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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月 7日是郑州市高三年级学
生返校复学的日子，郑州警方全面加强学校门口警力部署
和路面交通指挥疏导，为返校师生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当日，郑州市高三学生有序平安返校，各个学校门口
秩序井然，周边道路交通顺畅。

为确保广大师生顺利返校复学，郑州警方提前谋划，
强化各项安全防控措施，深入开展校园安全隐患大排
查。公安机关会同教育、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对辖
区学校开展安全大检查，逐一整改存在的隐患；同时，督
促学校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制度，做好校园内部小单
元闭环管理。

辖区公安机关还加大校园周边治安防控力度，设立
常态化“护学岗”，进一步整治学校周边治安和交通秩序，
确保学生通勤安全。交警部门在交通流量大的学校门前
道路施划减速带、人行横道，安装交通信号灯，在每所中
学门口派驻两名民警指挥疏导交通，避免学校门口交通
拥堵，确保上下学时学校门口道路交通秩序良好。③8

□本报记者 周晓荷

返校复学的孩子们如何用餐、吃得怎么样，牵动着家
长们的心。4月7日，记者在郑州九中、郑州七中、省实验
中学等校探访时了解到，各校因地制宜，推出午餐配送、
错峰分餐等个性化方案，将食堂管理措施落实落细，确保
高三学子用餐安全。

当天 11时，郑州九中的食堂里已经饭菜飘香。鱼
香肉丝、蘑菇肉片、西红柿炒鸡蛋、米饭和一份水果，这
就是学生们的午餐，菜谱已经提前一周向学生、家长公
示。郑州九中实行“午餐配送”：学校根据班级就餐人
数，将各班一日三餐按走读生和男、女住宿生分开，放
进不同的收纳箱；学生放学后派代表从食堂西门按照地
标线排队进入，到本班取餐位置把本班的份餐取走，分
别送到教室和宿舍。“配餐时，我们为男孩子多加了米
饭等主食；晚上 10点下自习，饿了的孩子不用吃泡面，
我们准备了加餐，确保孩子们吃得饱、吃得好。”该校校
长张莹介绍。

郑州七中在未来 10天将实施全封闭管理，“错时就
餐”“分散就餐”是学生用餐的主题词。在食堂入口处，该
校提前加装了水龙头并配齐洗手液，孩子们按照“七步洗
手法”洗完手后，间隔1.5米站好，按照各班不同的地标路
线进入食堂，到固定窗口取餐。该校食堂二楼显眼处设
置有指示牌，记者看到，不同班级有相对固定的就餐区
域；餐桌临时加装了隔断，就餐时只允许在2个对角座位
就坐，餐桌上已经张贴了班级和姓名，不允许更换座位；
不同时段就餐者的路线不交叉。

省实验中学采用“套餐制”以加快学生领餐速度，当
天的套餐里有回锅肉、西红柿炒鸡蛋、小白菜、米饭等。
学生按照班级顺序，根据就餐号，分流排队取餐。记者看
到，每个窗口对应不同的取餐号，比如二号窗口是081号
至 160号就餐人员取餐处。取餐后，走读生由教师带回
教室，在教室内用餐；住宿生则根据编号，在餐厅按位就
座，单人单桌，单向就座。

学校疫情防控，丝毫马虎不得。一顿饭里的温馨细
节，彰显的是疫情防控细之又细的追求。③8

一顿饭里的温馨细节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4月 7日，副省长霍金花前往
郑州七中、郑州九中、郑州四十七中，实地查看高三年级
返校复学情况。

霍金花先后走进几所学校教室、宿舍、食堂等地，与
师生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返校复学工作方案及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霍金花强调，学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群体，务必高度
重视，做实做细复学后疫情防控工作。要因时因地，加强
校际经验交流，提高疫情防控专业性、指导性；要狠抓细
节，在全方位消杀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电话、扶手栏杆
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杀；要细化管理，划分责任单
元，明确岗位职责，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个细节、精准
到每个时段；要以生为本，提高防控知识知晓率，督促学
生健康习惯养成，认真上好开学第一课，勉励广大高三学
子不惧艰辛、勇敢前行。③6

细之又细 实之又实

全力做好返校复学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4月7日，平顶山市2万余名普通高中三
年级学生返校复学。在平顶山市第一中学门
口，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引下分两队，前后间
隔1.5米，测体温、消毒、刷脸进门。该校1000
多名高三学生分班级依次返校，井然有序。

该校高三23班学生尹鹤霖一大早便来
到学校。“带的有学习用品、餐具、口罩和消
毒液，还有半个月的换洗衣物。”尹鹤霖说。

除了防护用品和生活用品之外，尹鹤
霖和同学们都还带有一张体温表，记录着

近一段时间的每日自测体温。学生到校
后，两周内不再离校，体温测量时间调整为
三餐后和睡觉前，一天4次。

该市所有相关学校门外均设有警戒
区，家长不许入内，教师们纷纷充当起志愿
者，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并把他们送到宿
舍。学校教职工均要接受核酸检测，合格后
才能入校，和学生一起在学校“封闭”两周。

在该校门口的警戒区，有一处“发热人
员隔离点”，里面有3名医护人员，并配备有
消毒液、体温计、信息登记表等。医生均抽
调自当地医院，未来半个月的时间，将全天
候负责校园疫情防控工作。③8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4月 7日，在经历“超长版”寒假后，安
阳市31所普通高中共2.9万余名高三学生
迎来复学第一天。

早上6点40分，记者在安阳市第一中学
大门前看到，骑车和步行入校的学生分开进
入，地面上画有6条黄色的入学通道，每条通
道分成一个个1平方米的方格，通道之间间隔
1米。在十几位老师引导下，学生有序入校。进
校后，地面上贴着醒目的站位圆点，每个间隔1
米，在距离校门50米处，有6位老师负责测量
体温，学生按圆点排队测温，合格后方可入校。

“为防止扎堆，学校规定错峰入校。”该
校副校长王国卿向记者介绍。由于引导得
当、措施到位，该校高三年级800多名学生

顺利进班，没出现扎堆或拥挤现象。
“咱教室里座位分开了没？在学校学生咋

吃饭？今天第一课讲点啥……”安阳市飞翔
学校政教处主任张红灿一早就赶来“取经”。

“目前座位保持原样，主要是其他年级
马上也开学，没有那么多教室。学生提前
买好餐票，到食堂领取盒饭，按序在餐厅就
坐。”王国卿一一耐心解答。

提起到此“学习”的原因，张红灿坦言，
学校初中生数量多，年龄偏小，在防控上难
度更大。为此，他与学校几个部门负责人
分赴全市已开学的高中“蹲点”观摩，精准
制定复学措施。

记者注意到，安阳市昼锦中学、第八中
学等其他五六个初级中学相关负责人，也
不约而同前来“观摩”，为即将到来的复学
做足功课。③4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胡恩来 王洪振

4月 7日一大早，郸城一高三年级学生
刘喜元在父亲的护送下，背着书包，扛着行
李，来到了学校大门口。

当天，郸城县高三学子重返校园，迎来
了“特殊时期”的别样开学。

与以往相比，今年的开学要“冷清”许多。
“这次郸城一高复学的是高三年级两个

校区的班级，采取分天错峰入学、分时段报名。
今天入学的部分班级，每1个小时报名1个
班。”郸城县教体局办公室主任胡健康介绍。

郸城一高南门口，学生按照地标1.5米
的间隔线排起了队伍。虽阔别数月，同学
之间并没有“过度亲密”，只是挥手打个招
呼，便在学校疫情防控监管员引导下，排队
通过体温检测通道。

“天天盼望着复学上课，但又担心孩子
的安全。看到学校安排得非常细致，我们
也就放心了。”学生家长张华梅目送孩子走
进校门。

满头白发、即将退休的教师杨爱国，忙
着用电动三轮车一趟趟从校门口到宿舍帮
学生运行李。“能帮学生尽快入班学习，特
别高兴。”他说。

“在家虽然每天上网课，但在学校大家
比着学不敢偷懒。高考越来越近了，要把
耽误的时间赶回来。”提着书包准备进班的
学生马鹏飞说。

郸城一高副校长王朝红介绍，为迎接
高三复学，学校制定了防控预案，举行了多
次防控演练，开学前，就做好了全校师生的
健康排查；储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同时对
餐厅、宿舍、教室等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毒，
餐厅实行分区错时就餐、分散就餐。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新冠肺炎
吗？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教室里，教师
张建民正在为学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复学第一天，该县高三年级的“开学第一
课”，就是向学生们明确在校的各项防控要
求，既是疫情防控科普课，也是爱国教育课。

“考虑到有些学生因高考临近产生焦
虑心理，我们开了心理辅导课，缓解学生们
的心理压力。”王朝红介绍，学校还精心设
计了在校运动流程，让学生以更好的状态
投入到复习备考中。

“各校将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落实
体温检测、错峰上学、分散就餐等措施，筑
牢校园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也为下一
步各级各类学校安全顺利复学积累经验。”
郸城县教体局局长刘现营表示。③8

●高三返校复学！分时错峰入校 拆班拆宿舍

●河南高三学生开学！一起去看开学现场

●聚焦河南省东南西北中五所高中 为您直击返校复学第一天！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刚刚过去
的清明小长假，到郑州的热门商圈逛
过的市民大概已经发现，尽管有人吐
槽东西贵了，但那些之前排队消费的

饭店又排起队了，比如眷茶、都可，比如
巴奴、海底捞。
一份来自阿里本地生活的数据印证了大家

的直观感受。3月 19日，郑州市商务局、郑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有序开放餐饮企
业堂食服务的通知》。从 3月 20日至 31日，郑州
线下消费整体复苏，近两周交易环比增速位列全

国一二线城市第六名。“出关”之后的郑州市民尤
其爱吃，当前吃货们的“战斗力”暴涨，成为拉动
线下消费快速回暖的最主要因素。

数据显示，3 月 20 日以来，除了豫菜、胡辣
汤、烩面等地方特色餐饮的销量增长较快外，豆
捞、川渝火锅等特色火锅以及烧烤、川菜等品类
表现突出，部分商家的堂食订单量更是春节前高
峰期的 2倍以上。有意思的是，西部大盘鸡(郑州
二七店)是郑州中小商户堂食订单最高的大盘鸡
商户，3月份一共售出了3000多单。

从外卖数据看，最近一周郑州外卖增长最迅

速的不是烩面，不是胡辣汤，而是无处不在的黄
焖鸡米饭。黄焖鸡米饭是目前郑州复工商户中
最大的亮点，与其他城市相比，郑州的黄焖鸡米
饭也是单量和增速表现更突出的。

在郑州销量最高的 TOP5中小店铺中，第一
和第三都是黄焖鸡米饭店铺。其中一品堂黄焖
鸡米饭(政七街店)销量最高，3月份累计售出超
过 1万份黄焖鸡米饭。3月份，郑州最贵一单黄
焖鸡米饭消费了 395元，用户一口气点了 20份；
而最贵的一单外卖金额为 6002 元，内含 6瓶高
档红酒。③6

警方开启“护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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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 返校有秩序“封闭”两星期

奶茶、火锅、黄焖鸡米饭——

堂食加外卖，
看看哪个餐饮业态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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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4 月 7日 7时 30 分，记者在南阳市二
中校门口看到，左右两边分别搭起了测温
通道，高三学生们带着行李，站在地上划的
黄色间距线前，排队入校。

记者看到了学校要求同学们准备的
“入校包”：几十个医用口罩、温度计、硫磺
香皂、毛巾、饭盒，还有健康卡和承诺书。
该校学生张家楠把健康卡和承诺书交给老
师，排队从测温通道入校，来到男生宿舍门
口。学生们保持1米的间距，依次刷脸，再
次通过红外线测温通道进入宿舍。该校政
教处副主任王清照说：“每个宿舍由原来的
8个人调整为现在的4个人。”

放下行李后，张家楠来到教室。学生
们每人一张桌子，桌与桌之间距离1米，很
多同学戴着口罩，正在埋头学习。

“学校为每个班级另外准备了一个活
动教室，还指定了一个固定的活动区间，避
免学生交叉感染。”南阳市二中副校长程守
红介绍。

11时 30分，学生们来到食堂，在窗口
有序排队打饭。南阳市二中总务处副主任
刘增增说：“所有食材每天都用紫外线消
毒。为了节省打饭时间，我们采取套餐制，
会变着花样做饭，保证同学们的营养。为了
避免扎堆，高三年级 36个班级分 9个批次
吃饭，学校还专门在操场上设置了1000张
餐桌，安排了36个备用就餐教室。”③8

南 阳 备好“入校包”辟出活动室

台账民生

③ 4月 7日上午，
郑州九中的学生们走进
久违的教室，迎接高考
前的最后冲刺。⑨3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4月 7日上午，郑州
七中的学生们正在走向
宿舍楼。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② 4 月 7 日上午，
郑州九中的宿舍改为两
人一间，学生正在整理
宿舍。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4 月 7日，温县一中高三年级教
室里的备战黑板报。⑨3 徐宏星 摄

① 4 月 7 日，新乡
市第一中学实行错时、单
人、单桌、单向就餐。⑨3
赵云 摄

4月7日，市民在郑州某餐厅堂食。⑨3 王威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周 口 一样的校园 别样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