儋州二号方舱医
院，牢牢把握医疗服务主线，织密控制
防线，夯实质量安全底线。大家夜以
继日、攻坚克难，为儋州取得抗疫阶段
性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

9月7日上午9时49分，在海口
新海港轮渡码头，载着53名广西援琼
医疗队儋州分队队员的大巴，以及移
动核酸检测车、车载方舱CT等8辆医
疗设备车缓缓驶来。

“我们广西援琼医疗队儋州分队
不辱使命、平安凯旋，没有辜负海南人
民的厚望。祝愿海南人民健康平安！”
广西援琼医疗队儋州分队副队长、广
西北海市人民医院紧急救援中心主任
王柏磊说。

8月13日，来自北海市的王柏磊
同52名队友一道赶赴儋州战“疫”。
抵达儋州二号方舱医院建设地当日，
他们来不及整理行李，立即投入工
作。从规划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
染区，协调安装水电网络，到安装调试
医疗设备，大家齐心协力，用最短时间

快速搭建营地。
此外，在儋州二号方舱医院营地

搭建初期，广西援琼医疗队儋州分队
队员、广西北海市人民医院紧急救援
中心临时负责人肖祥礼和队友们克服
了业务用房紧张、配套设备短缺等诸
多困难，同抗疫一线的海南“战友”日

夜驻守，沟通协调解决各项事务，确保
移动核酸检测车、车载方舱CT顺利
投入使用，为方舱医院的后续治疗工
作提供有力保障。

从开舱至休舱，广西援琼医疗队
儋州分队以饱满热情和充足干劲，为
儋州二号方舱医院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助力儋州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
成果。

“真要走了，还有些舍不得。我们
很珍惜与海南的这份情谊。”临别之
际，肖祥礼说：“我与队友们约好了，有
机会我一定会再来，游山玩水，看碧海
蓝天！”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587名援琼医疗队队员昨日离琼

初心如磐 逆行无悔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刘冀冀
通讯员 谭莹

看着丈夫王强脸上被口罩勒出的
伤痕，谢芸倩鼻子酸了酸，想说的话在
喉咙里转了转，又被咽了下去。

王强是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热带病科与感染科医生，也是首批于
8月12日进入海口市会展中心方舱
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从8月8日做
入舱准备工作起，王强与妻子这一个
月来只见过3次。

王强还记得，刚来到身后这间方
舱医院时，没有过入舱经验的他曾十
分忐忑，“这次新冠病毒感染性强、十
分危险，但作为医护人员，我不后悔自
己的选择。”

可一个星期之后，当他得知同在
海医二院工作的谢芸倩也要进入方舱

医院支援，心中却充满了担心。
“我那时候和他说，自己铁了心

要进入方舱。我不去别人就要去，我
不能只顾自己。”谢芸倩笑着说，听自
己这么一番话，拗不过她的王强只能
同意。

这段时间以来，尽管夫妻二人一
直在同一个方舱工作，但见面的次数
十分有限。“只有偶尔被分到同一个
组，才能见上一面。”王强说。

在谢芸倩的记忆里，方舱工作十
分繁重，除了要照顾感染者之外，医护

人员还要想方设法做好各项服务，比
如和感染者聊天，缓解他们的焦虑情
绪等。因此，王强和谢芸倩即便能见
上面，也几乎没有时间聊工作之外的
事。结束工作后，因为要严格落实隔
离要求，夫妻俩互相的关心，只能藏在
一个眼神中。

眼下，回望那扇被贴上封条的方
舱医院大门，曾经战斗的日日夜夜在
脑海中不断回放，王强、谢芸倩和现场
的一众医护人员一样，眼眶湿润，笑容
发自心底。

他们当中，有的人为了协调采购
物资，这段时间光电话就打了1万多
分钟，闭上眼睛想的都是保障供给的
事；有的曾经驰援武汉，这次又义无反
顾报名入舱……

“大家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谢芸
倩说。

9月 7日 9时多，投用了近一个
月的海口市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正式
关舱。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关舱时刻

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

一个重点项目
的闭环管理经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9月7日清晨，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机
械轰鸣，现场已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人赵若震
戴着口罩，爬上人字梯，左手扶着红色管道，戴
劳保手套的右手使劲转动扳手，专注安装消防
喷淋管。

“咱们跟平时一样忙，干活没停过。”安装完这
段管道，赵若震走下梯子，抹了把脸上的汗。趁着
休息间隙，他和海南日报记者聊起了疫情期间的
工作和生活。赵若震说，工地疫情期间，保持持续
施工状态，一个多月来，他和工友们一大早到工地
施工已成为常态。

在赵若震看来，不变的是施工忙，变的是管
理更严了。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项目
总承包单位中建一局一公司第一时间对工地实
施封闭管理，让工人在宿舍区和工地“两点一
线”流动，并对其每日进行健康监测，严格筑牢
工地防疫关。

“疫情期间，我们封闭工地，外来人不允许进
入。同时，每天安排专业消杀人员，对工地进行4
次地毯式消杀。”中建一局一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
李佳昕说，该工地提前储备防疫物资，口罩、消毒
液等物资十分充足。

在工地的生活区，防疫融入日常生活。赵若
震告诉记者，所有的工人不能扎堆吃饭，实现分餐
制，做好的盒饭送到一个个宿舍房间；每天错峰洗
澡，工人们按照排班，分批轮流进洗浴间，洗衣服
也是，避免人群聚集、串门。

此外，项目部还成立了防疫巡查小分队，不定
时巡查工地、生活区，监督防疫举措落实到位。截
至9月7日晚，项目未出现一例确诊或无症状感
染者。

绷紧防疫弦，生产干劲足。儋州市妇女儿童
医院项目部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在严格抓
好工地防疫的前提下，制定每日施工计划，统筹调
配工程机械、原材料，150多名工人和24名项目
管理人员坚守在生产一线。

在闭环管理中，项目碰到的两个棘手难题，一
度让李佳昕有些着急——

第一个难关是核酸检测。工地所在的社区核
酸采样点设在公共活动场所，多个住宅区的居民
都会参加，工人们如果一起排队参加，接触工地外
的人一多，存在潜在的感染隐患。

根据防疫要求，全员核酸检测，工人们必须都
得参加，这怎么办？

李佳昕马上向业主单位儋州市妇幼保健院反
映，在儋州市卫健委、市住建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医护人员进工地，为工人上门开展采样，切实
筑牢工地防疫的“闭环”。

第二个难关是材料进场。由于施工需要，项
目部从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计划运来一批施工原
材料。但是碰上疫情，儋州也在推行全域静态管
理，交通物流受阻。“如果材料不能及时来，将会影
响工程进度。”李佳昕说。

在业主单位的帮助下，中建一局一公司申办
了“海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疫情期
间，在广东佛山市生产的2批共2000多平方米的
幕墙铝板，及时被运到工地，满足施工进度节点需
要，保障工地连续施工。

李佳昕介绍，疫情期间，该项目主要开展机电
安装工程、外立面装修工程、消防安装工程等，主
体结构已露出“真容”，正处于粗装修施工阶段。
项目部“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优化施工组
织，稳步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将疫情对工期的影响
降到最低，力争早日完工。

（本报那大9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