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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商宇 杨铌紫
匡丽娜）根据教育部要求，按照市委、市
政府统一部署，我市按原计划2月10
日开学时间全面开展“停课不停学”网
上教学活动。在昨日召开的重庆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
教委副主任邓睿称，为确保“停课不停
学”工作的有效开展，市教委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明确停课不停学网上教学工
作有关要求的通知》，明确规定网上教
学一律采取半日授课制度，每天网上授
课时间不得超过4个学时（每课时 40
分钟共160分钟）。

邓睿介绍，网上教学是因应特殊时
期体现教师有所教、学生有所学的一
种临时性安排，不可能替代开学后正
常的教学活动，必须合理确定教学目
标，必须降低教学要求，减缓教学进
度，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教学指导，促

使学生和家长心态平和稳定，克服焦
虑烦躁的情绪。

严控学生作业量，严禁
增加家长负担

邓睿表示，各中小学校要科学合理
安排“停课不停学”网上教学中的各项
工作。要求教师结合市教委提供的网
络和电视频道等渠道播出的各类教学
资源课程，结合本校本班学生实际，指
导学生学习。网上教学一律采取半日
授课制度，每天网上授课时间不得超过
4个学时。尽量减少学生观看电子屏
幕的时间，保护青少年视力。

同时，严格控制学生作业量，严禁
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不得以家长的辅
导代替教师的辅导，严禁增加家长负
担，也尽量减轻教师不必要的负担。反
对形式主义的在线学习，不要求每位老

师必须录课教学，严禁在“停课不停学”
期间对学生进行学业考试和对教师进
行教学进度、教学业绩考核与评价。

家校共育有效指导学生
在家的学习生活

邓睿表示，还要统筹做好家校共
育。有效指导延迟开学期间学生在家
的生活与学习活动。如指导学生制订
在家学习、生活计划，合理安排学生在

“停课不停学”期间的学习生活，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另外，指导学生充分利用疫情防控
这一社会大课堂的丰富资源，开展自主
学习活动，培养家国情怀，提高科学素
养，增强自护能力，让学生从危机中获
得成长和发展。

同时，加强家校联系，指导家长对
孩子进行正确的病毒防控教育，提醒

家长密切关注自己的身心状态，给孩
子提供行为示范。引导家长关注孩子
在非常时期可能出现的焦虑、恐惧等
应激反应，维护孩子的身心健康，使疫
情防控成为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
重要契机。

延迟开学耽误的课程
内容将补救回来

“我们还要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
和中小学校针对本地、本校实际有序开
展“一区（县）一案、一校一策”停课不停
学网上教学活动。”邓睿表示，因延迟开学
耽误的课程内容，学校今后会通过合理的
调整作息时间、假日等适当的方式补救回
来。同时要加强对初、高中毕业年级跟
踪指导和心理辅导，让学生安心，避免焦
虑和恐慌，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

此外，每一位家长还应提高识别能
力，注意防范不法分子利用班级微信
群、QQ群等发布虚假消息、人为制造
教育焦虑并实施诈骗活动。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提供的网上教学为公益全
免费，不得向学生和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停课不停学”网上教学，市教委发文要求

每天网上授课不得超过160分钟

图①：升旗时，张吉惠眼含泪水。图②：张吉惠在一个人的开学典礼上致辞。图③：学生在家观看开学典礼视频时敬礼。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关于城口县等4个县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公示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重

庆市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精神，城口县、巫溪县、
酉阳县、彭水县经县级申请、市级核查和第三方实地评估检查，均达到贫困县退
出标准，拟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现按规定程序于2020年2月10日
至14日予以公示。

公示期间，请全市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众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通过信
件、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联系电话：023-67745179
传真：023-67732020
电子邮箱：cqsfpbkpc@163.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信达国际E幢

重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2月10日

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⑨ 唐勇：公路养护机械操作的多面手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湿，上车
全身抖，下车不会走。”这句顺口溜形
象地描述了公路施工行业压路机操作
员的工作常态。

唐勇，永川区公路管理所的一名
普通的压路机操作工人，从1997年
11月起子承父业，他一直工作在公路
养护一线，逐渐成为一名操作公路养
护机械的多面手——沥青洒布车、压
路机、洒水车等多种机械设备他都能
熟练操作驾驶。他技术过硬，干事认
真，曾多次代表永川参加国家、重庆级
养护工职业技能竞赛，勇夺“全国交通
运输行业筑路工职业技能总决赛一等
奖”等多个奖项，更被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授予“全国交通技术能手”。2019
年他先后被评为“重庆市交通系统先
进个人”“永川工匠”，并成为重庆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爱岗敬业昼夜不分

唐勇在工作中爱岗敬业，任劳任
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驾驶沥青洒布车的工作环境不同
于其他职业，既有一定的危险性，工作
的环境也很艰苦。作业时，油污灰尘
满天飞舞，一天下来，鼻子、喉咙里全
是灰尘。工程一开工，抓抢工期更让
加班成为常态，常常是油污满身，十天
半个月回不了一次家。在炎热的夏
日，还要忍受炎炎烈日的烤晒和蚊虫
叮咬，以及中暑和皮肤烫伤的危险。
但唐勇从没叫过苦累。冬天，他顶住
寒冷的自然环境，常常一干就是10多
个小时。他是机械操作多面手，经常
刚完成洒布车作业，又投入到压路机
操作工作中。

在驾驶洒水车冲洗路面的工作
中，他根据路面情况调节水量大小、车
速，提高洒水车的工作效率，既节约了
水和油料，又最大化地提高了路面冲
洗工作效率，保证了路面的干净整
洁。不论白天黑夜，唐勇总是随叫随
到，在机械操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多
年。他说：“看到自己养护的路段整洁
顺畅、车来人往、川流不息，内心就会

有说不出的舒坦和幸福。”

自己动手维修设备

唐勇对伴随自己的机械设备，怀
有特别的感情，一有时间他总是把设

备擦得锃亮，每天出发前都仔细地检
查机械状况，每项任务结束后，都全面
保养一次设备。他操作的机械设备，
看上去总是比别人的新，机械的使用
年限也得到较大延长。这些做法坚持

一天容易，能坚持数年很难，但唐勇却
凭着一份细心、恒心和耐心，数年如一
日地坚持下来了。

在工地上，机械出现故障找修理
厂来修理非常耽误时间，为此，唐勇买
来机械方面的书籍，一点点地摸索，每
次请师傅来修机械的时候，他都在旁
边仔细地观察，主动打下手帮忙。世
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
摸索和钻研，现在的机械只要出了毛
病，他基本都能自己解决，每年节约维
修费用达万余元。

刻苦钻研荣誉满身

刻苦钻研技术是唐勇的可贵品
质。在参加第十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
筑路业（压路机项目）职业技能大赛职
业组全国总决赛前，为了精准地估计
车身位置、控制车辆运行线路，唐勇风
雨无阻、起早贪黑地苦练了2个多月，
期间没有回过一次家。经过无数次试
验，反复琢磨，他总结出压路机钢轮在
干路面和湿路面上由于不同的摩擦

力，会有5厘米的误差，在操作中很好
地把握了这个度，从而在比赛中勇夺
全国冠军。

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和
刻苦钻研的精神，唐勇成为了全市乃
至全国公路筑路行业压路机项目的拔
尖人才。2014年，他获得“重庆市交
通行业第五届公路养护工职业技能竞
赛压路机比赛”三等奖；2015年，获

“重庆市交通行业第六届公路养护工
职业技能竞赛压路机比赛”二等奖；
2016年，获“重庆市交通行业第七届
公路养护工职业技能竞赛压路机比
赛”二等奖；2017年，获“重庆市交通
行业第八届筑路工职业技能竞赛压路
机竞赛”三等奖；2018年，获“2018年
中国技能大赛－第十届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筑路业（压路机项目）职业技能大
赛职业组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以及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授予的“全国交通技
术能手”称号。

潘锋 程实铭
图片由永川区公路管理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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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作业的唐勇

□重报集团融媒体记者 付迪西 徐勤

2020年2月10日，一场从未有过
的开学典礼，在綦江一小学，空荡荡的
操场上，如期举行！

这是一个开始，每个新的学期，我们
都满怀希望的踏上征程！这是一种态度，
我们要让国旗在开学第一天如期升起。

这是一场宣言，告诉所有的孩子知
道，我们无论在多大困难面前，都不应
该停下脚步！

空荡荡的操场 校长一人唱国歌

“重庆市綦江区第一实验小学
2020年春季开学典礼，现在开始！”

“首先，进行升旗仪式，请全体肃立，
奏唱国歌！敬礼！”……伴随着国歌声与
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站在台下戴着口
罩唱国歌的校长张吉惠，眼里噙着泪水。

2月10日上午8点30分，一场“没
有学生”的开学典礼在网上如期举行，
綦江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张吉惠将开
学典礼通过视频的形式让全校师生观
看，整个视频约15分20秒，内容包括参
观校园、升旗仪式和校长寄语等环节。

视频中，整个校园内没有一个学
生，升旗仪式结束后，张吉惠缓缓走上
主席台，向台下鞠躬，然后为师生们演
讲了开学寄语。

“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

响，我们没有能够如期返回我们向往和
热爱的校园……我们仍然在今天以这
种特别的方式如期‘开学’！”整个寄语，
张吉惠准备了整整10分钟，当说到激
动处，她几度哽咽。

为祖国不再受病毒侵袭而读书

视频播完后，家长群、老师工作群
都反应强烈，大家纷纷表示，“这场升旗
仪式看得热泪盈眶。”

“看到空荡荡的操场，看到张校长
一个人在旗台上讲话，我心里酸酸的，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我要回学校上课！”
同学胡晋贤通过妈妈的手机留言道。

“作为一名小学生，一定要好好读
书，为祖国不再受病毒侵袭而读书。”

“以前总盼着放假，但如今最想的就是
早日回学校上课。”……看着孩子们真
挚话语，张吉惠忍不住再一次泪目。

用仪式感唤起孩子内心的力量

“最近，学校正筹备线上开学，原本
打算就在办公室里为师生们录一段开
学寄语……”昨日，张吉惠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当看到空荡荡的校园，她心里也空
落落的。她不禁想到，孩子们这么久没
有回学校了，会不会也想学校了？她萌
生了如期举行开学典礼的想法：“孩子
们不能来，我就把校园录给他们看，开

学典礼的环节不能少！”
于是，张吉惠找到也在值班的后勤

主任廖正坤和德育副主任李綦玲，三人
开始录制整个开学典礼的视频。

“我希望用这场仪式唤起的，是前
进的力量，也是将坚强与笃定，乐观与

从容，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沃野。”张吉
惠说，典礼结束后，她在群里看到孩子
们将手高高举起敬礼，突然获得一种无
以言说的强大力量。她表示，国家民族
未来的无尽希望，即蕴藏在这些孩子们
身上。

□饶思锐

“首先，进行升旗仪式，请全体
肃立，奏唱国歌！”10日上午，重庆
市綦江区第一实验小学整个校园
没有一个学生，却仍然举行一场特
殊的线上开学典礼。视频中，戴着
口罩的校长张吉惠站在国旗下激
动流泪。视频另一端，如约而至的
老师、学生、家长在家中纷纷肃立
行礼，不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云端开学第一课，重庆不少学
校都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
一些校长、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变
身“网络主播”，通过网络共上新学
期第一堂课。校园虽没学生，但国

旗如期升起，国歌依旧嘹亮；学生
虽在家中，少先队员们仍自觉系上
了红领巾，对着屏幕敬礼。虽然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市各学校均
延期开学，但学校开学典礼依旧，
学生行礼如故，让线上开学典礼充
满仪式感，而这逆境中的坚守，更
让人感动良久。

正如重庆八中校长周迎春的
开学寄语：“居家隔离，青春不隔
离；课程在线，状态更在线。你心
系国家的样子，你勤学自律的样
子，你诚勤立达的样子……都是我
们希望的样子，就是未来中国的样
子！”愿师生家长一起“宅”行动，共
克时艰，同心战“疫”。

未来中国的样子

一场没有学生的开学典礼
却让校长激动流泪

①① ②② ③③

快评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夏正华

“17年前，您在一线，我在读书；17
年后，您在一线，我也在一线。致敬岁
月，致敬父亲！”几天前，正在万州高速
卡点防疫站执行任务的马冠发了这样
一条朋友圈，以特别的方式为在奉节兴
隆镇执行任务的父亲加油鼓劲。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各级公安
机关都布置人手投入到抗击疫情第一
线。在奉节县有这样一对父子，父亲马
提善，奉节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兴隆公
巡中队辅警，在石乳关（湖北与奉节交界
处）为大家守护着第一道防线；儿子马
冠，万州区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同样
与战友们连续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马提善今年53岁，一直在公安队
伍中工作。17年前抗击非典时，马提
善就在石乳关“冲锋陷阵”。今年他再
一次响应号召，主动请战到一线。

马冠今年27岁，2003年抗击非典
时，他还在读小学，当时他每天最期待
的就是父亲能早点回家陪他聊聊天。
但父亲回来后却总是刻意“疏远”他和
母亲。“那时对父亲颇有怨言，直到今天
我也从事了这份工作，才明白了他的用
意。”马冠说。

马提善值守的联合检查站设在渝
鄂交界处，海拔高达1300米，正值寒冬
时节，气温零下10℃左右，积雪覆盖，

条件十分艰苦。疫情当前，为守住这
条入渝重要通道，马提善和同事们每
天24小时轮班值守，车辆排查、人员
筛检……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双腿
发麻、手脚僵硬，脸被冻的通红，但他却
没有一丝怨言。

截至目前，马提善在岗位上已经连
续值守11天了。“只要在这个队伍中一
天，我就要踏实干一天！”

同样，在100多公里外的万州区，
儿子马冠和父亲一样坚守岗位，抗击疫
情，冲锋在最前线。马冠轮值在万州各
个高速卡点防疫站，每天的工作就是协
同卫健、交通等部门开展防疫工作，对
经过的车辆和人员逐个检查，并做好详
细记录。返乡车辆众多，让他根本没时
间休息，嗓子发炎了，吃颗消炎含片再
继续工作。

“记得勤洗手，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记得照顾好自己……”2月4日中午吃
饭的间隙，记者在石乳关看到了马提善
的身影。他手机视频的另一边，儿子马
冠也刚刚吃完饭，短暂的休息时间，两
父子相互加油鼓劲。

“危险当然是有的，但我会坚持到
最后。”马冠深感责任和压力重大，但有
父亲一起上阵，让他备受鼓舞。

“穿上这身警服，就要恪尽职守。相
信儿子经过这次历练，会成长得更快，会
比我做得更好。”这是马提善对儿子未来
的寄语，也是对自己坚守岗位的鼓励。

上 阵 父 子 兵
——奉节抗疫老兵17年后与儿子战“疫”在一线

本报讯 (记者 周雨)连日来，新
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在江津区经济信
息委有这样一对党员“搭档”，他们随时
待命准备加入战场，在做好本职工作之
余，四处支援，为战斗在一线的工作人
员送去安心。

“酒精到了，目前疾控中心人手不
够，没人卸载。”1月28日凌晨一点多，
45岁的何炯银和37岁的袁孝红两位
党员得知这一情况后，立马打车飞奔向
江津区疾控中心。

据了解，这160余箱医用酒精是江
津区经信委连夜从垫江协调调度过来
的抗疫物资，需要立即卸载后分发往区
内各医疗点。

二人到达现场后，马上撸起袖子开
始干，一箱一箱，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
心摔碎了，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这样
的一幕感动了旁边保安，也加入进来，
3人连夜将160余箱酒精从货车上卸
载下来。

1月29日一早，二人忙碌的身影
又出现在江津区经信委的楼下。江津
区经信委作为此次抗击疫情的物资筹
备组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全区各种抗疫

物资的筹备保障工作。袁孝红和何炯
银两位党员迅速将十几箱口罩从车上
卸载下来扛回单位登记入库，等待各部
门前来领取。

同事都说，这两人不仅是“自来熟”
的“搬运工”，还经常主动当起“蹲守员”
和“跑腿员”。

据了解，在春节期间，这对党员“搭
档”多次主动和值班同事们一起联系江
津区内各大厂商，筹备消毒物品、口罩
等物资。

有一次，他们了解到双福有一家口
罩生产厂，但其有限的库存和生产力，
阻碍了产品的及时供应。于是，他们立即
向组织汇报，并前往厂家下单。为了保障
区内抗疫一线口罩数量，他们足足蹲守在
口罩生产一线一整天，产品一下生产线，
他们就立马将口罩送往区内疾控中心、
医院等抗击疫情的一线人员手中。

“我没有医生那样的技能可以拯救
病人，但是我的双手双腿有劲儿，希望
可以给他们送去一份安心。”袁孝红说，
在家窝着也是窝着，他也希望能为抗疫
一线的工作人员出一份力，以自己的方
式加入战斗。

江津有对党员“搭档”
哪有需要哪就是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