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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芸

“有国才有家”“众志成城

共 战‘ 疫 ’”“ 在 战‘ 疫 ’中 成

长”……这段时间，全省各个

学校纷纷行动，用不同方式，

打 开“ 疫 情 ”这 本 特 殊“ 教 科

书”，让孩子们在实践中点亮

信仰之光、学会责任担当。

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共产

党员冲锋在前，白衣天使逆行

而上，志愿者昼夜不停守在社

区，建设者分秒必争 10 天建成

火神山医院……亲历这场波

澜壮阔的抗疫实践，莘莘学子

更加深切地理解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强 大 凝 聚 力 。

这既是接受信念教育、实践教

育、生命教育的鲜活教材，也

是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宝贵财富。

青少年正处在拔节孕穗关

键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就要把课堂当“战场”，用抗疫

作教材，运用多种形式，创新教

学方法，讲好感人故事，在学生

的心灵上播下真善美的种子。

一粒粒种子，终将破土萌芽、抽

枝长叶，结出丰硕的果实。3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通讯员 张恒恺）
4月 13日，记者从三门峡市商务局获
悉，三门峡市将连续 100天，派发 20
万张面值 5元的消费抵扣劵，共计 1
亿元，以促消费、惠民生，加快经济全
面复苏，拉动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参与该活动的个人需在“线上三
门峡”APP注册申领，参与企业需在

“线上三门峡”APP登记申请。消费
抵扣劵每天由系统随机派发一次，数
量不等。公众获取消费抵扣券后，可
凭码享受商家折扣，折扣后支付金额
每满50元可用一张消费抵扣券，抵扣
券可累计使用，上不封顶，有效期为
20天，券面有效期结束后未使用的消
费券将由系统自动收回，滚动计入下
一批次发放。

该活动从 2020 年 4 月 15 日开
始，7月 23日结束，共计100天。活动
结束后参与的商家企业可享受消费
者在本企业支付消费所使用抵扣券
面值10%的政府补助。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清明断
雪，谷雨断霜”，今年4月有点任性，上
周风雨冰雹雪才齐聚我省，4月13日，
全省大部地区气温迅速升至“20℃+”，
最高气温达28℃，恍如初夏。

升温“加码”只是冷空气来临前的
“狂欢”。本周短袖、裙子要备着，大衣
薄袄也别收。

省气象台预测，14日白天，三门
峡、洛阳、南阳、平顶山四地区和漯河、
驻马店、信阳三地区西部多云间阴天，
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
天到多云。全省偏南风 3级到 4级。
最高温度：西部、南部19℃—21℃；其
他地区22℃—24℃。15日，我省大部
地区最高气温 26℃—28℃，最低气温
也逐渐升至 10℃。15 日夜里到 16
日，低涡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将影响
我省，给我省北部、东部地区带来大风
降温和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影响，
15日夜里到16日白天，全省自西北向
东南转西北风4级左右，中西部阵风6
级到 7级。北中部最高气温较前期下
降 3℃—5℃。15日夜里，北部、东部
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6日，北部、中
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

目前，我省大部地区小麦处于孕
穗抽穗期，对水分需求较为敏感。农
业气象专家建议，降水过后仍缺墒的
麦田，应实施灌溉，以满足冬小麦后期
发育的水分要求。③4

□本报记者 周晓荷

4月 13日，我省郑州、洛阳等 10
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 7个省直管
县，共计 98 万余名初三学子返校复
学。记者在郑州外国语中学、开封市
金明中学等校探访了解到，各校采取
错峰入校、拆分班级等措施，确保安
全开学。

据悉，其余7个省辖市、3个省直管
县的初三学生将于本月 20日返校复
学。

严格闭环管理
落细防控措施

早上 7点多，郑州外国语中学初
三学生开始陆续返校。学校采取错
峰入校方式，孩子们手持《近 14天体
温记录表》等，经资料审核、体温测量
等程序后按照规定线路进教室，整个
过程平稳有序。为满足住校生大件
行李托运的需求，学校专门设置行李
托运处，行李经消毒后由志愿者老师
托运至宿舍楼。

在郑州八中，孩子们佩戴着不同
颜色的胸牌。“我们以1+1的形式实施
小班化教学，原有班级平行拆分为小
于 30 人的小班，分布在三个楼层上

课。为保证学生到校后不串班、不串
楼层，特制了三种颜色不一的胸牌，一
个楼层一个颜色。”该校副校长刘莘介
绍。

在郑州经开区，各校严格闭环管
理，按照“定路线、定区域、定方向、定
距离、定座位”，学生从后门入，前门
出，进教室按照号码对号入座学习；
按照“定方向、定窗口、定距离、定座
位、定餐具”，沿特定的路线，在餐厅
外按照七步洗手法洗手后，分批错

时、同向入座就餐；按照“定路线、定
方向、定距离、定床位、定水龙头”，
经宿舍自动测温门检测，值岗教师登
记后回宿舍休息。学生课间休息、体
育锻炼等也在各自指定区域进行，做
到人员不聚集、时间不重叠、路线不
交叉。

做好教学衔接
点亮心灵明灯

经过70多天的网课学习，孩子们
重回课堂，学校在线上、线下教学衔
接上有哪些举措？

“在开学前，我们已经通过网络调
研，了解了学生对线上课程掌握的基
本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后期复习备
考。”郑州外国语中学校长王丽娟说。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轮复习，会进一
步查漏补缺，拉长一轮复习周期，让学
生打好基础。”开封市金明中学校长吕
中伟说。而郑州八中各备课组则有针
对性设计了网络教学重难点突破专题
讲解，实现线上学习与返校学习有效
衔接。

对于毕业班学生而言，心理调适至
关重要。“面对疫情，我们的作息没那么
规律了，可能会恐慌或者多疑，孩子们，
这些都是正常反应。”开学首日，开封市
金明中学心理老师李岚通过直播课的
方式，给全体学生开展了半个小时的心
理疏导。郑州八中开展双导师制，让关
怀落到每位学生身上，同时每周开设一
节心理健康课，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影
像、文字资料的宣传教育，呵护学生心
理健康。③9

用好抗疫实践
活教材

三门峡人快来领

1亿元“大红包”来了

裙子要备 大衣别收

“20℃+”只是冷空气
来临前的“狂欢”

基层民生观

豫论
场

陪 伴 孩
子成长是每
位家长的必
修课，如果疫

情中的这堂课令你感到难
以忍受，需要反思的也许
正是我们自己。

融媒导读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悦连城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一张深蓝
色的社保卡能干什么？对于安阳市

“洹泉涌流”人才聚集计划的入围者而
言，除了求医问药外，它还是集安家落
户、公共出行、民生救助、文化旅游等
功能于一体的“一卡通”。

4月 13日，安阳市在全省首推人
才服务“一卡通”。首批入围“洹泉涌
流”计划的 19位人才，不仅能获得住
房补贴、生活补助、创新创业补贴等

“真金白银”，还能享受每月90次免费
乘坐市内公交车、“一元民生”政府综
合救助等优惠服务。

近年来，安阳市正在打造新能源汽
车及零部件、精品钢及深加工、高端装
备制造和文化旅游四大千亿级主导产
业，需要大量优秀人才。3月24日，安
阳市启动了“洹泉涌流”人才聚集计划，
在全市重点企业中首批筛选了1001家
企业，鼓励他们招聘人才，并提供落户
政策、住房补贴、生活补助、创新创业补
贴、家属安置、子女入学等诸多优惠。

据介绍，“洹泉涌流”人才聚集计
划主要面向三类人，一是急需紧缺人
才，主要聚焦四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发
展；二是青年储备人才，主要是全日制
本、硕、博毕业生，副高级以上职称专
业技术人员和技师、高级技师；三是其
他特殊人才。

据了解，安阳市民之家已设立专
项受理窗口，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交材
料后，即可启用“一卡通”。

安阳市副市长祝振玲表示，安阳
市需要各类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
技能人才大约60万人，目前缺口一半
以上，迫切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加
盟。在全省率先推行人才服务“一卡
通”，显示了安阳招揽人才的力度和留
住人才的诚意。③5

安阳在全省首推人才服务“一卡通”

“洹泉涌流”揽人才
抗疫是教材 爱国是主题

“神兽”岂是
笼中物

错峰入校、拆分班级、调适心理……

春日迟迟 返校已至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危险的工作，总要有人去做”“既然工作交给我，我就要全力以赴干好它”……当
一曲《真心英雄》响起，平凡人以“逆行者”的身份出现在屏幕上，学生们不禁热泪盈
眶。这是 4月 13日，开封市金明中学初三学生收看《“出彩河南人”楷模发布厅特别
节目》和省教育厅制作的《开学第一课》视频时的情景。

4 月 13 日，郑州外国语中学初三开学首日，同学们步入学校进行检
测。⑨3

4月 13日，郑州外国语中学初三（1）
班举行“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班会。白
衣战士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公安民警守
一道卡、护一城人……班主任胡小梅深情
讲述着，孩子们深受触动：“有这么多人守
护着我们，我要好好学习，回报社会。”

返校复学第一课，疫情是教材，爱国
是主题：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从“最美逆
行，守护生命”等五方面为学生诠释生命
和信念、责任和理想；开封市金明中学组
织主题班会《骄傲：抗疫战斗力的中国奇
迹》、思政课《疫情中我们永远阳光》，激
发学生爱国情、报国志。

思政教育是持续的，从疫情暴发初
期到返校复学，生命教育、道德教育、科
学教育、信念教育，始终在开展。

在郑州四十七中，思政课已纳入课
表。“我们要将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
的伟大事业中。”在升旗仪式上，校长叶
小耀叮嘱高三学子；在主题班会上，孩子
们走上讲台，谈生命、谈理想……

“从‘键对键’到‘面对面’，我们坚持
停课不停育，讲好抗疫思政课，引导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为国求学，帮
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郑州外国
语中学校长王丽娟说。

如何让抗疫这本教材更生动，让思
政教育更走心？各中小学创新形式，全
方位育人。

抗疫思政，不仅停留在课堂：开封市
金明中学师生代表来到支援湖北医疗队
临时集中休整地，聆听逆行者故事，献上
敬意与祝愿；郑州外国语中学在寒假间
开展“学做一道菜”、复学后对教室消杀
等部分工作分配给学生……知行合一
中，孩子们成长了。

每一位老师，都自发地将学科与抗疫

结合起来：在郑州外国语中学，新冠病毒
的直径、医疗物资配送路线、消毒液功效
随时间的变化等掺入数学课堂；郑州四十
七中生物组以“生物与病毒”为主题开展

“生物大课堂，舌尖小厨房”实验活动……
开封高中发起抗疫征文，得到了全

校6000余名学生积极响应，大家以笔为
援，贡献战“疫”力量。主题演讲，制作微
视频、微动漫……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在我省中小学全
面铺开。

新乡市中学
4月20日全面复课

4月 13日，新乡市教
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专班办公室下发通
知，明确4月 20日为该市
初一初二年级和高一高二
年级学生开学时间。

自今年 3月份以来，一场“把灾

难当教材 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教育

活动在我省教育系统全面铺开。作

为这次活动的重要部分，中小学生

“返校复学第一课”，既是一堂“开学

课”“启智课”，更是一堂“人生成长大

课”，把灾难当教材、把困难当磨砺，

在灾难面前与人民共命运、和时代同

步伐，是这堂大课的时代主题。

图① 4 月 13 日，郑州市
第47中学举行升旗仪式。⑨3

图② 4 月 13 日，郑州市
第 47中学的同学们在上思政
课。⑨3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更多新
闻请看河南
日报客户端

“把灾难当教材 与祖国共成长”主题
教育活动贯穿全年，各地正结合实际，有
序推进。开封市实施了“一个开发、两项
征集、三支团队和四个评选”系列行动，其
中“一个开发”暨教材开发已落地：主题为
珍爱生命、共同战“疫”的系列教材共五
本，涵盖各个学段，免费送给学生。

伴随着主题活动的深入，抗疫这本
特殊教材，已深入人心。

当郑州四十七中“我与祖国共成长”
主题班会接近尾声时，孩子们齐声唱起
《我和我的祖国》，班主任张建涛感慨道：

“经过这样一场磨难，孩子们好像忽然长
大了，变得更加坚韧、坚强。”

孩子们正处在拔节生长的关键时
期。在省实验小学，二（5）班学生王之琦
绘制了一本名为《中国温度》漫画，表达自
己对祖国的热爱。

在郑州四十七中，高三（3）班学生张
劭嘉把一直奋战在一线的父亲当成偶
像。“火神山速度并不是神兵天降，而是有
无数像我父亲一样的逆行者，他们是鲁
迅笔下的中国脊梁，而我们，也要成为未
来的中国脊梁。”他语气坚定地说。③4

抗疫是教材，讲好培根铸魂大课

育人全方位，思政教育入脑更入心

坚定报国志，个人与祖国共成长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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