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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摸底 建立考生“数据库”
据该校招生就业处统计，今年全校

共有 4044名学生参加考研，预计有 1984
人参加研究生复试。面对严峻形势，学

校迅速行动，早在 3 月份召开的春季学

期学生工作会议上，就明确将提升学生

升学率作为本学期学生工作重点之一，

并要求各学院做好“算术题”，即“多少人

考研、多少人上线、多少人最后被录取、

可以做哪些工作”。

报考学校、专业、类别是什么？初试

总分多少？各科成绩多少？报考学校复

试线多少？是否上线？是否准备调剂？

拟调剂学校？……各学院纷纷为每位考

研学子建立起详细的考研“档案”。

“71.6%的毕业生选择考研，其中有

79%上了国家线。”农学院根据摸底的情

况，对有可能需要调剂的学生落实到每

个学生均有一对一的指导老师进行考

研调剂和复试的指导，注重上线同学 A
区到B区的调剂引导，导师协调联系校

外导师等方式。就业秘书还对考研分

数比较高，且已经联系好导师的同学进

行考研复试情况的跟踪了解。

“最高分 409分，400分以上 13人。”

尽管高分再被刷新，但风景园林学院结

合以往 3 年数据分析，得出中高分选手

扎推却可能无缘复试的情况。为此，学

院为所有进入复试学生配备帮扶指导教

师，从考研复试信息收集到模拟复试，从

沟通能力提升到业务知识强化，全方位

开展对学生的精准帮扶。对于需要调剂

的学生，指导教师积极搜集信息，及时告

知学生并积极推荐，力争让学生思路更

清晰、方向更明确。

针对今年报考西南交通大学、重庆

大学、四川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

比例高达 60%的情况，土木工程学院联

系具有相同院校学习背景的专业老师，

对有突围希望的学生进行线上复试指

导。与此同时，学院主动联系以上学校

的在读研究生校友，对有复试辅导需求

的毕业生进行实时指导，提供复试资

料、面试技巧、学科建设等资讯服务，助

力复试通关。

精细服务 暖心帮扶润人心
当前正值考研复试季，对很多考研

学生来说，是冲刺复试的关键期。为了

更好地帮助他们，各学院通过安排一对

一指导老师、开展线上培训、提供经费资

助等方式，把工作做精做细，温暖的小故

事层出不穷。

尽管考出了 398 分的高分，但经济

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李荣辉却丝毫不

敢放轻松。报考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

专业的她仅仅超过该专业复试线 6 分。

正在她不知道该如何联系导师、联系哪

位导师时，金融学系副教授刘艳作为她

的考研指导老师，得知了她的困境，帮她

联系了西南财经大学国际贸易所所长、

国际商学院教授陈丽丽。“谢谢刘老师！

与导师取得联系后，我对复试更有信心

了。”李荣辉说。

“初试成绩 400分以上有 4人，最高

分 413分！”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班

主任刘建平带领的小班传来一个又一个

喜讯。但由于疫情影响，今年考研成绩

公布比以往晚，加上学校一直未开学，家

长和学生对今年考研复试有些担心。刘

建平一边安抚家长焦虑情绪，一边积极

指导学生准备复试，对成绩不是特别理

想的学生，也积极联络，进行调剂复试两

手准备。她还多次到学生寝室代取资

料，为毕业生及时送去所需的复习资料、

电脑、各类证件等。

“及时、全面、高效！”建城学院为 76
名进入研究生复试的学生开展的线上

辅导赢得大家纷纷点赞。指导教师从

视频面试中的形象语言表达、面试环

境、设备网络、回答问题技巧等方面梳

理了在研究生复试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同时，还邀请了目前在读研究生的优秀

代表牟一丹等同学在线分享了复试的

宝贵经验。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人文

学院、理学院都表示，将为他们提供考研

复试路费与复习材料购买等补助，帮助

其顺利升学。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马海表示，由于

今年报考基数增大，同时全国研究生将

扩招18.9万人。预计今年该校升学率及

升学人数都会有所提高。

四川农大助考研学子跨越“最后一公里”
“谢谢老师！这下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专业的大四学生

蔄弘扬很高兴。
报考了兰州大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专业的蔄弘扬，虽然差2分没有上复试线，但幸运的是，班主任祖立

义掌握情况后，根据调剂意愿，及时帮助分析调剂形势，跟踪指导，该生已联系好海南大学和广西大学2所调剂
学校。通过这种方式，包括蔄弘扬在内，全班共有4位学生都确定了调剂学校。

今年考研形势异常严峻，一方面全国报考人数再创新高，各校复试分数线屡创新高，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
情也带来较大影响。随着考研国家线公布，在学校的安排部署下，四川农大各学院老师纷纷开始忙碌起来，用
精确、精细的服务，助力学子考研成功。

■ 张喆

晴朗的好天气正是劳作的好时候。近日，在

巴中市恩阳区观音井小学和恩阳区花丛中学，学

生来到教育实践基地，栽秧、收割麦子，感受劳

动的艰辛，享受收获的快乐。

为帮助学生从小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观念，

恩阳区精心设计劳动课程，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

系，组织学生积极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从而培养

学生的劳动兴趣，磨炼学生的意志品质，为中小

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张明 摄影报道）

粒粒皆辛苦 劳动来体验

花丛中学学生在劳动实践基地收割麦子观音井小学学生在劳动实践基地栽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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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推进““五五准备准备”” 确保确保““双胜利双胜利””
健全防控制度，全力做好

“动员准备”
一是健全工作体系。及时调整充

实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全力做好防控及学生返

校复课工作。督促22个二级院系（所、

中心）建立学生返校复课领导小组，对

照学校返校复课方案要求，制定本单位

具体实施办法，建立起统一指挥、协同

高效的工作体系，切实将疫情防控工作

责任压实到岗位、压实到人头，确保快

速反应、正确应对、果断处置。

二是建立联防机制。编制“七案

七制三流程”，制订学生返校复课方

案，建立健全工作联络、信息报告、应

急处置、校园日常管理等工作机制。

加强与泸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卫健

委、教育体育局、疾控中心以及直属附

属医院等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取得专

业技术支持，通过学校、二级院系所、

年级、班级四级防控工作机制，及时收

集和反馈学生信息，进一步形成部门

联动、内外结合、群防群控的处置工作

格局。

三是开展精准摸排。严格执行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要求学生填

写“两表一书”（学生返校复课流行病

学调查表、学生返校复课行程信息表、

学生返校复课信息真实性承诺书），准

确掌握每日师生健康情况，全面摸清、

准确掌握学生返校前 14天行程、健康

状况、预计返校行程等信息并建档，流

行病学专家组对学生是否符合返校条

件进行分析研判，明确各批次返校学

生名单。

突出以练为战，全力做好
“应急准备”

一是加快制订完善应急预案。制

订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

案、返校复课应急心理干预方案、疫情

防控应急处置流程等，做到预防、发

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的紧密衔

接。梳理现行有效的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共 37个，制订 2020
年应急演练计划10余项。

二是扎实开展应急处置演练。模

拟学生在宿舍出现发热、干咳、咽痛、

乏力等疑似感染症状后，围绕信息报

告、疑似感染者送医、密切接触者排

查、转送密切接触者和隔离观察、学生

宿舍封闭管理、学生宿舍消毒处理、校

园环境消杀、对外信息发布和舆情监

控等应急处置全流程开展演练，切实

提高学校应急防控的反应能力；全面

开展学生开学报到流程全演练，充分

保障学生顺利返校。

三是组织开展在建工地综合演

练。联合泸州市政府投资建设工程管

理第二中心、中电建西南医科大泸州

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模拟

在建项目火灾、遭遇特大暴雨、项目施

工人员疑似新冠肺炎症状等情况下，

开展“消防、防汛、防疫”综合演练，切

实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强化无缝衔接，全力做好
“教学准备”

一是着力抓好线上线下教学衔

接。按照“一院一策”的原则，根据教

学工作总体方案，要求各教学单位制

定具体可行的实施细则，提前做好校

本部学生返校后“测试+串联+补丁”

计划，统一安排车辆将校外理论教学

学生从各教学医院接回学校，安排

2020届医学类毕业生不返校的情况下

开展毕业工作，有序推动实习生分批

错峰复学，分批分类做好教材发放工

作，充分保障学生返校前后的教学衔

接和平稳过渡。

二是持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引

领。持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

课程思政建设，继续通过课堂、专题讲

座、微信、易班等多种形式，做好传染

病防控教育、战“疫”专题教育、生命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累

计开展“在抗击疫情中的感悟——西

南医科大学 2020 年开学第一课”“全

民抗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

信”等讲座 6 场次，通过官方微博、微

信推送疫情防控、返校复学等信息200
余条。

三是不断加强教学质量督导建

设。坚持校领导带头在线听课，校级

督导专家、院系督导专家、同行专家

每天听课，全面了解课前准备、教师

授课、学生到课和学习效果等情况，

研究解决在线教学工作问题，在线督

导巡查院系直播课程，开展线上教学

满意度调查，学生对线上教学整体满

意度为 92.95%,其中对老师的在线辅

导与答疑满意度达 93.82%,对老师提

供的学习资源满意度达 88.24%。同

时，精心打造一系列线上教学示范课

堂，全方位展示优秀的直播课堂、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课堂、PBL课堂、虚拟

仿真实践课程，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

作用。

坚持保障有力，全力做好
“物资准备”

一是配足配齐防疫物资。为所有

返校学生发放防疫物资“健康包”，充足

配备口罩、体温计、消毒洗护类等各类

防疫物资。截至目前，学校口罩余量

276352 个（其中医用外科口罩 240702
个），体温计余量 17802 支。消毒洗护

类物资：喷雾酒精19瓶，肥皂1864块，

洗手液4039瓶，一次性薄膜手套10000
双，5kg84 消毒液 923 桶，500ml75%酒

精 90 瓶，50kg75%酒精 6 桶，95%酒精

30瓶，100片装泡腾片1000瓶，10kg装

泡腾片10桶，1L手持喷壶2800个。

二是切实做好规范管理。建立防

疫物资领取发放登记、预防性日常（应

急）环境消毒记录、消毒人员信息登记

等制度，保障物资调配使用全公开、透

明化，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可追

溯。邀请各级防控专家，对学校学生工

作部、团委、各二级院系分管学生院领

导、后勤管理处处科级干部、各部门办

公室主任及学生辅导员、一线工作人员

等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卫生员专题

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防控知识和技

能，已组织开展培训1000余人次，获得

卫生员培训合格证书140余人。

三是科学设置隔离场所。在学生

公寓 10-14 舍设置集中隔离观察区，

设置隔离房间 216 间，并按隔离要求

储备足量的口罩、防护衣、体温计、消

毒液等防疫必需品，充分保障日常消

毒措施的实施，全面做好吃、住、用等

物资保障。

聚焦精细管理，全力做好
“服务准备”

一是抓细抓实校园安全。严格实

行封闭管理要求，启用校园“一码通”

系统，在各出入点位设置全天候 24小

时检查点，学生进出校时凭学生证或

扫码、测温无异常后进出校门或宿舍，

师生员工、外来办理公务人员及需要

校外应急维修人员、设备维护人员、物

资配送人员进出校门一律核验身份、

扫码、测温无异常后方可通行。开展

实验室、危化物品监测防护，做好返校

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的疫情防

控、安全检查和管理等工作，明确实验

室安全管理事项 5个大项、18个小项，

累计排查隐患 10余处，制定和落实整

改措施10余项。

二是落细落小后勤保障。全方位

改善学校环境卫生条件，实施教学楼、

图书馆、学生公寓、食堂、办公楼等公

共场所和重点区域环境卫生清洁行

动，为师生创造整洁、健康、文明的校

园环境。在“微店”平台免费开通“西

南医大线上超市”，购买学生凭订单手

机号或其他个人信息在各自宿舍值班

室收货，宿管员每天定点（超市管理员

处）提取本宿舍订单货物回宿舍。通

过线上支付、线下配送方式节约人力

大量成本，提高了配送效率，有效避免

学生聚集和外出购物。

三是从严从紧值班备勤。强化值

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配足配齐值班人

员，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值守制度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全力确保联络畅通、运

转正常。严格执行周末、节假日教职

员工外出请假和报备制度，对出入校

园和离泸请假落实不到位、报备不规

范的，严肃追究相应责任。

（陈敏 陈刘杰）

——西南医科大学全力做好开学复课准备工作

疫情防控以来，西南医科大学结合工作实际，细化工作措施，加大保障力度，着力在“五准
备”上下功夫，全力夺取疫情防控和返校复学“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