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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师范学院教师毛德胜、马丽夫妇

搭建“露天课堂”“蹭网”云端授课

春暖花开，在西华县黄桥乡颍河两

岸，桃花、油菜花相互交融，错落有致；颍

河碧波荡漾，如同仙境，让人流连忘返。

如今，该县黄桥乡的颍河风光、万亩桃花

已成为豫东大地的一张绿色生态名片。

近年来，西华县以生态创建为抓手，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农业，

采摘园、生态园、种植园如同雨后春笋，

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强力推进林果经

济，草莓、香瓜、黄金桃、黄金梨香飘省内

外；全面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清理村旁、

道旁、坑塘垃圾，改厕改圈治理农村污

水，实施一村万树工程，绿化广大乡村；

重点治理畜禽养殖污染，大力推广种养

一体生态养殖，累计投资6000万元建

设粪污“三防”设施，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整合涉农资金，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通水通电通网通路，整理农田数万亩，

振兴乡村；大力整治城乡接合部，改造城

中村闲置土地，积极建设百座游园、百万

乔木、百米绿道等三百工程，美化城市环

境，让这座城市靓起来，到处一派生机盎

然的景象。 （贾合军）

过渡环节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重要环

节，是联系幼儿生活活动、学习活动、游戏活

动的纽带，具有转换和承上启下的作用。有

效的过渡环节可以使各环节更自然、更顺畅

地衔接，使幼儿在园生活更舒适。

过渡环节应针对不同年龄班幼儿的年龄

特点、活动方式以及一日作息安排来合理组织。

小班过渡要“自由”。满足情感需要，创

设游戏情境。小班幼儿刚刚从家庭走向幼儿

园，在情感上还比较依恋成人，因此，教师在

幼儿如厕、洗手、喝水、穿衣等生活活动中要

主动和幼儿进行亲密接触。小班幼儿的思维

方式属于直觉行动思维，教师可将枯燥的过

渡环节要求转化成有意思的游戏情境，师幼

共同游戏的过渡环节可以让小班幼儿感到轻

松、舒适，从而为下一环节活动做好准备。

中班过渡要“自觉”。自己制定规则，发

挥同伴作用。4~5岁是幼儿规则意识形成的

关键期，教师可以利用过渡环节宽松自由的

氛围，引导幼儿自己制定过渡环节规则，帮助

幼儿建立自觉的规则意识和能力。中班幼儿

已经能够关注到自身以外的同伴活动了，过

渡环节中可设置小小监督岗，推选小小监督

员，让对幼儿的监督检查成为他们自己的事，

从而发挥同伴相互监督、学习的作用。

大班过渡要“自主”。按需自主调整，丰

富过渡内容。随着大班幼儿自我管理、自主

活动能力的提高，过渡环节中，大班幼儿可

在活动区游戏过程中自主根据需要进行如

厕、喝水等生活活动，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

的集体活动时间。另外，过渡环节的内容可

以更加丰富，比如，有的幼儿在活动区有未

完成的作品可以利用过渡环节按需进行，也

可以设计一些班级公共服务活动让幼儿自

主选择，如照顾自然角、参与环境创设等。

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过渡环节具

有其独特的教育价值，教师要充分重视并

设计利用好这个环节，使过渡环节真正活

起来。 （邓州市幼儿园 文光新） 为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继承革命烈士的光荣传统。４月4日，中国人寿南阳分司

卧龙区支公司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党员干部通过登录中国文明网和中华英烈网，在“致

敬·2020清明祭英烈”专区参观网上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英烈纪念馆学习英烈事迹。并

通过点击献花、鞠躬、留言等方式进行网上祭扫，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仰缅怀之情。

此次网上祭祀以健康、文明的方式，普及了清明传统习俗知识，宣传了“文明祭祀

绿色清明”的新风尚。让后人铭记革命先烈的光荣事迹，进一步了激发后人奋发向上

的爱国主义热情。 靳合新摄

清明时节，为深切悼念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

胞，4月4日，漯河市第三初级中学开

展了清明祭奠系列纪念活动。

活动当天，该校交通路校区和西校

区同时进行了降半旗仪式，向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默

哀三分钟，深切哀悼抗疫烈士和逝世同

胞。与此同时，校团委组织全体学生通

过电脑或手机登录中华英烈网，献花、祭

拜、留言等祭奠方式进行网上祭奠，抒写

感言寄语，向所有牺牲在抗疫一线的英

雄、为祖国发展献身的时代楷模以及中

国的革命先烈们致敬，表达崇敬之心、感

念之情、传承之志。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全体教

师自觉响应学校号召，按照中央、省、

市有关祭祀要求不进行聚集性祭扫活

动。师生们纷纷在学校工作群里留

言，转发烈士事迹，向牺牲在抗疫一线

的同胞致敬，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精神点赞。 （唐会臣卢艳萍）

3月25日，叶县龙泉乡中心小学四

年级贫困学生高一菲端坐在手提电脑

前，正通过微信向平顶山市湛河区实验

小学教师李九请教疑难问题。

高一菲原先是龙泉乡湾张村小学

学生，3年前被确定为李九的帮扶对

象。去年9月，她升入了龙泉乡中心小

学四年级，李九仍坚持从生活、学习各

方面对她进行定期帮扶，并于疫情期间

为她送去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近年来，湛河区实验小学积极参加

“基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动”，从学

校、教师、学生“三个层面”，对龙泉乡小

河郭小学及该乡21名教师、119名贫困

学生开展长期异地帮扶。

给学校送物资。为改善被帮扶学

校小河郭小学的办学条件，湛河区实验

小学先后捐赠电脑5台、足球10余个、

电脑桌10余张、各类书籍500余册，并

定期给该校送去红领巾、教案、作业本

等物品。疫情期间，湛河区实验小学通

过学校出资、师生捐赠等渠道，先后筹

集、购买智能手机5部、防护服1套、护

目镜1个、额温枪1个，酒精10斤、84消

毒液100斤，口罩100个，送到了小河郭

小学。

给教师送技能。为提高当地教育

质量，湛河区实验小学通过送课下乡、

一对一交流研讨、课堂诊断评价、网上

远程学习交流、跟岗培训、集体教研、教

学讲座、邀请小河郭小学教师来校讲课

议课等形式，进行互帮互学，使被帮扶

老师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教学设备辅

助教学，并成长为骨干教师。据统计，

自结对帮扶以来，湛河区实验小学先后

赴龙泉乡开展送课下乡和教学研讨活

动130多人次，开展专题讲座11人次，

参与观课议课教师达500多人次。

给学生送关怀。为保障好贫困家

庭子女正常学习、生活，湛河区实验小

学把帮扶工作的成效作为每个教师评

先评优的一项重要业绩去衡定。在此

基础上，组织开展送温暖活动，先后为

龙泉乡贫困学子捐款11900元，定期为

他们送去各类学习、生活用品。实验小

学的老师们通过微信或者QQ等平台与

结对帮扶学生进行学习、生活、心理等

方面交流沟通，帮助孩子们克服困难，

树立信心，增强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

贫困学子在爱的春风里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旭长
王晨安）

“学生复学后餐厅如何定期消毒?餐

桌椅应如何摆放？”4月4日，在新野县第

三高级中学组织的食堂职工培训会上，主

讲人员从餐厅通风消毒、食材采购加工、

就餐保障等各个方面，对学校食堂全体人

员进行了认真培训。

近段时间以来，新野县教体局在坚持

一以贯之地抓好整个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多措并举，做到疫情防控不放

松、学校复学早筹备。先后召开各学段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复学培训会议，邀请县

疾控中心技术人员现场从学校疫情防控

策略、紧急情况应对等方面对与会人员进

行了专业、系统地培训。同时督促和指导

中小学校结合各自实际，组织科学规范的

演练。目前，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已组织模

拟演练120余次。

为及早解决部分学生家中无法连接

互联网导致无法参与网上学习的问题，该

局开通本地网课，学习活动并重。早在1

月底，教体局就积极协调县电视台，依托

该县明德双语学校场地、设施，组织全县

部分教坛名师开设“空中课堂”，截至目前

受益学生达12万余人次。在积极组织开

展网上学习的同时，局党组还针对天气变

暖、学生不愿久居家中的特点，及时组织

开展“宅”家运动、“宅”家劳动、“宅”家诵

读、“宅”家制作、“宅”家学习等“五宅”活

动，丰富学生的居家文化生活。

积极筹备物资，强化督导检查。新野

县委、县政府拨专款260万元购置热成像

体温测试仪、一次性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

配置到各学校，全县各级各类学校也分别

采取筹资购买、接受捐赠等方式，尽最大

限度做好医用口罩、测温仪等相关防疫物

资的准备。为保证防控任务落到实处，该

局党组成立督导组，对各学校落实疫情防

控和复学准备工作情况进行全方位督导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邓进林）

在高校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是发挥

典型示范作用，带动带领广大师生树立

战“疫”必胜的坚强信心、促进全民投入

疫情防控的有效举措。自疫情暴发以

来，洛阳理工学院把发扬劳模精神作为

进行劳动教育、开展疫情防控的结合点

和切入点，让劳模带动师生，在全校形成

了重视劳动、参与劳动、珍惜劳动成果、

培养劳动能力和全民参与疫情防控、投

身疫情防控期间教育教学的良好氛围。

学校“武铁传劳模创新工作室”是全

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室团队按照

“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及早谋划、精心设

计，结合课程要求和学生客观情况，积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打造成学校网

络教学的示范课程。工作室团队经过实践

探索，形成了“教材研读、课件观摩、慕课分

享、解疑释惑、微信观影、课堂讨论、课堂测

试、课后作业”等“八个环节”教学法，各个

环节环环相连、丝丝相扣，巧妙的环节设计

和活泼的网络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让理论知识有效精准传递给学生，确保

了疫情期间网络教学的实效。

该校党委书记陈岩说，弘扬劳模精

神，是开展疫情防控的有效做法，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师生劳动精神

的重要举措。学校将持续深入弘扬劳模

精神，形成崇尚劳动、劳动光荣的氛围，

全民参与、坚定信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进而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马玉波）

开学复课在即，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积极主动做好学

生返校复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学校全体

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担当作为，既当“指挥

员”又当“战斗员”。学校领导班子每日

赴重要场所安排部署各项防控工作，合

理制定防控措施，指导基层一线规范有

序地开展各项防控工作。同时，学校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推进会，科学研判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介绍市内其他高校防疫防控做法，部

署安排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会。

走进校园，你随处可见“科学防疫，

精准施策；同舟共济，群防群控”等宣传

标语和疫情防护知识海报，电子屏、宣传

栏、横幅标语也时刻提醒广大师生做好

个人防护。制定出开学后教师、学生及

教室安全防控措施，做好复课提示，告知

学员和家长复课时间以及复课后应注意

的事项。在两个校区大门口分别设置了

体温检测通道、体温监测岗和健康观察

点，持续开展网络心理辅导，置备足够的

医用口罩、消毒液、红外热成像测温设

备、电子测温枪等防疫物资等，采取多种

方式营造浓厚的校园疫情防控氛围，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开学后

师生学习生活安全有序。

疫情发生以来，南阳农业职业学院以

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努力建立科学的防范

机制和处置流程，完善快速应急信息系

统，扎实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全校

师生平安、校园平安。实施“封闭式”管理，

进一步做好校园出入管理，严格执行凭证

出入制度，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日报告、零

报告”制度，建立健康台账和健康档案，全

面准确掌握师生健康状况，做好师生返校

返岗的各项准备工作。每天两次对校园、

综合办公室楼、教学楼、宿舍楼进行全方

位、立体式、无死角消毒。后勤保障组多方

协调联系，加大采购力度，按教育厅规定配

备标准储备物资，以备开学使用。加强对

学校食堂的监督管理，把好原料进口关，做

好餐厅消毒工作，同时在食堂外设置多个

洗手池，科学合理安排师生就餐，设置“一

米线”隔离栏、隔离布带，窗口粘贴，提醒师

生保持安全距离，有序排队，分格就餐。严

格落实延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管理制度，

坚决把好教学进度关、把好备课关、把好教

学资源质量关、把好课后答疑辅导关、采

取灵活有效的线上教学模式，确保教学质

量。（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张晓芳）

应重视过渡环节独特的教育价值

西华县
以生态建设
推进乡村振兴

平顶山市湛河区实验小学

“三层帮扶”温暖异地学子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扎实有序推进复工复课

洛阳理工学院 在战“疫”中弘扬劳模精神
漯河市第三初级中学

缅怀英烈 铭记历史

新野县
多措并举
做好复学筹备工作

微微雨斜，林断山明竹隐墙。竹傍茅

屋，为解学生上网课燃眉之急，一位女士

寒风中撑着小伞雨中伏案，在邻居家附近

“蹭网”，这位女士就是周口师范学院新闻

与传媒学院的马丽老师。

2020年春节，毛德胜、马丽夫妇寒假

带着孩子回湖南乡下陪家里的老人过年，

没想到疫情暴发，由于交通管控没法返回

周口，一家三口不得不滞留在此。与此同

时，夫妇俩又接到学校要求居家线上授课

的通知。由于老家在湖南的一个小乡村，

平时只是老人住，因此根本没有装网络。

可没有网络怎么给孩子们线上教学呢，这

可愁坏了夫妇俩，他们辗转反侧无法入

眠。为了不耽误上课，夫妻二人只能求助

于邻居。马丽给邻居电话商量终于达成

共识，从此开始了夫妇俩“蹭网”为学生上

课的日子。

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部手机，再加

上“蹭”来的网络，便是夫妻二人的“露天

课堂”。白天，她按照课程表完成授课任

务；没有课的时候，他们就到处“蹭网”搜

索资料备课；回到家后，没有无线网络，他

们便通过手机短信与学生进行沟通，指导

毕业生的论文写作。

说到“蹭网”，毛德胜笑着说：“为了学

生线上教学质量好，我们每天可都盼着老

天爷有个‘好脸色’呢！前段时间天气冷，

加之是露天，我们根本不能坐着，只能拿

着手机走来走去给大家上课。晴天的时

候倒还好，还能找到信号好的地方；雨天

可就麻烦了，雨一阵一阵地下，信号太受

影响，为了能让学生网络好不影响教学质

量，我们要不停地寻找最佳的网络位置。

要是正好赶上下大雨，怕手写的教案让雨

淋湿了，就只能一边撑伞一边上课。”“虽

然辛苦，但看到学生们上课时洋溢出的热

情，我们心中就倍感温暖……”夫妇俩每

每回想起撑着雨伞，在瑟瑟的寒风中上课

时的情景总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2017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王梓媛

是马丽老师的学生，她动情地说：“由于疫

情马老师被困老家，虽然乡村条件艰苦，

但她从未耽误过我们一节课，而且还变着

花样地想办法让同学们一起适应网课、上

好网课。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我们与

她联系咨询，她都会第一时间回复，从没

有嫌麻烦，向我们抱怨过一句……”

在周口师范学院，像毛德胜马丽夫妇

这样疫情期间坚守在教学一线的老师还

有很多。疫情发生以来，周口师范学院党

委通盘考虑、及早着手，第一时间制订了

延期开学期间网上教学工作实施方案，通

过专题视频会议部署线上教学和辅导工

作，统筹使用校内外课程资源和平台开展

了直播授课、同步课堂、网上协作、自主学

习、考核评价等教学活动，最大限度地保

障了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

等效，确保了“延迟开学不停教、不停学”，

人才培养不受耽误。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刘吉杰文/图

4月4日，漯河市实验中学组织师生开展清明节哀悼活动，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智

春山带领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全体师生也同时在线上进行哀悼活动，以为表达对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 张凤坤胡辉王琦摄

邓州市各级领导对学

校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非常重视。图为 4 月 6

日，邓州市委书记、南阳市

人大代表金浩，在该市穰

东高中视察工作并做现场

指导。

高峰席清铎高坤摄

“终于回到了期待已久的校园，刚

刚看完了《开学第一课》，也更加明确了

自己今后的目标……”4月7日，舞钢市

一高三（6）班学生张珂铭上完“开学第

一课”后充满激情地说。

据了解，4月7日，舞钢市高三学生

平安、顺利开学复课。该市教体局充分

抓好这一开学契机，在认真组织学生平安

复学的同时，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学生“把

灾难当教材 与祖国共成长”，组织全市

1500余名高三学生上好开学第一课，不

断增强他们的责任担当意识，把爱国主

义教育根植学生心中。活动中，各学校

首先组织学生通过电子白板观看《开学第

一课》视频，然后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

讲开学第一节思政课，开展“开学第一课”

主题班会，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感悟，纷纷

表示要怀揣梦想，坚定理想信念，全力以

赴备战高考，用实际行动争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任焕英李青叶）

舞钢市

加强思政教育 上好开学第一课

清明祭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