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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不停学 育人不停歇
区教育局

特殊时期 余杭教育人的特别风采

停课不停学，育人不停歇。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区
教育局坚持把防疫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加强师生情况摸排，实施学校封闭
式管理，有序开展线上教学，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坚决阻断疫情向校
园蔓延，在战“疫”大考中用实际行动交出了教育工作者的初心答卷。
本版组稿 杨蓉蓉 吕波 图片由区教育局提供

特殊开学

教会学生自律感恩

“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 “开学第一课”，拉开“停课不停学”线上
线上开学第一天，当余杭区实验小学学
教学活动序幕。
生潘书瑶纯净的歌声与一线医护人员
这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中，校园里
疲惫却坚定的眼神出现在学校直播课
没有了整整齐齐的师生方阵，然而，当
的画面中，许多陪同孩子参加特殊的
雄壮的国歌声响起，当鲜艳的五星红旗
“ 线 上 ”开 学 典 礼 的 家 长 们 也 红 了 眼
出现在屏幕中，学生、家长不由得站起
眶。因为疫情，同学们的寒假延长了，
了身，庄严地向国旗致敬，向疫情背后
相聚校园的路被阻隔了，余杭各学校采
无数默默付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
取别样的方式，举行开学典礼，在疫情
员、公安干警、志愿者们致敬。开学第
暴发的特殊时期，通过“云端”升旗、线
一课，各校不约而同选择了“向英雄致
上班会等，为孩子们上了一次生动的感
敬”的课题，向这些奋战在一线逆行者
恩教育课。
表达敬意。同时，学校还精选预防新冠
为提升全区师生抗击新冠肺炎疫
肺炎病毒传染的相关的知识，通过视频
情的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
播放，班级任课教师示范等，让学生们
习惯，促进学生在延迟开学阶段健康成
了解、掌握相关内容。借直播课堂平
长，余杭区内各中小学开设各具特色的
台，学校还宣传对余杭防控政策、出行

严密防护

须知等，动员全体师生、家长们共同携
手，度过疫情防控的冬天，为打赢阻击
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虽然学生
们的学习由线下转到线上，开学时间也
一再延迟，但区教育局始终顶格对待校
园疫情防控工作，以“预备随时开学”的
标准做好校园封闭管理，全面摸排、动
态掌握师生健康状况、外出情况，并统
筹兼顾，
细致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
首先，针对防疫特殊要求，制定各
项预案。区教育局下发春季开学准备
工作任务清单，梳理开学防控工作规
范，各校根据规范要求，结合实际制定
开学返校“一校一方案”，完善开学后学
校人员进出管理意见、学校场地卫生消
杀标准、校园防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等，细化校园管控措施。对于非重点疫
区教职员工，积极组织有序返杭，动态
做好教职工健康状况监测的同时，建立
教师调配预案，避免出现开学教师缺位
的状态。
与此同时，教育系统进一步加大防
疫物资筹备力度，根据开学后 15 天用
量，各校及时梳理防疫物资缺口，区教
育局做好采购渠道推介及资金保障，组

线上教学

人大附中杭州学校举行别样的“云升旗”仪式

织学校多渠道备齐防疫物资。不仅如
此，全区各校园点共 300 余台体温快速
监测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也在紧锣
密鼓开展，实现在疫情等特殊时期对学
生健康情况的快速精准筛查、及时预警
及分析建档等，更好地保障师生安全。

接下来，区教育局还将与卫健、疾
控等部门做好对接，邀请专业人士在开
学前就体温监测、个人防护、环境消杀
等方面对全区教职工开展专题培训，发
挥部门联防联控的作用，为校园疫情科
学防控提供技术支撑与物资保障。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余杭教育系统伸出援手，
捐赠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提升远程教育实效

“同学们，
听得清楚吗？这道题目我
们请一位同学
‘抢麦’
回答。
”
塘栖第二中
学廖小兰老师为了不让阳光影响直播画
面，
撑着伞在山头与孩子们连线，
在老家
无法回杭的她在山里跋涉一天寻找信
号，把讲台搬到露天山头的视频火了。
像廖老师这样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为学
生开课的老师，余杭还有许多。自 2 月
10 日以来，余杭近 1.5 万名教师参与线
上教学工作，
特殊时期，
为
“宅”
在家中无
法返校学习的学生、家长们送上急需的
新学期教材及线上课程，解了孩子知识
学习、
习惯养成的燃眉之急。
区教育局根据“一校一策”原则，在
精心研究、精密部署后，完成了行政班
由“线下至线上”的整体迁移，实现班主
任、任课教师全程在线陪伴，通过精准
教研、精心备课、精选资源、精致安排，
横向抓覆盖，纵向抓落实，为保障“停课
不停学”工作的有序、高效、特色开展不
懈努力。
我区充分发挥教研员及名优教师
作用，开设校内联播课堂，引领教研组、

备课组做精做实集备集研，提升远程授
课的实效。各校针对不同年级，设置特
色课表，挖掘校本课程优势，坚持德智
体美劳“五育”并举，不搞远程教学“一
刀切”，重点依托钉钉平台，通过直播课
堂、录播或“连麦”线上答疑的形式开展
远程教学。根据不同学段学生学习特
点与成长规律，控制好线上教学节奏，
科学合理地指导学生居家学习和生
活。除直播课程外，余杭区全力整合特
色、优质资源，多途径、多方式免费放送
——从 430 余节“空中精品课堂”中筛
选符合教学内容的视频通过余杭电视

塘栖第二中学廖小兰老师
把讲台搬到露天山头

积极参与 共建基层抗疫屏障
从大年初一起，每天早上 8 点到晚
上 12 点，总能在瓶窑镇凤城宾馆的湖
北籍人员医学观察点见到瓶窑镇中心
学校方梁老师的身影。密切接触高风
险人员，配合开展隔离人员信息采集，
做好后勤保障、公共区域消杀、隔离管
控工作人员服装消杀等，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
作为党员，他始终冲锋在前。
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以来，区教育系统每天有
1800 余名党员教师响应号召，投入志
愿服务，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
锋模范作用，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守护高速
卡口、村镇、社区，服务隔离管控人员、
摸排外来人员情况，与公安、医护人员

一同奋战在抗疫前线。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关键时
刻，为进一步展现广大教师良好的师
德师风，发挥教育系统全体教职工在
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区教育
局进一步组织号召全体教职工“进村
社、进网格、进卡口”，助力一线抗击疫
情。各中心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落
实归口指导、协调管理和督查评估等
工作，各学校迅速成立工作组，统筹推
进开展，处理好教师线上教学与防疫
工作的关系。
截至目前，教育系统共计 299 个党
支部、13400 余名教师参与抗疫服务。
此外，
更有5488名党员教师自愿捐款支
持疫情防控工作，
捐款总额近53万元。

瓶窑镇中心学校方梁老师（右一）
在集中隔离点核实人员信息

教育系统共计 299 个党支部、
13400 余名教师参与抗疫服务

关心关爱 提供教育全面支持
台进行直播；通过余杭区优课平台及学
习 强 国 优 课 资 源 推 送 优 质 课 逾 3000
节；通过华数余杭频道转播杭州市共享
课堂，并提供点播服务；在教育发布公
众号中推送其他国家、省市提供的免费
网络课程，丰富的在线资源成了教师教
学、学生学习的有益补充。
不仅如此，区教育局还积极开展学
生心理辅导和援助服务，建立心理健康
教育区、片、校三级专业组织体系，发布
心理服务热线，发动专兼职心理辅导员
专题制作疫情防控心理健康教育微课 30
余节，
纳入中小学线上教学课程序列。

自 1 月 28 日以来，我区有 29 名医
护人员，先后奔赴湖北防疫最前线；更
多的医护人员，虽未驰援武汉，却坚守
在我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隔离区的一
线。为解除抗疫医护人员的后顾之
忧，区教育局要求全区各学校、幼儿
园，开展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医护人员
子女活动，
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各校迅速了解抗疫一线医护人员
和援鄂医疗队员子女情况，制定关心
关爱方案，组建帮助团队，确定“一对
一”联系制度，协助学生解决在学习、
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老
师们通过与孩子视频连线、电话沟通、
上门送教、开设班会等形式，多渠道、
全方位关心学生的学习，倾听孩子的
心 声 ，解 除 一 线 医 护 人 员 的 后 顾 之
忧。
“ 孩子们很开心，他们告诉我：
‘妈

妈，葛老师讲的故事可好听了。’葛老
师在家不仅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
还抽空钉钉视频陪我的两个孩子聊
天，在线指导他们画画，教他们做手工
纸飞机等等，让孩子们感受到母亲般
的关爱，我很放心。”仓前中心幼儿园
曾蜀越、曾蜀航的妈妈吴丹在武汉抗
疫一线向学校发来的感谢信中这样说
道。
不仅如此，为响应区政府“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推动‘两手
硬’
‘ 两战赢’”的号召，区教育局积极
落实市政府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
政策，通过公众号、电视台等媒介，做
好政策的宣传推广，按照人均 500 元标
准，引导企业在线申领员工居家看护
补贴。截至目前，已有 2733 家企业完
成兑付，
发放补贴金额达 304 万元。

余杭 18 万学子“宅”家学习

结语：花枝春满，万物可期，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面对疫情，余杭教育人不忘初心、勇担使命，用教师独有的
方式，全情投入，
参与防控。盼每位学子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以阳光、健康的面容，在校园里，重新相聚。

仓前中心幼儿园“老师妈妈”
到一线医护人员家中陪伴孩子

育才实验小学班主任
到一线医护人员家中指导孩子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