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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中 的 安 全卫士
抗击

开栏的话
2020 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许
多人勇赴抗疫一线，用坚定的背影，写下人生中的精
彩篇章，守护着群众的生命安全。郑州市教育系统同样
涌现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人物和事迹。从本期开始，
《河南
法制报》平安校园版开设“抗击疫情中的安全卫士”专
栏，
记录郑州市教育系统在抗击疫情中对安全工
作有突出贡献的人，
讲述发生过的一个
个暖心故事。
大年初三，接到郑州市教育局和学校的抗
疫通知，郑州 24 中校医邵雪娜迅速投入工
作。
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师生们处于恐慌
状态，邵雪娜利用微信群向大家详细耐心
科普如何预防新冠肺炎，引导大家戴口
罩、勤洗手、多通风、少外出，消除大家的
恐慌心理。同时，她还承担着“线上解
答员”的工作，一一解答师生的疑问，
叮嘱大家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那
段时间，关注微信提问成了她生活的
一部分。
开学后，学生们分批、分时间段
悦悦姐姐讲安全 22
进入校园。邵雪娜在第一批学生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到校前就守在校门口。每天六点
半，她在校门口监测进入学校的
师生体温状况，守好第一道防
夏季太阳暴晒

虽然不能像那些白衣逆行者一
样赶赴武汉，但我奋斗在属于自己的
“战场”
。—— 郑州 24 中 邵雪娜

“大白老师”的战疫
线。一袭白衣的她站在校门口，被学生们亲切
地称为“大白老师”
。
学校班级多、学生多，疫情防控数据的统
计和上报任务变得异常繁重。为准确及时上
报信息，邵雪娜与各班班主任沟通，在教学楼
里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深夜接电话、统计报
表成了她的日常。她有时连饭都不能按时吃
上，
更没时间照顾孩子和生病的父亲。
在学校医务室里，邵雪娜是师生们的一颗
“定心丸”。学校发现师生体温异常，第一时间
把人送到她这里。邵雪娜说：
“我不仅要做好
检查防护工作，还要对孩子们进行心理辅导，
让他们不要害怕。我坚持做到宣传到位、防控
到位、排查到位，最大限度减小疫情进入校园
的可能，
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学校是防疫重地，邵雪娜就是守护这一方
天地的白衣战士。每天检查排查、杀菌消毒，

为老师
向学生们讲授防疫知识
和学生诊
治病情、配药送药……她默默守护着
大家的健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着一名普通校医的抗疫决心和崇高医
德。她说：
“ 在平时，我是一名普通的校
医。而在这个抗疫的特殊时期，我有幸站
在 了 最 前 线 。 关 键 时 刻 ，咱 决 不 能 掉 链
子！
”
（以上文图均由郑州 24 中提供）

车内温度有多高？
前不久，广东省湛
江市遂溪县一家幼儿园
的一名 5 岁幼儿在乘坐
校车去幼儿园时，被遗留
在校车里。校车在太阳下
校园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我要确保学校各项防疫措施到位，为孩子们
暴晒，车内温度不断升高，
筑起一堵堵健康
“防护墙”！
——荥阳市实验高中 何华栋
最终导致该幼儿身亡。
2019 年 4 月，湖南一名父
亲送 4 岁女儿上幼儿园，
中途下
加装紫外线消毒灯等设施，为孩子们
则，录制了高二年级第一节网课，并
车接了个电话、玩了会儿手机，
开学后的健康安全筑起了一堵堵“防
兼顾每个班级数学课的听评工作。
竟忘记女儿在车上，锁车后自己
护墙”
。
由于白天忙于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备
部署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走了。直到下午，
女儿的母亲去幼
疫情防控初期，虽然师生不在学
课 、听 课 、评 课 只 能 利 用 晚 上 的 时
儿园，
才发现女儿不在。随后，
两人
校，
可校园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何华
间。虽然一节课只有几十分钟，但要
今年年初，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在车里发现，
女儿已窒息身亡。
栋主要负责学校高二年级1256名学生
备好一节课，往往要在夜深人静时花
肺炎疫情，无数援鄂医疗队队员舍
夏天，即使成年人坐在暴晒在太
和72名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常规管
上两三个小时。听其他教师的网课
身逆行。他们忙碌的背影、
劳累的
阳下的封闭汽车里，不开空调，也会连
理工作。针对在疫情较严重地区过年
时，他会一边听，一边认真记录课堂
画面，一次次让电视机前的我们
10 分钟都忍受不了。假如孩子被锁车
的学生，
他要求班主任每日跟进情况，
的闪光点和不足，并在第二天和教师
热泪盈眶。
“ 这么多人勇赴抗击
内，很可能会因缺氧而死亡。
关注学生身体和心理健康。72名教师
们电话联系讨论。虽然辛苦，但只要
疫情一线，
我能做些什么？
”
这一
夏季太阳暴晒，车内温度到底有多
的健康状况，
他也每天认真做好统计，
能为孩子们提供更优质的授课内容，
念头萦绕在何华栋心头。
高？研究发现，当气温达到 35℃时，阳光
并经常给身在外地的教师打电话，
叮嘱
他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
作为荥阳市实验高中中
照射 15 分钟，封闭车厢里的温度就能升至
他们减少外出，
做好个人防护。
（以上文图均由荥阳市实验
层干部，何华栋迅速安排好
65℃，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上半小时就能致
为了不让疫情耽误学生们的学习
高中提供）
家事，投入学校疫情防控工
命。儿童身体未发育完全，体温上升、体内水
进度，他积极响应“停课不停教，停课
作。他协助校领导组建疫
分流失的速度远比成年人快，呼吸系统和耐热
不停学”的号召，多次组织教师参与
情防控小组，连夜制定学
能力也不如成年人，被锁在车里极易生“热射
线上教学网络培训，
交流线上教
校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
病”
，比成年人更容易死亡。
学的有效措施。何华
案、师生疫情防控培训
数据显示，多数孩子被锁车内的事件，锁车人
栋以身作
方案及学生入校演练
都不是故意的。54%的孩子是被粗心的父母忘在
公 告
方案，带领专业技工
河南尊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了车里，28%的孩子是在无人的汽车内玩耍被锁，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在每个教室
（洛人社监察罚决字〔2020〕第 008 号）。
这些悲剧完全是可以预防的。
因你单位未按《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
（洛人社监
首先，大人下车前，要反复确认所有孩子是否
察询通字〔2019〕第 379 号）的要求履行法定义务，经责令改正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逾期未改正。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
已经下车。如果孩子由他人代载，要记得确认孩
项的规定，
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 15000 元的行政处罚。
原郑州铁路局洛阳铁路分局土地证遗失声明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洛阳市人力
子是否已安全抵达。对于已经确认无人并停好的
上国用(96)字第 082 号，土地使用者：郑州铁路局
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执法支队（地址：洛阳市开元大道 286 号会
洛阳铁路分局，地号：7-05-1，面积 188528.95m2；上
车辆，要记得锁好车门、后备厢，并把钥匙放在孩
展中心 B 区三楼 356 室）办理缴纳罚款手续。逾期不缴纳罚款
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国用(99)字第 046 号，土地使用者：郑州铁路局洛阳铁
子无法接触到的地方。
加处罚款。
路分局，地号：05-1D，面积 10226.67m2；上国用(99)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河南
同学们，如果家里有弟弟妹妹，要协助父母教
字第 044 号，土地使用者：郑州铁路局洛阳铁路分局，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或洛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地号：05-1B，面积 22966.67m2；上国用(99)字第 043
弟弟妹妹学会开车门，并教他们在车被锁的情况
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起
号，土地使用者：郑州铁路局洛阳铁路分局，地号：
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决定。逾期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
下，学会通过按喇叭或拍车窗来引起路人注意，防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05-1A，面积 26300m2；上国用(99)字第 045 号，土地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止悲剧发生。
使用者：郑州铁路局洛阳铁路分局，地号：05-1C，面积

你们勇赴一线 我来守护校园

31033.33m2。以上土地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20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