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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确保每个孩子不掉队

得知要开启网上课堂，岳阳县公田镇
的留守儿童李望和爷爷奶奶急得团团转。
李望家境贫寒，家里也没有智能手机。2
月 11 日，岳阳县公田镇甘田中学通过排
查，发现他家“不具备上网课条件”。几天
后，该校行政部门凑钱购置了一台智能手
机送到了李望手中。

“针对不同区域、条件的学生，我们做
精细化的管理、指导和帮助。”岳阳县教体
局副局长李丽荣介绍，依托贫困认定和建
档立卡数据库，迅速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建
档立卡学生开展资助，简化申报流程；积
极摸排因疫情临时致困的情况，逐一联系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了解学生需求，做好
资助服务工作。

为了在疫情期间精准帮扶贫困学生和
因疫情临时致困的学生，学校对 418 名学
生进行全面摸底后发现：家住公田镇浏泗
村的李望由于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没
有智能手机，不具备上网课的条件；该校新
增了5名因疫情临时致困的学生，这5名学
生因不懂网上学习操作流程和完成作业方
法，线上学习存在困难；排查时，同在偏远
山区飞云村的4名贫困学生始终无法联系
上。

为确保孩子学习不掉队，岳阳县教体

局和该校迅速制订方案，兵分三路，分头行
动。一路为李望解决智能手机问题；一路
到因疫情临时致困的 5 名学生家中，帮学
生安装学习APP、教会其使用平台学习和
完成作业，以及查看教师批改的作业情况
并及时纠错。

最后一路是最为棘手的。偏远的飞云
村距离镇上有9公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
山路崎岖。2月20日，岳阳县公田镇中心学
校校长彭光明领着学校教学处主任肖建、班
主任汤纳骑着摩托车上门寻找学生。当天，
寒风呼呼刮着，大雨不停下着，半个小时后，
脸颊冻得通红，手脚逐渐麻木的三人终于到
达了飞云村村口。在村口，他们发现通往村
内的道路出现了山体塌方。此时，彭光明恍
然大悟，山体塌方导致该村出现通信故障。
经过塌方点，他们踏上田埂、山道，挨家挨户
地找学生……当贫困学生和家长看到冒着

大雨、戴着口罩的校长和老师出现在家门口

时，既激动又感动。

通信故障一时半会修不好，学生们

上网课怎么办？岳阳县教体局、公田中

心学校为贫困学生架起了“教师—村委
会—学生”的沟通桥梁，教师将复印的学
习资料统一送到村委会，然后学生和家
长去村委会领取。与此同时，迅速联系
通信技术人员，抢修通信线路，真正打通

线上学习的“最后一公里”。

精心准备，3913名贫困学生获赠图书

“哇，这本《城南旧事》我早就想看了。
我一定在家好好阅读，认真做阅读笔记！”
岳阳县月田中心学校八年级的学生李水雄
开心地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岳阳县教体局捐
赠的爱心图书。3月16日，岳阳县教体局
购置的 50 余万元爱心书籍全部邮递到了
每一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手中。

“停课不停学”网络教学启动后，岳阳
县教育工会向全县教师发出了“爱心捐赠，
共克时艰”的倡议，募捐的款项全部用于购
置图书，并投递到 3913 名贫困学生的手
中。

“希望你们在阅读中拓展博大胸怀、立
下凌云壮志、坚定爱国情怀……”在收到书
籍的同时，贫困学生还收到了一封岳阳县
教体局专门为他们撰写的信。信里的殷切
叮嘱，随着满满的爱心，融入了学生的心
灵。 （本文贫困生均为化名）

董以良

4月3日早晨，益阳市第一中学高三
1702 班班主任夏新华早早守候在电脑
前，在直播间等待学生们上线。今天距
离夏新华第一次直播已经过去了两个
月，讲完第42讲分子动理论，1702班高
三物理第二轮复习也正式结束。

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
保障学生居家隔离成长“不掉线”，益阳
市第一中学于2月2日开始了线上教学
工作。校长夏洁向记者介绍，学校的线
上教学以录播课与直播课为主，课程视
频通过益教云、华为云、益阳有线电视和
中国电信益阳分公司的 IPTV 共 4 个平
台进行播出，满足各类学生参与线上学
习的要求。

42个专题，坚持做十八线“主播”

考虑到物理学科知识点灵活难懂，
也为了及时和学生互动交流，夏新华再
三思考后决定采取直播的形式进行线上
教学。

用什么直播？如何直播？需要哪些
设备？不甚了解信息技术的夏新华卡在
了做主播的第一步。好在有学计算机专
业的女儿，手把手地帮夏新华选取平台、
创建直播间、准备高清摄像头……“欢迎
来到主播‘tou哥物理时间’的直播间。”2
月3日上午8时30分，在女儿的指导下，
夏新华的第一节物理直播课顺利开课。

除了自己班级，夏新华的直播课也
对益阳市其他高中的高三学生开放。“有
些学生没法及时看直播但之后可能会回

放，对这类学生无法及时答疑，因此知识
点讲解不能有任何瑕疵。”问到线上教学
的难点，夏新华最先考虑的还是学生。

“停课不停学”期间，夏新华一共上了
42个专题的物理直播课，他的“tou哥物
理时间”直播间积累了606名粉丝，直播
课视频累计播放量1.3万。“挺开心”是夏
新华两个月“主播”生涯最深刻的感受。

每天2小时普通话，与学生共同进步

“老师，你讲的益阳普通话我们听不
懂。”两个月的直播历程，夏新华印象最
深的是开播前期被学生“吐槽”普通话不
标准。

“我平时在班上上课一直说益阳话，
自己的学生早已习惯。”让夏新华备感压
力的是，直播课程面对的是全城的高三
应考生。练好普通话，成为夏新华教学
生涯中的又一大考验。

“孩子们不要急，我和你们一起适
应，等网课结束后再对比你们的知识有
没有掌握，我的普通话水平有没有提升，
我们共同进步！”一边宽慰学生，夏新华
也下定决心纠正自己的益阳口音。他从
中公教育APP上下载了60篇普通话水
平测试的练习文章，每天直播结束后，他

坚持阅读1—2篇，至少练习2个小时。
“我觉得效果还蛮明显，现在日常生

活中都在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经过两个
月的线上直播教学，夏新华表示自己也
收获满满。

1100余节网课，22次点击完
成一次上传

落实“空中课堂”的搭建，保障学生
成长“不掉线”，在益阳市一中，各年级还
分别设有一位信息技术老师负责上传课
程视频和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马风华负责将高三年级所有网课提
前一天上传到线上教学的4个平台，“起
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有没有
老师将网课视频发送过来。”全天候守在
电脑前是马风华假期的工作常态。

“完整上传一个视频，从新建到保
存再到命名，至少点击鼠标22次。”马风
华说，截至4月6日晚，学校高一至高三3
个年级在 4 个平台上传的网课视频达
1100多条。

平江县第一中学：

特别的爱给特殊的你

益阳市第一中学：

教师变教师变““主播主播””，，办法总比困难多办法总比困难多

益阳市第六中学：

家校联动，复学先开“云端家长会”

王 燕 刘成文 万石正 彭溢湖

“怎么办？家里没装宽带，上不了网课，我
的复习进度会跟不上班上其他同学。”2月10
日，岳阳县一中高三年级贫困学生刘欣怡遇到
了燃眉之急。班主任得知情况后，和她取得联
系，赠送了免费的流量包，还教她使用上课的平
台。

自从岳阳县启动网络平台教学模式后，部
分贫困学生面临无法正常上网课问题。“‘不让
一个学生掉队’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举，也是疫
情防控战中一场特殊的教育扶贫。”岳阳县教体
局局长王敏说，岳阳县将教育公平问题作为“停
课不停学”中的工作重点，对贫困学生无法正常
上网课情况进行全面摸排，确保特殊时期“不
让一个学生掉队”。

——岳阳县精细帮扶贫困生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疫情期间岳阳县
明德小学的学生在家
阅读。

岳阳县甘田中学校长
彭光明（左一）为贫困学子
赠送图书。

复学后，罗东兴指导
叶娴的功课。

“彭同学昨晚失眠，需电话
谈心；叶同学今天还没上线，需
了解一下情况……”4 月 3 日，
平江县第一中学班主任徐效良
和罗兴东互相交流着自己笔记
本的内容。这个特殊的笔记

本，该校老师人手一份，笔记本

里分别记录着全校学生的居家

学习动态、心理状态以及生活

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平江

县第一中学成立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校

园防疫方案与网络教学辅
导工作预案，特别是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对特殊
学生的帮扶工作，帮

助他们解决实
际 困 难 ，让 学

生备感温暖。

爱心助学，一个都不能少

“我已经收到 3000 元爱心
助学金和 1500 元奖学金啦！”
学生彭正艳言语中难掩激动。

平江县第一中学“华声
宏志班”由华声在线股份有
限公司和“大爱平江”扶贫
助困慈善协会（基金会）共
同 打 造 。 招 生 对 象 为 县
内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家 庭 符
合录取条件的子女以及特
困 家 庭 的 子 女 ，彭 正 艳 就
是其中一员。

爷爷、奶奶年纪大，身体
抱恙，重压下的父亲身体也每
况愈下，只有母亲一人在外打
工，微薄的收入维持彭正艳和
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十分
困难。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成为了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
一 根 稻 草 ，母 亲 也 在 家 待 业
了。

疫情笼罩之下，虽然学费被
减免，但是日常生活费对于这个
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班主任徐效良得知这一情
况后，打电话开导彭正艳，并去
她家中家访。学校和老师的关
心，给了彭正艳莫大的信心。如
今收到助学金和奖学金彭正艳
终于可以安心了。

据平江县一中校长何进介
绍，疫情期间，为确保学校里每
一个学生都能够安心居家学习，
学校第一时间遵照“华声宏志
班”助学奖学方案，发放助学金
共计 126600 元，缓解贫困家庭
的经济压力，并严格按照国家政
策，对建档立卡贫困生、残疾学
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
助生等四类贫困生，实施享受教
辅与开学学费的减免政策。学
校还为有困难的孩子开通免费
流量包，确保每个学生线上学习

网络都畅通。

爱的速效“定心丸”

随着湖北因疫情封城的消
息传来，平江县第一中学第一时
间摸清湖北籍学生的情况，班主
任和科任老师通过电话、视频等
多个途径鼓励学生，传达着对学
生的关爱。

“罗老师，我安全回到平江
了。”3月19日，班主任罗东兴接
到了高三学生叶娴的电话，这才
将悬着的心放下。1月23日，叶
娴跟随父母回到了湖北老家通
城县，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来势
汹汹，叶娴也被困家中。就在她
彷徨无措时，罗东兴打来的电
话，让她吃下了“定心丸”。

“有问题老师会帮助你。”罗
东兴一遍又一遍的叮嘱，让叶娴
的焦虑烟消云散。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的
通知，开学时间一再延迟。叶娴
只带了几本教科书，复习资料也
没带齐全，因交通管制，快递也
无法将资料直接送达。罗东兴
得知此情况后，多方联系，辗转
数次，最终将复习资料送到了叶
娴家中。叶娴说，只要遇到任何
问题，网线另一端的罗老师都会
第一时间帮忙解决。上网课时，
偶尔家中网络信号不稳定，会掉
线，罗老师便会将授课重点重新
拍成视频发给她。

眼看防控形势好转，考虑到
高三复学迎考，罗东兴又帮忙询
问，回平江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最终帮助叶娴同学一家回到平
江县南江镇进行医学隔离，为复
学作好准备。

如今叶娴已经顺利复学，回
忆起疫情期间的点点滴滴，她感
慨道：“正是因为有了学校、老师
的关怀，我才不再心慌、焦虑，迎
战高考，我有信心！”

益阳市一中风貌。

益阳市
委书记瞿海
检查指导学
校复学准备
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相关学校提供

沈皓玮

4 月 7 日，益阳市第六
中学初中部初三年级迎来
开学日，沉寂已久的校园内
青草芬芳，全校师生井然有
序，各就各位。学校工会主

席蒋征宇对老师们反复强调：“学
生复学后，全校无死角布控，全体
教职工将进入学校的战时状态，
去打一场防控疫情的阻击战。”

事实上，为了稳妥地做好复
学准备，学校在一周前便召开了

“云端家长会”，以家校联动的形
式为抗疫复学上了一道双保险。

特殊的见面方式
4 月 5 日晚 8 时，初三年级

1704 班的家长们如约守候在电
脑前。经历了漫长的寒假，大家
对“神兽回笼”都充满了期待。这
一次，家长与老师见面的方式有
些特别。

“同学们，今天是我第一次
准备云端家长会，我也是个新手、
一个学生，从早上七点开始边学
边做，到下午五点终于把所有准
备工作都完成了，所以世上无难
事，中考离我们越来越近，你们今
天的努力一定会化为明天的收
获。复学后，学校会将疫情防控
工作抓实抓牢，也请大家打起精
神迎接新的挑战，祝我的孩子们
中考大捷！”谢蒂老师的眼里泛起
了泪花，家长们也感动不已，纷纷
在屏幕上留言点赞。

许多家长表示，这场疫情拉
近了家校之间的联系，停课期间
几乎每天都要与老师联系。而每

天面对 50 多位家长的
私信、疑问，谢蒂老师都

是不厌其烦地

逐条回复。“学生就像我的孩子，
以前在学校，我可以直接了解他
们的学习状况，这段时间他们不
在面前，我就觉得心里没有底
……”说到这里，谢老师又一次红
了眼眶。

掌声从网络传递
画面切换到初一年级 1902

班的“云端家长会”上，“各位家
长们，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给
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班吕浩洋同
学的爸爸妈妈，他的父亲是医务
工作者，母亲是社区工作人员，
他们一直奋战在抗疫前线，今天
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敬意。”
班主任刘朝阳老师话音刚落，热
烈的掌声透过网络传递出大家
的敬佩之情。

刘朝阳老师告诉记者，她之
前其实并不清楚吕浩洋父母这一
情况，只因有一次，吕浩洋作业没
有及时上传，刘老师打电话询问，
这才知道，当天由于天气突变，社
区一部分棚改户家里的围挡倒
了，吕浩洋的妈妈与同事工作到
深夜，才将围挡修复。而吕浩洋
的爸爸也在医院一直忙碌，所以
作业才没有上传。从那以后刘朝
阳老师单独为吕浩洋设置了自由

的作业上传时间，各科老师得知
这一情况也经常通过电话辅导吕
浩洋学习。

准备就绪迎开学
截至4月8日，全校各年级各

班“云端家长会”都圆满结束，家长
们纷纷表示，这次的家长会虽然没
有面对面，但老师与家长、学生却
是心贴心。家长们深切地体会到
了学校对于疫情严防死守的决心。

益阳市第六中学初中部盛如
意校长表示，复学后学校面临着
巨大的考验，通过全体教职员工
共同努力，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疫情期间全校老师对教育信息化
有了深刻的体验，学校计划未来
将继续搭建本校的线上教学平
台。以线下的课堂教学为主阵
地，网络教学作补充，学生哪些环
节没有学透，可以在校园网络教
学平台点播回看。疫情防控方
面，除了全校无死角布控之外，为
学生上好开学第一课也是接下来
的重要举措，学校希望以“爱国励
志，求真力行”的校训为宗旨，引
导学生们通过这次疫情认识到爱
国的必要性与感恩的重要性，引
导学生们在求知问学的过程中升
华责任与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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