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受疫情影响，成都市中小学校、幼

儿园秋季学期暂缓返校，校外培训机构暂停

线下培训活动。从9月5日起，成都市中小

学校全面开展线上教学，师生在“云端”迎来

一场场特别的开学典礼，并开启新学期的学

习，实现战“疫”不停学。

“云端”开学，满满仪式感

9月5日9:00，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迎

来隆重而庄严的线上开学典礼。国歌响起，

师生向着屏幕前的国旗敬礼并高唱国歌，在

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开启新学期的征程。

“孩子们，少年强则国强，航天梦亦是中

国梦！你们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希望和

未来。愿你们用发现的眼睛，探索奇妙的世

界，励志奋斗，开拓创新。”开学典礼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鲸亲切地给成都七中初中附

属小学学生送上了开学寄语。

在成都石室天府中学，学校邀请在北京

大学攻读博士的校友邓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

事，以此激励同学们在新学期取得新成绩。

“每临大事有静气。静下来，正是最好

的读书时光。……期待着，在美丽的校园，

我们热情相见！”在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校

长易永伦致师生、家长的公开信在9月5日

前就传播在师生、家长中。

“老师和同学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期盼开

学了！老师们非常想上课，同学们课堂反馈

也十分积极。”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教导处

主任武晓玲线上巡课后告诉记者，5日上午，

树德实验中学46个教学班约2500名同学准

时上线，认真投入到学习状态中。

“为保证线上教学质量，网课一节课40

分钟，30分钟授课，10分钟学生提问交流，充

分调节了学生线上学习状态。”武晓玲介绍

说，上课时，老师积极利用线上会议室开麦

提问、分组讨论等方式互动，课堂活跃，师生

精神状态饱满。

“虽然突如其来的疫情延缓了我们重返

校园的脚步，但却无法削减我们对新学期的

憧憬与期待。”在成都西北中学实验学校（成

都市第四十三中学）线上教学启动仪式上，

校长张明星通过视频，鼓励全校师生保持崭

新的姿态、满腔的热忱、饱满的精神，相约

“云端”，齐心战“疫”、奋发向上。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也用国旗下

课程开启全校师生的居家学习。“全体立正，

升国旗、唱国歌、敬礼！”线上的升旗仪式尽

管相对简单，但学生们仍然精气神十足，引

得不少家长网上留言：“满满的仪式感，不管

什么形式的开学，升旗仪式不能少。”“听小

朋友在家庄严地唱出《义勇军进行曲》，瞬间

鼓舞了我们居家抗疫的信心。”

线上教学，质量效率“双在线”

9 月 5 日一早，华阳中学高三英语教师

周淑英就在家中调试设备，为网络授课做好

准备。随后，学生们进入线上课堂，为周淑

英送上“小红花”。“请同学们翻开教材……”

新学期的第一堂英语课开始了。

华阳中学教务处副主任刘能介绍，为提

高在线教学的有效性，老师们围绕教研组建

立线上教学群，结合授课内容，利用课件、视

频等资源上好新学期的网课。学校还精心

准备了高一年级家校见面会与高二、高三年

级主题班会，提示学生遵守相关防疫要求，

调整好身心状态，开启新学期。

如何在疫情期间开展好线上教学？如何

保证线上教学的效率和质量？这是成都市各

地各校在前期准备中重点考量的问题。

记者从成都市教育局了解到，成都市要

求各学校要坚持五育并举，充分利用国家、

省、市、区（市）县教育资源平台提供的课程

资源，结合实际，采用在线直播教学或“观看

线上课程视频+在线讨论与答疑+作业布置

与反馈”等多种线上教学模式，按照不同年

级学生身心特点，科学编排课程。同时，要

求线上教学落实“双减”要求，坚持劳逸结

合，严格控制时长，注意用眼健康。

“学校一直致力于培养‘身体好，情商

高，学习能力强’的学生。”电子科技大学附

属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保护学生

视力健康，学校要求1至3年级每日线上教

学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4至6年级每日线上

教学时间不超过1.5小时。同时，学校还建

议家长指导学生在家中开展以问题为导向

的项目式自主学习，每日监督孩子进行不少

于3小时的体育锻炼。

开启线上教学前，龙泉驿区洪河中学专

门召开了全校教师“云端”工作布置会。学校

研究拟订了《洪河中学疫情背景下的在线教

学应急工作方案》，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师生在

线教学设备，联系网络公司全程保障。教备

组运用学科网、箐优网集体备课形成在线教

学方案。学校开设了五育融合课程，基础课

程+五育课程，并保证每天一节体育课。

为保障线上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成

都各地各校都有因地制宜的做法。

在锦江区，通过区域精细学科教学指导，

让线上教学“质量在线”；武侯区通过前期的统

筹谋划，利用“双线融合”教学模式+武侯“智汇

云”综合服务平台，为“线上教学”提供科学教

学结构和学习支撑；双流区按照“一校一策”的

方式，保障各校线上教学效率和质量。

成都七中多措并举，保障教材护航有力

度，线上教学有温度，作业布置有艺术；成都

石室中学通过“祥云网课”保障线上教学，坚

持五育并举，让艺体网课也在线；成都树德

中学通过班主任、科任教师、学生、家长“四

方”融通，保障五育并举全覆盖；金堂中学针

对学生的不同层次组建线上教学班，“组团”

上课，层次相同的原行政班级共享同样的线

上教学资源，让所有学生都得到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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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中小学全面开展线上教学——

师生齐心战“疫”“云端”开启新学期
本报记者 倪秀 钟兴茂 葛仁鑫 陈朝和 何元凯 王浚录 实习记者 张玥

金秋九月

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9月8日清晨，在甘孜州泸定县6.8级地

震震中磨西镇，海螺沟中学的老师将图书室

里的图书分发给安置点的学生，学校七年级

学生黄小玉高兴地展示了她拿到的图书《稻

草人》。

黄小玉来自磨西镇磨岗岭村，地震发生

时，她的父母正在位于高山的家里采摘花

椒。震后，其父母在交通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赶来学校探望她，又因担心返程和家里不安

全，便将其安置在学校，并叮嘱黄小玉：“要

听老师的话，学校就是最安全的家。”

泸定县 6.8 级地震发生后，由于交通阻

隔等因素，还有不少像黄小玉一样留在学校

的学生，同时，涉灾地区不少学校也承担起

安置灾区群众的重任，学校老师用实际行

动，再次捍卫了这个“最安全的家”。

教师变厨师
保障吃住，让学生安心

35顶帐篷、145架床，在震中磨西镇，海

螺沟教育园区共安置了留校学生及附近群

众近300人，其中，海螺沟中学和海螺沟寄宿

制小学共有140余名学生集中安置在这里。

“首先保证学生的吃住。”海螺沟中学校

长史勇介绍说，为保证学生的健康，海螺沟

教育园区的老师在震后不久就四处收集物

资，教师变厨师，搭锅做饭为学生供应热菜。

而随着物资的迅速到位，学生的住宿问

题也在震后第一时间得以解决。史勇告诉

记者：“我们安排的是6名学生住一顶帐篷，

学校分配了老师对各个帐篷进行管理。”

石棉县草科乡中心小学是乡里唯一一

所小学，也是石棉县校舍损害较重的学校之

一。作为一所寄宿制小学，草科乡中心小学

106 名学生中就有 90 名住校生。受地震影

响，这里道路、通信中断，曾一度与外界失

联，留在学校的100多名师生如何安置？校

长谢建兰第一时间开始了行动。

疏散完师生后，谢建兰随即组织老师和

后勤职工检查学校食堂仓库有无受损，规

整、统计可使用的粮食物资，“因为才开学，

加上为疫情防控做准备，学校储备了足够的

米面粮油，可供师生十几天的量。”谢建兰

说，物资的充足给了学校信心，政府的支持

和村民的热情更让她感动，“乡政府发了保

障食物，周围村民很多是学生家长，他们自

发从家背腊肉、蔬菜给学校，担心孩子饿肚

子。”

同时，谢建兰向乡政府汇报情况后，为

学校拿回11顶救灾帐篷。“地震当晚，全校师

生都住进了帐篷里。”谢建兰说，老师把学生

寝室里的铺盖、枕头等生活用品搬到帐篷

后，接到暴雨预警，又把学生寝室里的钢架

床搬来，让孩子睡床上。

帐篷也温馨
平稳过渡，让学生静心

9月8日是石棉县王岗坪乡第二小学六

年级学生邱佳颖的生日。在集中安置点的

帐篷内，同学们将她围起来，为她唱生日

歌。虽然没有蛋糕，没有礼物，但这个特殊

的生日仍然让人倍感温馨。

地震过后，涉灾地区各学校积极为学生

进行心理辅导，想方设法解除学生的负面情

绪，帮助他们平稳过渡。

“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

后面……”在海螺沟教育园区的安置点内，

留校学生有的在帐篷内轻声阅读书籍，有的

三五成群做着游戏，歌声回荡在山沟里，给

地震后的磨西镇带来一份温馨。

为了能让学生和家长保持联系，海螺沟

中学每天会在班级微信群里进行拍照“打

卡”，将留校学生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家长。

海螺沟中学副校长王平说：“这样一来，家长

对孩子的健康、安全状况一目了然，他们悬

着的心放下了，同时也缓解了同学们的紧张

情绪。”

在泸定县燕子沟镇，根据实际情况，集

中安置点设立较多且分布较散，为了及时掌

握安置点幼儿的情况，疏导他们的情绪，燕

子沟镇幼儿园的老师根据自家位置及安置

点人数，开展就近教学。

“每个老师会负责2到3个集中安置点，

从早上10点开始，每天每个安置点至少去一

次，帮助孩子们调整心理状态，带着他们做

游戏、讲授安全逃生知识、进行避险演练

等。”燕子沟镇幼儿园园长曹雪梅说。

安置点条件简陋，老师就利用身边的资

源，“不能使用PPT和大屏幕，老师就用手机

给孩子们播放视频；讲授逃生知识时，老师

就带着孩子们在户外演练。”曹雪梅说，看到

孩子们在帐篷里堆积木、画画、听讲，自己也

静下心来。

主动到一线
抗震救灾，传递爱心

地震发生后，不少教师家里也受了灾，

但他们仍然坚守学校。除了守护留校的学

生外，由于不少学校都设有临时安置点，于

是，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就地转为志愿者，帮

助当地受灾群众。

“别担心，都会好起来的，有什么需要就

找我们这种穿红衣服的人！”在泸定县贡嘎

山片区寄宿制学校的临时安置点内，刚住进

帐篷的受灾群众，都能感受到来自教师志愿

者们的关心和叮嘱。

在将学生全部交到家长手中后，泸定县

贡嘎山片区寄宿制学校随即接到通知，被确

定为临时安置点，接受周边500名受灾群众。

“接到通知后，全校91名教职工迅速投

入到了抗震救灾工作中。”贡嘎山片区寄宿

制学校校长蒋文智说，为做好安置点的服务

工作，学校将全体教职工进行分组，协助当

地政府做好划定区域、搬运物资、搭建帐篷

等工作。

在安置点，教师志愿者的基本信息都公

示在显眼位置，安置点群众任何时候有需要

都可以寻求帮助。蒋文智说：“学校是一方

文化高地，日常教书育人和参与抗震救灾，

教育人肩上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变。”

教师在抗震一线的付出，也给学生上了

一堂生动的课。

在泸定县第二中学校，不仅老师奋战在

安置点的各项工作中，高中生也积极参与志

愿者团队，将救援物资运抵安置点，并帮助

搭建救灾帐篷，维护安置区环境卫生等，相

关视频传到网上后，收获了不少点赞。

“最让我感激的就是这帮孩子们，不要

看他们平时都是家里的宝贝，但在这次地震

中，都非常有担当。“石棉县草科乡中心小学

校长谢建兰说，在安置点，高年级学生会主

动帮大家搬东西，看着解放军叔叔会敬少先

队礼，“就像一下子长大了，看到爱心在孩子

们的身上传递，我们对未来更加有信心。”

午休室里，孩子们有的在哭闹、有的在发呆、有

的还在熟睡。她和另外两名教师，又牵又抱，迅速把

孩子们送出教室。楼道上、操场上，其他教师和工作

人员已经就位，接力把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不到

一分钟，全园270名幼儿全部安全转移！”幼儿园负

责人曾平东事后查看监控视频时感慨。

所有人都安全撤离到操场后，刘颖才想到自己

的儿子。“我很放心，因为每一名老师都会像对待自

己孩子一样爱护班里的小朋友，危急时刻，都会像妈

妈一样挺身而出。”

泸定县特殊教育学校里的孩子多数为智力障碍

及肢体残疾。面对地震，有些孩子腿脚不便，不具备

独立逃生的能力，需要老师亲自护送逃生。“我们所

有人当时的本能反应就是冲回教室，带领学生撤

离。”学校行政办主任赖敬告诉记者，老师们在警报

声中飞奔回教学楼，不一会，一群行动不便的孩子在

老师的护送中踉跄跑出教学楼。最终，全体师生安全

撤离，无一人受伤。

“警报响起，首先想到的是学生。”地震发生时，

乐山市井研县蒙诺幼儿园的孩子们刚进入午睡时

间，地震预警突然响起，老师们不约而同立即冲向午

休室，一把抱起孩子们，冷静组织幼儿有序撤离。

灾难来临时，“逆行”而上，他们只想着孩子们的

安危。连日来，我省各地各校老师们应急疏散学生避

险的视频在网络“走红”，不少网友被教师们的行为

深深感动，亲切地称他们为校园里的“最美逆行者”。

“教科书”式避险

“多亏了我们的‘每周一跑’”
“护住头，保护好自己！”在泸定县第一中学，地

震发生时，教师周婧婷正在初二（1）班教室给学生讲

解作业。强烈的震感让人站立困难，周婧婷意识到震

级应该不小，她冷静地让学生先就地避险，在晃动稍

微平息后，便迅速组织学生撤离。

“能够科学有序地疏散、撤离，‘每周一跑’功不

可没。”周婧婷说。

在泸定县得妥镇中心小学，地震带来的晃动稍

微平息后，校长王君立即指挥正在食堂就餐的学生

向操场跑去。与此同时，学校值周行政老师李明勇，

也一口气跑上了教学楼，逐层挨个教室地察看，看是

否有学生滞留。

师生们在操场上集中，清点人数，427名学生和

41名教职工一个不少，也无人受伤。王君悬着的一

颗心终于落下来：“多亏了我们的‘每周一跑’，师生

们才疏散得这么快！”

周婧婷和王君所说的“每周一跑”，是学校每周

一次的应急疏散演练。甘孜州地处多条地震断裂带

上，地震和地质灾害多发，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应

急疏散演练成为当地学校师生的必修课。“学生都很

熟悉疏散路线，每名教师无论当时处于学校哪个位

置，都能就地负责组织疏散。”

这两所学校师生应急避险的速度和效率，在我

省各级各类学校中已是常态，不少学校的应急疏散

过程被网友称赞为“教科书”式避险。此次地震发生

后，甘孜州、雅安市等地学校师生科学避险，很大程

度预防和减轻了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截至目前，全

省未接到中小学师生伤亡和校舍垮塌的报告。

“全体学生从食堂撤离到指定的操场，一二百米

的距离，只用了40秒钟左右。”海螺沟寄宿制小学校

长罗太说。海螺沟寄宿制小学每周都会进行地震应急

演练，由专门负责安全的老师在校内不定时、不定地

点开展，当铃声响起时，师生在第一时间迅速撤离。

不仅撤离安全迅速，震后，各受灾学校还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保障学生安全。得妥镇中心小学将教师

分成了安全保障、家长联络、人员清点、后勤保障等

多个小组，全校41名教职工全部坚守岗位。“通信中

断，老师们无法联系上亲人，也不知道家中受灾情

况，但大家都坚守学校，没有一人退缩。”

截至9月8日，得妥镇中心小学还有51名学生

留在学校。为缓解留校学生们的紧张、焦虑情绪，学

校在操场办起了临时帐篷学校，给学生们上阅读、音

乐、应急避险等课程，并通过开展游戏活动给予他们

心理辅导。“下一步，我们将对校舍的受损情况进行

勘察，对全校师生的家庭受灾情况进行统计，为灾后

重建和复学复课做准备。”王君说。

四川农业大学
校长化身网络“主播”

本报讯（龙泓宇 杨雯 胥棲梧）刚到8:00，四川农

业大学7教1214视频会议室已经开始班级点到。本

学期将为动科专业 2020 级 4 班和 5 班 64 名同学上

《动物营养学》的4位老师齐聚一堂，准备开始新学

期第一课。

从营养的定义到营养学的分类、再到营养学的

研究价值，课程老师之一、四川农大校长吴德不仅在

电脑前细细讲课，为同学们打开动物营养学的大门，

更是鼓励全校同学：“不管是在寝室还是在家，都要

做好自我管理，认认真真、以不低于线下的水平完成

好线上学习。”

与吴德同时“云端”开启本学期第一课的还有四

川农大另外120名老师。根据该校关于近期本科教

学的安排要求，全校本科生老生（2018-2021 级学

生）的教学活动均转为线上开展。在新学期第一堂

课中，全校121个教学班全部准时“上线”，8300余名

同学准时“赴约”，共同拉开新学期在线教学的大幕。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发展形势，四川农大主动应

战、未雨绸缪，在8月底便提前拟定好了疫情防控期

间全面开展在线教学的实施细则，并总结以往线上教

学经验，不断优化网课设计，针对新学期任课教师和

上课同学互不认识，组织开课比较麻烦的痛点，川农

大第一时间优化教务系统设计，任课教师只需在教师

界面准确填写在线教学平台、QQ群号、腾讯会议号

等相关信息，上课同学便能在学生界面实时查看相关

课程信息，方便及时加入课程群，做好上课准备。

（下转2版）

泸定6.8级地震发生后，涉灾地区教师坚守岗位、担当作为，为学生建起温暖的港湾——

“学校就是最安全的家”
本报记者 葛仁鑫 陈朝和 倪秀 实习记者 马晓冰

安置点帐篷内，海螺沟中学的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学生参加“线上升旗仪式”。 （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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