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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成俊峰

用红外线成像仪测温、喷消毒
液进行全身消毒、刷卡验证身份……
4月 7 日，是衡阳市初三、高三学生
开学复课第一天。当天上午 7 时许，
记者在衡阳市一中门口看见，在数
十名工作人员引导下，学生们间距
1 米排成两队，依次进入体温检测
和酒精消毒通道，随后通过身份验
证后进入校园。

“看到学校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
我们放心了。”高三学生家长谢风香说。

“学校严格的防护举措，让我们
感到安心，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

全力备考。”高三学生肖紫依说。
据介绍，为让家长放心、让学生

安心，衡阳市各校采取了一系列“硬
核”防疫举措，为开学复课保驾护航。

南岳区实验中学在认真做好校园
防控的同时，还组织班主任上好“防控
安全教育第一课”，从封闭管理、日常
个人防护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衡阳县蒸阳中学
将13个初三毕业班拓展为26个班，采
取小班教学，并设置了 2 个隔离观察
室，如师生员工出现发热、咳嗽等症
状，学校将第一时间采取应急处置措
施；衡钢中学设立心理咨询室，并利用
校园广播反复向学生宣传防疫知识。

让家长放心 让学生安心
——衡阳市开学第一天见闻

湖南日报 4月 7日讯（记者 周
俊 通讯员 袁愈雄 匡责成）4月7日，
娄底市教育等部门组织人员，对城区
学校校车安全开展综合检查。

为确保校车安全，娄底市瞄准校
车运行、校车管理、突发情况处置等，
为全市1140台校车设立“五道安全屏
障”，即对校车驾驶员、随车照管员进
行体检，对校车安全性能进行深度检
测，开展校车安全操作和疫情防控培

训，做好防疫物资储备与校车消毒工
作，并在严格定驾驶员、定随车照管
员、定座位到人、定时检车、定线路、
定时间的基础上，对市、县、乡三级校
车实施安全动态监管、实时跟踪。

娄底还将校车安全纳入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为期
一年的集中整治。目前，已排查校车
运行线路隐患127 处，并建立台账销
号整改。

娄底“五道屏障”保校车安全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李
夏涛 通讯员 徐峰）今天 6 时 45 分
许，在怀化市一中门口，学生们佩戴口
罩有序通过自动测温门进入学校。当
天，该市高三、初三、中职高考对口班级
正式开学。第一批开学的399所学校全
部通过了评估验收，达到开学要求。

在怀化市今春首批开学的学校
中，普通高中49所、中职学校24所、
初中 326 所。当天，各学校组织开展
了集体心理辅导和疫情防控知识教
育。同时，结合此次我国战“疫”，普遍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育、感恩
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

为确保安全有序开学，怀化市
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3 月底，该

市教育局组织 8 个检查组，分赴各
县市区和市直学校进行专项检查。3
月底以来，要求各地各校每日上报
教职员工返程、师生健康状况监测、
防疫物资储备等开学工作准备情
况。全市教育系统全体动员，会同市
场监督、卫健、疾控等部门人员组成
评估验收组，对全市初、高中学校开
展地毯式、全覆盖开学准备工作评
估验收。

据了解，怀化市将对后续开学
批次的学校，由属地教育行政部门
牵头组建评估专班，在开学前 4 天，
严格按要求进行评估验收。未通过
评估验收的学校，限期整改到位后
方可开学。

湖南日报记者 张咪
通讯员 王玉彤 何涛 陈明 谭湘拓

“好激动，终于开学了！”4月7日
上午，提着大包小包走进学校，株洲
市二中高三学生张梦馨开心地说，

“从来没有如此期待过开学，见到同
学们的感觉太好了。”

受疫情影响，这个寒假成了史上
最长寒假。4月7日，株洲市各大中学
高三、初三年级学生迎来开学，年轻
的脸庞、灿烂的笑容，给沉寂已久的
校园增添了青春活力。

上午8时，株洲市渌口区五中所有
教职员工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学
生报到。老师在校门口指导学生报到，
提醒学生戴好口罩。进入校园后，学生
按照返校流程图，依次量体温、上交电
子健康卡及承诺书。该校高三学生王瑞
柔告诉记者，其实很想早点来学校上

课，在家里上网课没有在教室上课那么
好，不能和老师、同学一起交流。

上午10时许，株洲市二中高三学
生尹俊杰的妈妈送完儿子，瞬间感觉
压力释放。她说，高三学习压力很大，
现在开学了，把他交给老师就放心多
了。高三年级开学典礼上，该校校长
曾湘漳通过广播鼓励学生：“战胜灾
难充分说明，知识是力量之基。只有
当下努力学习，今后才会有力量挑起
时代的重担。”

醴陵市陶瓷技师学院对口升学
部高三学生曹承威说：“好久没看到
老师了，很想念。我一定要好好努力，
珍惜在学校的学习时间。”该校相关
负责人介绍，开学后将对教室、宿舍、
食堂进行每天3次消毒、杀菌，工作人
员每天进行3次体温测量，教室、寝室
在学生进入之前都要通风，学生错时
就餐，全力保障学生安全。

“从来没有如此期待过”
——株洲市高三、初三年级开学见闻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李）“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在这
次战‘疫’中，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
力再一次得到了验证……”4 月 7 日
上午，资兴市鲤鱼江中学初三学生
在报到各项流程结束后，身着校服、
戴着口罩，一人一桌坐在教室里，静
静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资兴开学
第一课》视频，心潮澎湃。

4月7日，资兴市3600多名初三
学生、1700多名高三学生正式开学，
结束了史上最长寒假。为引导学生以
良好心态和积极的精神面貌投入新
学期学习中，该市特别录制《资兴开

学第一课》专题节目，讲述资兴市抗
疫一线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
感人事迹，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

据悉，为有序推进学校开学复
课，资兴市筹集近300万元专款保障
教育系统防控物资，还要求全市中小
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托幼机
构分别设立 1 间隔离室，储备消毒
剂、体温枪、喷雾器等。学生复课后，
学校还要严格落实防疫措施，所有人
员进入校园一律先核验身份、登记并
检测体温，杜绝无关人员进入校园。
每天通过消毒剂和红外线消毒灯，对
校园、教室、食堂、寝室等进行无死角
消毒，确保校园学习生活安全有序。

讲述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事迹

资兴开学第一课感人肺腑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肖畅 曾佰龙

4月7日，湘潭市26所高中、147
所初中，总计4万名高三、初三学生，
在特别具有“仪式感”的开学氛围里，
安全返校上课。

清晨，阳光照进韶山学校，学生
庞伊宸在老师指导下，和其他同学排
成间隔1.5米的纵队，返校报到。提供
健康证明、体温检测、领取口罩后，她
顺利进入校园。“复学之后，我们将对
校园及教室每天消毒两次，食堂实行
分餐制，确保学生身体健康。”韶山学
校校长陈煜华说。

相约春天里，再闻读书声。上午
9时，湘潭县天易水竹学校开学第一
课是观看防疫知识视频。老师以“疫
情下的新学期，我有话说”为主题，组
织学生分享假期心得。该县排头乡中
学则将心理辅导作为开学第一课。

中午12时，食堂饭菜香。在湘潭
经开区长沙市一中九华中学，学生们
正在进行第二次体温监测，然后由学
生干部带队，开始分批错时就餐，大
家按照每个餐位间隔1米、同向而坐
的要求就餐，秩序井然。

放学铃声响起，走读生开始进行
第三次体温监测，监测正常放行回
家。一部分寄宿生则回到寝室休息。

“与往常不同的是，现在我们每天要
对寝室消毒两次，每间寝室 6 个学
生，学生睡觉头与头不在同一个方
向。”湘潭县二中教师刘炯说。

为顺利开学，湘潭市制定了开学
预案和应急预案，从细节着手抓好防
控。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说：“在疫情
防控面前，要把小事当大事、把无事
当有事，防控程序一个都不能减，细
节一个不放过，齐心协力夺取学校疫
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双胜利’。”

相约春天里 再闻读书声
——湘潭市高三、初三开学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唐小龙 吕曦东

4月7日，春暖花开，邵阳市大祥区
6所初中1475名初三学生开学复课。

早上7时30分，记者在大祥区一
中看到，学生们佩戴口罩，经消毒、红
外测温后，刷校园卡依次进入学校，
700多名学生分3个时间段到校。

进入校园，防疫知识牌、“间隔 1
米”标语等随处可见。每隔约 10 米，
就有一位执勤老师提醒学生“保持
距离、不要扎堆”。学校设有废弃口
罩处理箱，教室门口设防疫物资存
储箱，每个楼层安装了水池，配有
洗手液；设临时处置室和隔离室，
配 2 名专业医务人员。

大祥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教育防
控组常务副组长袁卫东介绍，为做好

开学准备，该区成立 2 个联合督查
组，4 月以来每天 2 次对 6 所初中进
行督查、评估，教育局班子成员进驻
学校，开展复学指导；为 6 所学校各
配备2名医务人员，指定预检分诊医
院；还进行演练和全面消毒。

当天上午，开学复课的 6 所学校
并没有进行文化课教学，而是由区委
书记黄艳娥和援鄂医疗队队员银春
梅，为学生线上授课，讲授防疫知识、
进行心理辅导等。

12时许，大祥一中食堂工作人员
将饭菜分发至每个班级，班主任负责
发放，学生在各自座位就餐。其他 5
所乡镇学校也实行分餐制。

据了解，当天返校的1700多名师
生无体温异常。“接下来将督促学校
常态化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直到疫
情结束。”袁卫东说。

通过评估验收 达到开学要求

怀化第一批399所学校开学

校园又起读书声
——大祥区初三学生开学复课记

春满校园 少年归来
——湖南省高三、初三年级开学首日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欧阳倩 张福芳

4月7日，告别史上最长寒假，长
沙市普通中学高三、高考补习学校补
习班、中职学校毕业年级、初三年级
迎来正式开学，共有 17.8 万名学生、
2.39万名教职工重返校园。

记者在长郡中学看到，早上7时30
分，该校寄宿生开始入校。校门口大屏
幕上滚动的字幕以及老师们的笑脸，都
在述说着对同学们的欢迎和期盼。

为了分流，校门口已用路障分隔
出4 条进入通道，穿着校服的学生们
在马路对面告别家长，提着行李，保
持一定间隔走进通道。

就餐安全是家长和学生关注的
焦点。记者来到食堂，看到三层楼近
1400 个座位已全部用半米高的木板
隔开，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卡座”。食
堂门口两旁设置了 8 个洗手位，必须
用酒精凝胶洗手才能进入。从门口一
直到取餐窗口的地板上，贴上了 1 米

间距的标识，提醒师生按位站立排队。
雅礼中学的 1185 名高三学生也

迎来复课，因学校地处市中心，长沙
市雨花交警二中队特意在劳动路侯
家塘到东塘路段，安排4 名交警参与
护学。

长沙怡雅中学为同学们准备了
一份特别的礼物。4月7日早上，老师
们在校门口迎接学生返校，并为他们
送上开学小礼包。记者看到，小礼包
里有明信片、巧克力、免洗洗手液、口
罩等，贴心又暖心。

长沙财经学校三年级 170-173
班的学生也纷纷来校报到，大包小
包，好不热闹。校长陈全宝告诉记者，
报到工作结束后，学校将实行全封闭
管理，期间不接待参观者，家长、学校
教职工家属等访客不得进入校园。

据了解，当天长沙市共有 342 所
学校开学，其中高中 46 所、初中 222
所、完全中学 40 所、中职学校 29 所、
培训学校5所。

长沙17.8万名学生重返校园——

春暖已至 花开可期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付勇 王操 梁天胜 刘志军

戴口罩、测体温、行李消毒、登记
信息……4月7日7时，东安县澄江中
学初三学生秦梓珂经过一系列检测
程序，终于重返阔别已久的校园。他
难掩激动地说：“能够重返校园学习，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我会在学习上加
把劲，以后争取当医生，在祖国有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当天，永州市12万余名高三、初三
学生重返课堂，各学校将疫情防控和心
理健康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澄江中学
校长杨荣国表示，在课堂上，不少学生
表示要把当医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经历了这场战“疫”，孩子们都成长了。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杨娟原本就
读于江华瑶族自治县大路铺镇中学，
由于学习基础不牢，成了一名“学困
生”，产生了厌学情绪，转到综合实践

学校学习。今天是她来学校报到的
第一天，班主任胡三玉特地到校门
口接她，带她参观学校的电脑室、美
术室、音乐教室。在音乐教室，胡三
玉 还 用 钢 琴 弹 奏 了 一 曲《青 春 之
歌》，鼓励杨娟认真学习，不负青春
年华，让杨娟感动不已。

上午8时30分，看着孩子走进校
园，祁阳四中学生家长黄琼才放心地
离开。她说，原本她对孩子回校上课
有所顾虑，但在学校的入学演习中，
看到各项工作做得很细致、安全、人
性化，心里便没有了顾虑。

据了解，开学前，永州市组织志愿
者把700万余册教材送到学生手中，要
求各学校按照“一县一策”“一校一案”
原则，制定具体详实的开学工作方案，
并开展入学演练。各地建立了疾控部门
联校机制，每所学校明确一家疫情防控
定点医院，并安排1名以上防疫专业人
员定点指导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学习加把劲，争取当医生”
——永州市开学第一天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春满校园，少年归来。4月7日，
是湖南省110万余名高三、初三年
级学生重返校园的日子。在这个特
殊的春季学期开学首日，我省各学
校秩序井然，各项开学工作有条不
紊。

严把入校关：体温
测量、审核健康卡、消毒

4月7日清晨7时许，长沙市一
中校长廖德泉带领开学安全保障
团队守候在校门口，热情迎接高三
年级师生返校复学。在校门口，师
生们有序排队通过红外线体温检
测室，并对手部进行消毒，然后按
照指定路线进入教学楼。

在湖南师大附中，学校开放了
4 条检测通道，每一名学生须出示
健康卡，用免洗洗手液消毒，检测
体温正常方可入校。每个班级门口
都张贴着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的
佩戴程序和方法，在每层楼都设有
废弃口罩回收箱和免洗洗手液，在
各教学楼入口和一些醒目位置都
放置了醒目的“新冠肺炎疫情报告
与处置流程”。

“家长请止步，由志愿者老师
带领大家有序入校……”在武冈市
湾头桥镇泉塘九年制学校，校门外

设置了两道“关卡”，交警、协警以
及乡镇执法大队人员严守第一道

“关卡”，对接送家长进行疏导，防
止出现在校门外扎堆的情况。全校
老师成为志愿者，一部分驻守在第
二道“关卡”，给学生消毒、发口罩、
测体温并对入校人员进行身份核
实。

在泸溪县，县公安交警、城市
执法等部门对所有高中学校校门
路段设置检查关口，实行临时交通
管制，禁止社会车辆和无关人员进
入校园。学生家长按照规定只把孩子
送到门口，同学们所带书籍和行李统
一在校门口集中消毒，由交通部门统
一调派的电瓶车辆负责运送到学生
公寓或宿舍。开学后，全体高三师生
员工将实行15天的全封闭式管理。

目前，全省所有开学学校防疫
物资充足，红外线体温测量仪、免
洗洗手液、消毒液和医用口罩等成
了标配。长沙市芙蓉区还对全区第
一批复课的师生提前进行了免费
核酸检测，确保复学安全。

严控聚集性：课桌
变少、错峰用餐、分时锻炼

武冈市一中将原有的每个高
三、初三年级班级均匀分为两个小
班，确保每班不超过30人。任课老
师采用微课堂模式教学，预习、上

课、练习在两个小班穿插进行，做
到防疫教学两不误。武冈市泉塘九
年制学校也把原来的初三年级4个
班级分流成6个班级，每个班级最
多不超过34人，学生之间的间距不
低于1米。

集中就餐的传统也被打破。
“为减少感染风险，食堂就餐严格
按照分班错峰错时的方式。食堂过
去每桌可坐8人，现每桌只允许同
向坐2人。”武冈市湾头桥镇泉塘九
年制学校负责人介绍。

湖南师大附中全校推行“一米
文化”，无论就餐、体育课都要求学
生排队，并尽量保持一米的安全距
离。长沙市梅溪湖周南中学把之前
的课间跑操进行调整，改成分年级
分班级进行课间活动，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让学生保持锻炼，增
强免疫力。岳阳市湘一南湖学校安
排学生分区域，学生间隔一米进行
课间锻炼。

开学第一课：防疫
科普、爱国教育、心理辅导

4月7日距离高考只剩90天，
对于每一名向高考冲刺的高三学
生来说，每一堂课都要争分夺秒。
然而，开学第一课，各学校都不约
而同选择了防疫科普、爱国教育等
内容。

“抗击疫情是一场战争，每个
人既是学生，也是战士。”长沙市一
中校长廖德泉在开学第一课前深
情寄语，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这次
疫情，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深刻认识到当前继续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努力做有理
想信念、有责任担当、有真才实学
的人，继续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常德市一中高三年级的开学
第一课，是班主任上的“战疫情迎
高考”的主题班课，在为学生化解
心理压力的同时，讲授疫情防控的
基本常识。

不少学校组织学生收看了由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湖南教
育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开学第一
课·我们相信》。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张国祚教授，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医务部主任、援武汉第
三批医疗队队长刘先领教授等讲
述抗疫故事，引导同学们从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获得成长感悟
与思想淬炼。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
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我们要把
一颗感恩的心，化为今后努力学习
的动力。”郴州市一中 703 班学生
古吉梁充满感情地说。

错时分桌就餐
下图：4月7日中午，周南中学空

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学生在食堂分桌
就餐。 肖毅 摄

精神饱满复学
上图：4月7日15时，长沙市长雅中学，初三年级学生在上体育课。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