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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我市各级各类学校正处于延迟开

学的特殊时期。对此，市教育局强调，各

级各类学校要把“七项”学生安全教育纳

入“停课不停学”内容，切实做好延迟开

学期间的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各类

意外事件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呵护学生

安全成长，维护全市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随着学生家长逐步复工返岗，延

迟开学期间的学生安全监护问题面临

新的挑战，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尤为重

要。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要高度重

视这一时期的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预防为主的原则，进一步增强做好学

生安全教育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

感，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加强安全教育

和安全提醒，确保学生安全度过延迟

开学这一特殊时期。

市教育局强调，要把“七项”学生

安全教育纳入“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内

容，做到安全教育不断档，切实提高学

生自我保护意识。具体为：

加强预防溺水安全教育。要抓早抓

细开展学生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教

育引导学生牢记防溺水“七不两会”，告

诫学生要远离水塘、水渠、河流、水库、海

上礁石、旱厕等危险地段，不玩水、不戏

水，防止溺水落水等意外事故发生。

加强交通出行安全教育。要教育

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少出门、不串门。

确实需要出行的，要将安全放在第一

位，重视交通安全，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速等非法

营运或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船舶等交

通工具，不违规驾驶电动车和摩托车。

外出时，不得参加聚集性活动和危险性

活动，注重自身安全保护。

加强预防煤气中毒安全教育。要

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学生预防煤气中毒

安全教育，告诫学生使用煤气炉要保

持门窗通风，使用后记得关闭煤气阀，

要远离明火；严禁将直排式燃气热水

器和燃气罐安装在浴室内，洗澡时浴

室窗户要通风，洗澡时间不要过长等。

加强防骗反骗安全教育。要教育

学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管好个

人信息资料，不要轻信陌生电话，不贪

意外之财，保护自身的人身财产安

全。要教育未成年人学生不要与社会

上、网络上的陌生人员交往，不要随意

与他人离家外出，防止被诱骗拐骗。

要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法律法规教育活

动，提升学生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

念，有效预防和杜绝学生群体参与电

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用火用电安全教育。要教育

学生增强自身的防火和安全用电意

识，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注意用

电安全，不燃放烟花爆竹，不在家中和

野外玩火，在人员密集场所要熟悉消

防安全通道。

加强心理健康辅导教育。学校心

理健康教师和班主任要关注本校本班

学生的心理状况，多形式指导学生处理

好居家生活和学习遇到的心理困惑。

对因疫情防控延迟开学而产生的情绪

低落、内心抑郁或心理恐惧的对象，要

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援助服务，或

引导其通过已开通的各级心理辅导热

线、咨询平台寻求帮助，防止学生因心

理问题而导致极端事件发生。

加强食品卫生安全教育。要教育

学生注意食品卫生安全，不暴饮暴食、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不安全食品和过

期变质食品，抵制“三无”食品和流动

摊位小吃等垃圾食品，增强食品安全

意识，养成良好饮食卫生习惯。

据悉，我市将进一步落实家长责

任，加强家庭教育指导，通过泉州市学

校安全教育平台、视频家访、微信、QQ、

钉钉、短信、电话、一封信等多种形式

密切家校联系，提醒学生家长落实学

生安全监护责任，加强延迟开学期间

的居家安全防范。 （记者 许小雄）

石狮延迟开学期间抓好“七项”学生安全教育

本报讯 3月8日，以“防抗疫情、

安全同行”为主题的石狮市2020年学

校安全月活动正式启动。

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更是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单位，为进一步

加强疫情防控和校园安全工作，坚持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

做到“两手都要硬”，石狮市教育局决

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学校安全

月活动。此次活动时间为2020年3

月8日至4月4日，各学校要按照活动

的部署要求，抓好“五个一”活动。具

体为：

开展一次责任落实大检查，对安

全责任制度的制定情况和落实情况开

展一次大检查，明确每一层级、每个岗

位的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要对本校制定的

春季开学准备工作方案或实施细则再

次过细梳理，切实加强一日教育教学

活动各个环节的安全管理，特别是在

学生上下学、体育课、课间活动、校内

外集体活动以及学生宿舍、食堂等场

所，务必做到岗位有人管、责任有人

担。

开展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集中

精力、人力、物力开展地毯式、拉网式

的学校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检查

学生宿舍、教师公寓、食堂、教室、礼

堂、体育场馆、图书馆、实验室（实训实

习基地）、实验用品仓库、配电房、校园

在建工程、学校老旧房屋等人员密集

场所，重点加强校舍安全、消防安全、

校园安全防范建设、校车安全、危险化

学品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及周边治安

等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全面摸清学校

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及时采取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堵塞安全漏洞，强化安

全措施，建立健全安全风险隐患和突

出问题自查自纠长效机制，严防学校

安全事故发生。

开展一次防疫知识大教育，组织

发动学生及家长认真参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专题教育活动，学习疫情防

控知识，了解防控政策法规措施，引导

学生及家长科学认识、理性应对疫情，

缓解学生及家长面对疫情的心理压

力，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

要组织开展新冠肺炎知识全员培训工

作，采取专业培训与学校培训相结合、

线上学习与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

传授新冠肺炎基本知识、师生日常防

控操作技能、应急处置措施等知识。

开展一次仿真模拟大演练，积极

组织全校教职员工进行“一日工作流

程”和突发疫情应急处置等模拟演练，

确保复学后面对实际问题时，精准施

策、规范操作、有效落实。同时，通过

演练活动进一步完善优化工作流程和

应急预案，提高广大教职员工的应急

处置能力。

开展一次主题活动大宣传，在今

年3月30日全国第25个“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日”、3月30日至4月4日福建省

第13个“福建省学校安全教育周”之

际，全市各学校要结合疫情实际，充分

利用安全教育平台、钉钉、微信等媒

介，突出交通、溺水、消防、食品卫生、

防骗等重点，加强学生安全教育，进一

步增强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遵

章守纪的自觉性。

（记者 许小雄）

石狮市2020年学校安全月活动启动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名单公布
石狮2个专业获批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关

于公布2019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石狮

闽南理工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个专业

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教育部将在2019-2021年建设

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本次评选是“双万

计划”的首批评选。闽南理工学院

2个专业获批后，将按照一流专业

建设条件，持续努力，坚持需求导

向、标准导向和特色导向，完善各项

政策和支持措施，提升专业内涵和

竞争力，充分发挥各专业建设点的

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高学校本科

人才培养质量。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泉州市教育局日前公

布了泉州市第二批教育“领航团队”

专项课题结题验收结果，石狮有5

项课题通过合格验收。

泉州市第二批教育“领航团队”

专项课题结题验收工作经专家组研

究评议，共有97项为合格，其中，石

狮有5项。具体为：石狮七中蔡康

明的《核心素养下数学教学活动的

设计及课堂实施的研究》、厦门外国

语学校石狮分校刘俊奇的《关于非

现场教学在高中课堂应用的实践研

究》、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郑珊珊的

《运用思维导图构建小学语文高效

课堂的实践研究》、石狮三中郑东阳

的《初中物理教学与小实验结合的

研究》、泉州师院附小石狮校区庄沐

的《小学中年级整本书阅读导读策

略的研究》。今后，这5项课题负责

人将及时总结经验，推广课题研究

成果，主动配合泉州市教育科学规

划办开展成果推广应用活动，积极

发挥辐射作用。 （记者 许小雄）

泉州市第二批教育“领航
团队”专项课题结题验收结果
公布
石狮5项课题上榜

泉州市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示范课名单公布

石狮7堂
示范课入选

本报讯 泉州市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示范课名单日前公布，石狮

共有7堂示范课入选。

据悉，泉州市开展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示范课评选，旨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我

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三进”工作。此次共评出100

堂思政课示范课，石狮有7堂示范

课入选。其中，高校组2个，分别为

闽南理工学院陈盼盼的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课程中的课题《习近平

新型大国外交战略的辩证思维》、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陈建清的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课

题《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中学

组2个，分别为石狮市锦峰实验学

校胡燕红的思想政治课程中的《自

由平等的追求》、厦门外国语学校

石狮分校傅玉真的思想政治课程

中的课题《国家大家都会好》；小学

组3个，分别为石狮市教师进修学

校黄雅芳的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

课题《传统节日中的家》、石狮市第

三实验小学施秋泳的道德与法治

课程中的《大家排好队》、石狮市教

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李玲玲的道

德与法治课程中的课题《大家的

“朋友”》。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石狮市小学作业设计

评选活动日前启动。

此次小学作业评选参评内容为

省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规定的全

部学科教学内容，教材为省教育厅公

布的《福建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

我市选用的相应版本，作业设计内容

为单元练习作业，不适宜设计书面单

元练习作业的学科，以活动类作业设

计参加展评。作业设计注意突出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各学科课程标准，

符合学生实际。“综合实践活动”以《中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为

指导，参考推荐的活动主题，从学生的

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从生活情

境中发现问题，转化为活动主题，设计

作业活动。4月25日前，将组织市级

评选活动，4月30日前推荐优秀作品

参加泉州市评选。 （记者 许小雄）

小学作业设计
评选启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成开学前“必修课”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类

学校纷纷按照市教育局、市卫健局

的部署要求，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演练，以做好开学前准备工

作，检验学校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的

实用性，锻炼应急工作队伍，提高学

校传染病应急防控处置能力。

这是石光中学开展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演练的场景：学校模拟

班主任老师在晨午检过程中，发现

高二年段某个重点关注对象学生体

温检测升高这一突发情况。接报

后，学校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班

主任老师（科任老师）第一时间上报

学校医务室，正确带领该学生通过

特殊通道尽快到达健康管理室，并

做好途中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校

医向班主任了解情况，在必要情况

下进入健康管理室对学生作进一步

检查并记录，按流程上报校领导、市

疾控中心、市教育局，并拨打120到

学校前门健康管理室将学生转运至

定点医疗机构；班主任立即通知该

学生家长，并返回教室逐一通知该

班其他同学进行居家观察；总务处

安排人员对教室、健康管理室、特殊

通道公共场所进行消毒。整个演练

一环扣一环，力求把“传染病”发生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保障学校正

常教学秩序和师生生命安全。

日前，市教育局、市卫健局专门

作出部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从入

校检测、疫情处置流程等方面入手，

检验学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检验各学校新冠肺炎疫情信

息监测、报告与处置、物资保障、管

理措施等疫情防控工作效果，并从

实战角度进一步完善细化各项措施

方案、逐条逐项明确责任人，确保遇

到情况时能够真正用得上，确保突

发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置，最大程

度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校园卫生和

安全稳定造成的危害。

（记者 许小雄）

“21世纪杯”中学生
英语演讲比赛福建赛区
决赛落幕
石光中学摘取
3金9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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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的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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