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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6 日以来，平顶山技师学院组织开展

“沐浴关爱、感受温暖”系列活动，为学生在校期

间提供免费洗浴、免费理发等服务，解决学生在

校封闭管理期间的生活难题，让学生在校园内

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党建引领，构筑安全防线

根据上级疫情防控有关精神，学院党委制

定了《平顶山技师学院关于进一步强化疫情防

控工作的公告》，对全体教职工严格要求。加强

校园值守、巡逻，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

从 3月 18日至今，积极响应市教体局疫情防控

专班要求，联合新华区人民医院对全院包含食

堂从业人员在内的教职工进行核酸检测，成立

教师党员志愿服务团队，维持现场秩序，首日检

测采样达 7658人次。按照我市《关于开展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的通告》要求，

学院上下联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全员核酸检

测预约，确保了演练当天高效、有序，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进行现场

引导。截至 25日 14时，学院全体教职工核酸检

测采样全部完成，提前完成演练任务。同时，各

系组织召开校园安全主题班会，让学生心中严

起来、意识紧起来。

后勤保障，守护身心健康

据学院副院长何永亮介绍，学校封闭管理

已有半月有余，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为了体现

对学生的关爱，学院结合实际情况，从 3 月 26

日起组织开展“沐浴关爱、感受温暖”系列活动，

安排学生有序进行免费洗浴、免费理发等服务，

解决学生的燃眉之急，两日共理发 150余人。

为稳定学生情绪，学院思政部心理健康中

心悉心安排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列工作，相继

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心理健康测评、心理健康教

育户外宣传、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心理咨询以及

以“点亮心灯”为主题的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讲

座等系列活动，让学生在校能够安心学习、舒心

生活。

丰富活动，营造轻松环境

3 月 27 日，根据学院安排，学生在校自由活动。为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营造轻松愉快的周末氛围，学院特意安排了一桌丰盛的“周末餐点”。

倡导文明用餐，助力文明生活习惯的养成，生活服务处号召餐厅提升饭菜

质量，同时为“光盘”同学发放爱心小礼品；运动场上篮球、足球、羽毛球、

乒乓球、滑板、跳绳、拔河等各类场地一应俱全，在学生处、团委、基础教学

部的有序组织下，运动氛围高涨；教室备有围棋、跳棋等娱乐工具；文体活

动中心全天候播放《八佰》《长津湖》等电影，为同学们开启一场红色之旅。

彰显责任，培养青年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学院教师勇敢向前，勇担

责任。如何发挥抗疫战场的育人实效？学院老师各显神通，精心准备班

级防疫用品区，同学们按需索取，及时补给；“疫”有可为，打造疫情下的

“守护者”班级文化，一张张可爱的小纸条张贴在班级文化墙上，相互提

醒、相互鼓励；勇担使命，传播疫情资讯，做到科学合理抗疫，共同守护健

康；静心“修行”，树立明形势的责任之心、培养识大局的担当之志，克服急

躁心理，力拨乌云笼罩。 （本报记者 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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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耿剑）为确保疫情

防控工作科学、规范、到位，守住校园

安全，按照《关于在平顶山市主城区开

展新冠肺炎病毒全员核酸检测的通

告》要求，上周，我市各中小学校陆续

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

3 月 25 日上午，卫东区建东小学

核酸采样点开展全校师生核酸检测工

作，2900 余名师生分批次在操场上进

行核酸采样。近期省内多地出现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是落实“四早”措施，防范疫情向学

校传播的重要一环。本次全员核酸采

样工作规范有序，达到了预期效果，下

一步，建东小学将持续有序开展核酸

检测抽检工作，切实做好“防输入”和

“防传播”，巩固学校疫情防控成果。

3 月 25 日上午，新华区春晖路小

学对全体教职员工、学生进行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

在核酸采样现场，由班主任带队，

任课老师登记和维持纪律，医护人员

采集咽拭子，领导现场指挥调度。学

生们分组排队，分批进入，有序扫码，

保持 1米距离排队等候，即采即走。医

务人员身着防护服，戴口罩、护目镜和

医用一次性手套，严格按照检测规范

流程进行登记、信息核对、核酸采样，

操作熟练、快速，整个过程有条不紊。

随后教职工分批次排队有序进行核酸

检测。

3 月 25 日上午，新华区香山街小

学联合郏县二院对在校工作人员、教

职工和学生进行了核酸抽样检测。学

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高度重视，周密

部署，精心组织，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上午 9时，核酸检测正式开始，各

班级学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有序进入

检测区候检。为保障信息采集工作快

捷有序，班主任在学校统一安排下提

早打印好核酸检测预约码。孩子们间

隔 1米排好队伍，并及时将预约码出示

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认真扫集信

息。紧接着咽拭子刮擦取样，医务人

员细心耐心，孩子们积极配合，取样工

作进展迅速。

核酸采样后，学校对医务人员进

行严格消毒，对核酸检测所涉及物品

和区域进行全面消杀。核酸检测医疗

废弃物由专人负责处理处置，杜绝传

播隐患。

3 月 25 日上午，市四中遵照上级

相关部署，对全校师生及物业后勤部

门有序开展核酸检测工作。结合教

体、卫健部门指导意见和学校工作实

际，市四中组织师生分时段、分批次、

错时错峰接受检测取样。

采样现场，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

员亲切提醒，熟练操作。参检师生全

程佩戴口罩，按照志愿者的指导，保

持安全距离有序排队，依次扫码后接

受采样。同时，学校后勤部门对检测

区、器械进行消毒处理，并将产生的

医疗垃圾放入黄色医疗垃圾袋，消毒

封存后由专业医生进行处理，确保现

场环境安全。在全体人员的密切配

合下，3 月 25 日上午 11 点，学校第一

次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圆满完成。市

四中校长杨全军带领班子全程监督

核酸检测工作，他表示，此次核酸检

测是落实上级疫情防控要求的重要

举措，市四中将继续做好校园疫情防

控工作，落实学校常态化防疫措施，

为全校师生安全筑牢防护网，向社会

交出满意答卷。

守护校园 杜绝传播

我市各中小学相继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开展防疫宣传、举办防疫演练……

连日来，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多种

形式落实防控措施，织密疫情防线，形

成群防联控“一盘棋”，同心筑牢校园疫

情防控的安全屏障。

重视管理，严抓疫情防控

3月 22日，该校领导班子成员先后

到园丁校区和新校区检查督导疫情防

控工作，全面了解测温通道、学生公寓、

食堂、图书馆等点位的人员安排、防疫

措施和物资配备情况，了解学生错峰就

餐、核酸检测、留观室配置以及校内家

属区人员进出检查核验情况。

该校严格执行“河南教育防控十

条”要求，认真落实学校“三方案十制

度”，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闭环管控，把

“三清楚、两落实”变成全校师生的自觉

行动。

据该校党委书记丁永强介绍，学校

严把入校“第一关”，全面加强学生、教

职工进校健康检测，全员要求一致，避

免遗漏。对没有进行核酸检测的老师

不准上课，对没有接受核酸检测的学生

不准进班，对安保、物业、餐饮、超市等

服务人员没有进行核酸检测的不准进

校。对确因工作需要的外来人员要做

好“测温+健康码+行程卡+实名登记+戴

口罩”的访客登记，做到无死角无漏洞，

严防死守。

该校还发出致全校师生的疫情防

控倡议书，要求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当前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积极配合落实各

项防疫措施，减少外出活动，做到非必

要不离校，非必要不离平。严格执行请

销假制度，学生请假由辅导员到校领导

处进行逐级审批。

举办演练，环节精细周密

3月 21日，该校在园丁校区开展疫

情防控模拟演练，主要设校门口、水房、

教室和学生公寓四个场景，在校门口设

置了观察区、测温区、消杀员等。同学

们提着行李进校时，按 1米线的距离依

次排开，经过行李消杀、测温等程序后，

体温正常方可进入校园。对于体温异

常的学生，由工作人员带到校门口外侧

的观察区，经校医进一步测温和观察。

如果体温仍有异常，则需要进一步采取

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在一楼某教室，十多名老师坐在座

位上扮演学生，现场有上课老师、班主

任和校医。本次场景模拟一名学生在

教室出现体温异常后各方面的处置流

程。和以往不同的是，活动最后增加了

宣讲环节。防疫宣讲员为大家详细讲

解了在教学场所发现体温异常学生的

处置办法，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科学

化、标准化、程序化管理。

在 1号教学楼一楼水房，防疫宣讲

员讲解了洗手和佩戴口罩的正确方法

及注意事项，校医则根据讲解内容为大

家做同步演示。在学生公寓开展了学

生体温异常情况的应急演练，从学生、

值班老师到学校领导，大家对每个环节

都熟稔于心，确保全过程细致周密万无

一失。

疫情期间，丰富校园生活

在防控疫情的当下，对于学生来说

就是一堂人生大课。各系部通过主持

人大赛、拔河比赛、跳绳比赛、羽毛球比

赛等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3 月 23 日，校团委组织开展“光盘

行动，从你我做起”主题活动。在餐厅

入口，校团委的志愿者通过小喇叭提醒

同学们佩戴好口罩，做好疫情防护工

作。志愿者走进餐厅开展“光盘行动”

宣传活动，引导学生共同营造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良好氛围。

3月 26日，由教育系举办的缝娃娃

工艺品制作比赛吸引了众多学生的目

光，来自中文系、财经系、数学系、机电

系的学生纷纷报名参加缝娃娃比赛。

“虽不能走出校门，我们可以通过工艺

品制作和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放松心

情，秀出创意，让校园生活变得多姿多

彩……”2020 普专学前教育 4 班学生

王心语说。据了解，该系还举行了泥

工、石头画、废物再利用、DIY、瓶子画、

绳编、纸工、剪纸等系列活动。

3 月 9 日，美术系举办的书法作品

展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本次活动展

出了 2022学年第一学期书法专业学生

楷书作品百余幅，书体以唐代楷书为主

线，取法多元，从唐楷大家褚遂良、颜真

卿到元代赵孟頫等风格均有涉猎。从

临摹到创作，从小品斗方、四尺条幅到

六尺整张，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志愿者帮助打

扫学校监控室、擦拭窗户、清洗巡逻

车。针对校园面积大、角落地带难清理

的特点，志愿者们采用划片分区域的方

式，力争不留死角。志愿者们还把共享

单车重新摆放整齐，宣传文明共享、绿

色出行理念，积极营造文明出行的良好

氛围。

（本报记者 耿剑 通讯员 张童）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疫情防控侧记

同心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本报讯 （记者耿剑）近日，按照市

教育体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办公

室《关于各级各类寄宿制学校实行封

闭管理的通知》要求，市财经学校于日

前对寄宿生实行“闭环管理”。为确保

这一特殊时期学生的身心健康，市财

经学校学生处、健康教育部等部门积

极行动，密切配合，利用各种途径，有

针对性、灵活多样地对学生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倾心守望，用心战“疫”。

实施闭环管理以来，该校学生处

联合健康教育部对学生开展校园疫情

防控调查问卷，了解因疫情“封校”对

学生心理方面和生活方面造成的影

响；各班级召开心理疏导主题班会，班

主任通过班级群或电话与学生家长沟

通，多渠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学

生的安抚工作与后勤保障工作，确保

学生在疫情封校期间保持良好的心

态。

学校各班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

专兼职教师在提供应对疫情的心理策

略和咨询辅导的时候，注重对学生自

身心理能量的挖掘，让学生们认识到

自己有能力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克

服困境；学生处老师通过谈心谈话，了

解到确实有一些学生面临生活上的困

难，及时为他们送上口罩等防疫物品，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费不足等问题；学

校积极引导学生关注正能量信息，关

注抗击疫情中让人感动的人和事，学

习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的无

私奉献精神，进而思考生命的意义与

价值，更懂得如何以积极心态面对疫

情带来的考验。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老师们

按照学校有关决策部署，坚持以学生

为中心，专门安排心理咨询在线值班

工作，第一时间启动了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心理援助热线、心理辅导 QQ 群

等，多途径、多平台面向广大学生提供

心理支持，帮助学生以平稳的心态应

对疫情引发的负面情绪，阳光学习、阳

光生活。

开展心理疏导 提供心理援助

市财经学校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心态良好
本报讯 （记者耿剑）为激发学

生不断追寻“科学梦”、实现“航天

梦”的热情，3月 23日下午，示范区

梅园路小学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

一起观看了“天宫课堂”第二课内

容。

当 天 下 午 3:40，课 程 正 式 开

始。本次太空授课活动采取天地

对话方式进行，3 名航天员在轨演

示了太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

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

等，介绍与展示空间科学设施，并

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师生

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航天员老师

带来的太空奇妙课堂，不时发出啧

啧的惊叹声。

通过这次“天宫课堂”第二课，

学生们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科学知

识，感受到科学与人们生活的息息

相关，科学家们为了科学献出的心

血。“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努力学习

科学知识，未来为祖国的航天事业

添砖加瓦。”观看结束后，同学纷纷

表达了自己的感想。

梅园路小学校长崔建凯说，

“天宫课堂”为校园科技学习注入

了新的活力，课堂有限，学习无限，

在“双减”政策下让学生自主探究

学习，也是提升综合素养、实现全

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学校将以此

为契机，唤起同学们对太空的兴

趣，培养航天事业接班人，激发同

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

神。

梅园路小学师生观看“天宫课堂”第二课

新华区香山街小学学生在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耿剑 摄 新华区春晖路小学教职工在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耿剑 摄

本报讯 3 月 28 日，教育部举

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启动仪式。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

仪式并宣布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

式上线。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李树深出席仪式并致辞。教

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主持

仪式。

怀进鹏指出，教育系统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

重要指示批示，以“应用为王、服务

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为总要

求，坚定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上线，

是教育系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教育数字化

战略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怀进鹏强调，要以平台开通为

契机，紧紧抓住数字教育发展战略

机遇，以高水平的教育信息化引领

教育现代化。一要建立教育数字

化公共服务体系。把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打造成提供公共服务的国

家平台，学生学习交流的平台、教

师教书育人的平台，学校办学治校

与合作交流的平台，教育提质增效

和改革发展的平台，实现个性化学

习、终身学习和教育现代化的平

台。二要坚持优先服务师生和社

会急需，支撑抗疫大局。为抗疫一

线师生打造一所永远在线的网上

课堂，加强抗疫知识学习、心理健

康教育和引导，提供更加坚强有力

的保障。三要坚持自立自强，强化

效果导向、服务至上，引领教育变

革。运用平台深化“双减”、赋能职

教、创新高校教育改革、深化评价

改革，突出效果导向，推进应用服

务支持。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强

体制机制建设，推动共建共享。汇

聚众力、广集众智，为各方协同发

展、共建共享数字社会创造契机。

五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合作，打造国

家品牌。加强国际交流，探索数字

治理方式，努力成为智慧教育的国

际引领者，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智慧。 （王尚）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