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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就是一块师德的试金
石。”张艳秋一次次在团队中强调教
师的责任和担当。2020 年初，疫情
来袭，她第一时间组织学员进行线
上备课和精品课程录制安排。作为
河北省名师柴东升工作室的助理，
她协助主持人迅速作出课程录制的
部署，在自己承担一个年级课程录
制的同时，还要负责工作室所有微
课的质量审核和发布，在最紧急的

前六周，河北省柴东升工作室发挥
名师专业优势，向全国提供免费名
师公益课 65 节，共 7 万余人次点击
观看，取得良好社会效应。

在线学习的前两周，她每天睡
眠不足三小时。白天上网课，完成
工作室所有课程发布前的复审和推
送工作，还要指导青年教师录制人
教网课程，批阅班级学生的各项作
业，处理繁重的班务，直到夜深人

静，才能投入到录制工作室的微课
中。

因为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导
致她视疲劳，结膜严重充血，医生
让她闭眼休息，可她却坚持备课。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轮换着用眼
坚持录课；戴上眼镜，掩盖病情，
睁大双眼给孩子们上网课。为了保
障录制微课的质量，她严格“三
审”课例，确保孩子们20分钟的网

课学习不白“费眼”！现在，她又带
领团队投入到新一轮在线课程录制
中，用师者精神为疫情防控贡献着
一份力量。

“我就是一束阳光”，这是张艳
秋所在的大厂城区第二小学的校
训，也是她的教育追求。三尺讲台
筑梦想，一片丹心胜骄阳。她正在
以一名新时代优秀教师的行动回报
祖国的教育事业。

本报讯（记者 石径宇 通讯员 张学
敏）近日，廊坊师范学院坚决落实省委、省
政府及廊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持续
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各院（系）按照学
校的统一要求扎实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确保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外国语学院对全院 1176 名学生和 99
名教师基本情况、体温、行程轨迹、核酸进
行监测。全面落实包联责任，对处于疫情高
中风险地区的学生进行一对一帮扶。开展

“同心抗疫、与时前行”视频录制活动。目前
有63名同学参加抗疫志愿者活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授课教师积极录制
教学视频，丰富网络教学资源。发布《校外
实习单位学生安全防护管理要求》，指导老
师和辅导员老师各负其责，包联到每一位
学生。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组织开展“情暖
冀疫，共克时艰”系列活动。通过向城乡社
区报到、参与视频作品征集活动等方式，动
员广大青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当好“先锋
旗手”。

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班主任精细做
好 10 余项、9000 余人次的数据统计。建立
学院、年级、班级3级排查督导机制。通过各
种形式对师生进行心理辅导，缓解心理压
力。

理学院发出《携手抵制新冠肺炎疫情

网络谣言》致全体学生的倡议书，对全体学
生提出“四不四争”倡议，即“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不聚集，争当守规自律好青年、
争当科学防疫宣传员、争当家庭劳动小能
手、争当储知蓄能好榜样”。

社会发展学院组织辅导员迅速开展
1425 名学生信息摸排。目前，已有 20 多名
师生加入各地抗疫工作突击队和志愿者组
织。

美术学院积极做好 90 多名教职工和
1496名学生的核酸检测，做好滞留在石家
庄、邢台、廊坊地区83名学生的信息报送和
一对一帮扶，开展“支援家乡 守护河北”志
愿服务活动。

生命科学学院发出“助‘冀’抗疫，志愿
有我，‘生科’一路同行”的倡议，号召广大
师生尽己之力参与所在地抗疫志愿服务。
截至目前，已有50余名学生参与到当地志
愿服务工作中。

传媒系通过微信公众号、QQ、抖音等
平台宣传防控知识、发布抗疫视频。62名传
媒系学子在唐山、邯郸、廊坊等地积极参加
志愿服务。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积极与校内外相关
部门配合，为留校外籍人员工作生活提供
必要保障。做好校内师生出入境管理工作,
建立学生家长联络群，宣传学校防控举措
和假期安排。

本报讯（记者 石径宇）近日，记者在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为了丰富孩
子们的假期生活，让孩子们足不出户也
能学习更多知识，享受更多乐趣，市博物
馆、图书馆、群艺馆和10个县（市、区）多
家文化场馆同步开启线上文旅活动。

廊坊市图书馆开通了“一网读尽”
“超星读书”“读联体”等3个数字阅读平
台，上线汇雅电子书、新语听书、龙源期
刊、少儿多媒体、中华连环画、博看有声
书刊、万方数据库等十几种数字资源库。
图书馆还将陆续推出“线上答题”“好书
推荐”等丰富的线上活动。

廊坊博物馆利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
众平台，推出“线上展览”“线上视听”“线
上课堂”等栏目。线上展览可足不出户参
观展览；线上视听“耳朵里的廊博”，用音
频讲述廊坊故事；线上课堂“每月一物”，
揭开年代久远、气韵生动的文物面纱。

廊坊市群众艺术馆在微信公众号设
置了“乐听”“乐学”“百科视频”“宝宝智
库”“文化易点通”等板块，提供数千小时
的慕课、培训、艺术赏析等数字资源。策
划举办了“群众大舞台、有你更精彩”廊
坊市群众艺术馆 2021 年“群众大舞台”
系列文化活动——线上“声乐季”互动活
动。陆续在“廊坊市群众艺术馆”公众号、

“廊坊市群众艺术馆”快手号、“廊坊非
遗”抖音号等网络平台上，推出往期精彩
文艺活动回顾展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宣传片展播以及琵琶、京东大
鼓、戏曲、艺术赏析直播培训课等线上系
列文艺活动。

安次区图书馆闭馆不闭网、阅读不
打烊，开通了“掌阅精选”“超星期刊”“博
看有声”等3个数字阅读平台，公众可轻
松查阅海量资源。

广阳区公共图书馆开通“一网读尽”
“超星读书”“读联体”3个数字阅读平台，
上线书香中国、上业数字资源、汇雅电子
书、龙源数字资源、有声微刊、掌阅精选、博
看有声书刊、中华诗词库8个数字资源库，
内含电子图书资源逾百万册。同时，即将推
出“线上百科知识竞赛答题”“新春欢乐猜
灯谜”等丰富的线上活动。

除此之外，三河市文化馆、三河市图
书馆、大厂县图书馆、香河县图书馆、固
安县文化馆、固安县图书馆、永清县文化
馆、霸州市华夏民间收藏馆、霸州市文化
馆、霸州市图书馆、文安县文化馆、文安
县图书馆、大城县文化馆等都开启了相
应的线上文旅活动，寒假期间家长和孩
子们可以一起移到线上、飞进“云”端，尽
情享受这场精神文化盛宴。

本报讯（记者 王满凤 赵然 通讯员 王锦妍）
“我们全家配合抗疫工作，疫情当前不添乱，待在
家里不乱转。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勤消毒，少
聚集，勤通风，阻击疫情，人人有责，安心居家利我
利他……加油中国！”近日，来自市第三小学的小朋
友和家长们，在学校微信公众号平台，通过图片和文
字的方式，响应“小手拉大手，就地过新年”的倡议，
表达齐心共抗疫的决心。

日前，广阳区在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 6 万学
生中开展“小手拉大手，就地过新年”倡议活动，号
召学生从我做起，带动父母、亲人等身边的每一个
人开展“小手拉大手 就地过新年”活动，充分利用
校园美篇、微信群组、公众号、校园网等载体，线上
发出做好防护、就地过节的倡议。孩子们用稚嫩而
真诚的声音呼吁当好疫情小管家，用温暖而可爱
的笑脸提倡留在廊坊过个年，为节后迅速恢复秩
序作贡献。

据了解，该活动倡议学生和家长非必要不离廊，
号召春节期间，尽量不离廊，提倡信息拜年、电话拜

年、视频拜年。提倡无口罩不外出，且做到少出门、不
串门，不聚餐、不聚会、不聚集，保持良好的社交习
惯。倡议不传谣不信谣，做好疫情防控的“宣传员”，
关注和了解疫情变化、发展，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客
观认识，科学预防。致敬抗疫先锋，传播正能量，带领
身边朋友和家人正确认识疫情。

倡导做疫情防控的“监督员”，通过电视、网
络等渠道学习抗疫知识，并向家人传达。如出现发
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戴上口罩，做好隔离工
作，立即到定点医院就诊。倡导配合政府抗疫，理
解、支持、配合当地政府采取的各项防控措施，进
入重点场所主动提供健康码，配合做好体温筛查。
在必要时，按照要求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隔离管控
等措施。

同时，广阳区还加强教育系统离廊、返廊人员排
查监测，做到一人一台账；坚持健康打卡和“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师生感染，迅速启动应急处
置预案，积极配合开展流调、核酸检测、消毒、隔离等
工作，确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艳）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管中三附小党员干部、教师按照管道局中学党委
和管中三附小党支部的统一安排部署，迅速行动，抗
击疫情。党员干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线，教师们积
极结对帮扶医护人员子女。

“时银柱已经在康乐社区居委会报到。”“这是国
际花园居委会书记孙嘉敏的联系方式，管道八区和
国际花园的党员可以找她报到。”1月17日22点，管
中三附小党支部书记、校长时银柱在学校微信群内
落实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第二日，时银柱积极参与

康乐社区入户排查工作，在了解到社区居委会人手
紧缺后，又动员社区内的管中三附小教师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

管中三附小副校长邓雅不仅是党支部青工委员，
还是国际花园社区的一名楼长。她第一时间到国际花
园居委会报到，协助开展核酸检验工作。同时，响应市
委组织部的号召，深入到安次区乡镇进行包联值守。

咚！咚！咚！“ 您好，有人在吗？麻烦您签下核酸
检测承诺书。”杨东海、陈建华、徐盼英等党员们分别
深入紫金华府、运通家园、康乐、空中花园等社区，开

展入户信息排查等工作。
同时，为切实解决好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的

后顾之忧，积极落实《河北省教育厅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医护
人员子女教育关爱工作的通知》，管中三附小组织开
展教师与医护人员子女“一对一结对关爱”活动。

活动中，学校为结对学生安排了熟悉的教师进
行一对一帮扶。结对教师帮助引导学生合理安排时
间、制定学习计划、为学生答疑解惑等，助力医护工
作者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疫情防控中。

特殊的疫情防控形势，打破了冬日冀
中的平静，使得本应坐在教室里紧张学习
备战期末考试的学生们提前放假。学习中途

“刹车”，广大学生群体今年的寒假提前到
来，会不会像去年寒假一样超长待机开学还
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寒假孩子们基
本都会继续“宅”在家里。

学生们该如何面对特殊情况下的寒假
呢？近日，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
指导委员会针对疫情期间中小学生的居家
学习生活提出了建议，为学生们提前到来
的假期生活支招。

首先，广大学生家长应该保持健康生
活方式，做好个人清洁卫生。在疫情期间遵
照“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的原则，主动
隔离，保持个人和居家的清洁卫生。要保持
作息规律，保证睡眠时间，合理膳食均衡营
养，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

基于防疫需要，部分学生已经处于居
家学习上网课的状态，如何充分利用好这
段时间进行有效学习？一定要有规律地制
定学习计划，做到“长计划，短安排，挤时
间，讲效率”，进行时间上的通盘计划，制定
较为详细的每天时间安排，并充分利用。

与此同时，要培养新兴趣新爱好，让生
活变得丰富。同学们可以列出平日里一直
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情，比如烹饪、学乐
器、绘画等，制成“愿望清单”，优先勾选出
在家就可以实现的愿望，培养健康的兴趣
爱好。可以按照家长和老师的推荐，选择适
合自己的课外读物、视频资源、电视节目
等，让宅在家中的假期成为储藏知识的好
时光。

在饮食方面，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能
有效改善学生营养状况、增强抵抗力，有助
于防控新冠肺炎。一日三餐，规律饮食。食
物多样，确保营养素摄入均衡。每日膳食应
有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
豆坚果类等食物，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推荐
食用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能力的食物。在
运动量减少的情况下，多食用蔬菜、水果等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虽然是居家学习，但仍要控制电子产品
使用时间，做到合理有度。在家长的指导下，
同学们可以适当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但不
可时间过长，也不能影响正常作息。可以与家
长确定好双方每天使用手机和网络的时段、
时长等，共同遵守规则。

作为家长，需要做的就是发现孩子的
特点，并且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合理地监
督孩子学习，既不用给孩子太大的压力，也
要让孩子全身心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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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秋老师与学生耐心沟通。 （大厂城区第二小学提供）

三尺讲台筑梦想
一片丹心

——访全国模范教师、大厂城区第二小学张艳秋
本报记者 赵然

廊坊师范学院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多彩假期廊坊多家文化场馆
开启线上文旅活动

有效防疫科学安排“非常”寒假不迷茫
赵然

廊坊市图书馆 廊坊市群众艺术馆 廊坊博物馆

广阳区公共图书馆 安次区图书馆

教育教育 时评时评

广阳区6万小手拉大手倡议就地过新年

管中三附小党员干部、教师助力疫情防控

廊坊市第三小学学生李佳媛一家发出倡
议。 （市第三小学提供）

大厂城区第二小学坐落在大厂县城区的最东
头，在这所以“阳光教育”为理念的校园里，有
一位“名人”，她就是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80
后”党员教师——张艳秋。

人们谈起张艳秋的工作量，都称她是“超
人”。 她是“廊坊市小学语文名师张艳秋工作
室”主持人，还承担着“河北省名师柴东升工作
室”的助理工作；她是廊坊市小学语文兼职教研
员，还担任五年级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并承
担着学校语文课程研发和科研管理工作。而她，
把每件工作都完成到令人称赞。

很多人都好奇，她是如何在繁重的工作中仍能
精神饱满地站在三尺讲台之上的？“因为做着自己
热爱的事，所以忙碌也是一种享受。”从教21年来，
张艳秋似一抹骄阳温暖了遇到她的每一个人，因为
成绩卓越，她先后荣获了“全国模范教师”“河北省
先进工作者”“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

“河北省骨干教师”等30余项荣誉和300余项业务
奖励。她是家长眼中优秀教师的代表，也是大家心
中教师的榜样。

作为一名有追求的语文教师，
她不是在机械重复地“教”，而是倾
注满腔热情，在课堂里放歌。

在教学上，她总是运用充满
诗 意 的 话 语 感 染 学 生 、 影 响 学
生。学生们说：听张老师的语文
课 ， 就 像 是 欣 赏 一 首 诗 ， 美 极

了！在诗意的熏陶下，孩子们笔
下的一首首小诗，经常在报纸上
发表。她喜欢把语文课放进书海
里，让孩子们在精心设计的“悦
读”课程中，静静地透过文字与
作家和人物对话……

“丰富的内容是语文教学的灵动

资源，我的语文课堂是没有围墙
的！”张艳秋一直这样坚守自己的语
文教学理念。所以，即使一场雪，
也能成为她“创意写作”课程的好
素材。一首首经典古诗词也成为了
她用吟诵课程激发孩子们爱上祖国
传统文化的“金钥匙”。

21 年来，她刻苦钻研业务，努
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几乎成为
了一位“全能选手”，只为更好地守
护和她邂逅的每一位学生。她以语
文课程之美，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价
值观、人生观，传递教育的真、
善、美。

奉献是教育事业的真谛，做一
个能担当的教育者是张艳秋追求的
目标。2008 年她由英语教师转岗到
语文教师，投身到廊坊市网络教研
团队，在团队中学习最前沿的教学
理念，并到课堂上不断地实践。这
些年，她这个“后入门”的语文教
师，却敢为人先地做起廊坊小学语
文的“先锋”，她把廊坊小学语文的
阅读研究成果推广到省内外30余所

学校。2020 年她成为河北省第一个
受邀参加全国小学语文“十大青年
名师”评选的教师，并获得最具潜
力奖。

2013 年，她代表廊坊市参加
河北省语文教师素养大赛获一等
奖；在教育部举办的“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她年
年 获 省 级 优 课 ， 两 次 获 部 级 优
课。她感恩所有给予过她帮助和

指导的领导和伙伴，也在不断发
扬这种“传、帮、带”的师者品
质之美。

近五年，张艳秋担任“国培计
划”——河北省乡村中小学教师培
训项目以及全国继教网培训项目的
专家，做语文学科专题讲座和教师
专业化发展讲座 20 余场，2018 至
2020 年，连续三年，张艳秋带领团
队为人教社、教研网开发课程50余

节。她用热情的投入回馈着她热爱
的语文教学，帮助了众多一线教
师。

她就是这样，孜孜不倦，无私
奉献，把她的人格之美，折射在

“语文人”的身影里。不仅如此，她
还是“担当者行动”“美丽中国”等
社会公益组织的培训导师，用自己
的教育经验和智慧影响了许多偏远
山区的教师。

●她的师者精神，投射在疫情防控期默默坚守的身影里

●她的奉献精神，展现在引领教师专业成长的足迹里

●她的教学思想，流淌在精心设计的课程里

胜骄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