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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奥密克戎感染有明显低龄化趋势
张伯礼：青少年儿童是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应高度关注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珍梅

期末考变闯关游戏
孩子们直呼“好玩”

1月10日上午，青岛南京路小
学一年级的“期末考试”正式开
始。与往年不同，考试铃声响起
后，学生们并没有领到试卷，而是
每人手持一本《小公民通关手册》
和指示图，被班主任老师领到5楼
图书馆。平日里严肃、安静的图书
馆在老师们精心设计下变身“智
慧王国”。在“智慧王国”里，孩子
们将要完成“中餐厅”“世界之窗”

“穿越历史线”“遨游太空”四个主
题的闯关游戏。

“H e l l o”“How d o y o u
do”……进入“中餐厅”，孩子们使
用英语和“监考老师”打招呼。监
考老师的热情回应，更让孩子们
心情放松。随后，孩子们进入点菜
环节。在这份极具中国地域特色
的菜单上，菜名全部是拼音。孩
子们要点哪道菜，大声拼读出
来即可。每道菜后面都有价格，
点完菜后学生需要把菜品价格计
算出来。

“狮子的左边是什么动物？”
“你最喜欢哪个动物？请看看地
图，找找它的家在哪儿？”在“世界
之窗”的“小小向导员”关卡，黑板
上有序排列着各种动物。孩子们
根据监考老师的方位提示回答问
题，随后在地图上找到自己喜爱
的动物的居住地。

“穿越历史线”主题闯关最受
孩子们欢迎。在这里，古诗走下语
文课本的神坛，变成了“时空格
子”。地面上，20个汉字被随机写
在20个不同颜色的方形格子里。

学生通过跳格子的方式，读出正
确的诗句。随后，他们还要用英语
说出格子的颜色。

“哇！我已经完成了3个闯关，
得了30个印章了！”一年级二班的
王昊阳高兴地蹦了起来。

设计游戏并不比
出题简单

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期末
考试也是“双减”政策落地后的首
个期末考试。记者了解到，在一、二
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的要求下，各
学校都根据学科课程标准的相应
要求，开展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的无纸化期末测评。

1月7日，青岛宁夏路第二小
学开展了“语文游园会”和“数学
步道—游乐场”活动。游园会设置
了“小马过河”“美文诵读”“课文
大转盘”“你指我读”“经典积累”
五项闯关关卡。每过一道关卡可
以得章，集满五章即可获得闯关
证书。另外，还设置了特别闯关
项“甲骨文猜猜看”，结合学校
甲骨文特色，引导一年级学生
趣味识字，溯源识字。针对数学
考试，学校则设有“小鲤鱼跃龙
门”“数的世界”“奇妙的世界”

“我是购物小达人”四个主场，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闯关。

南京路小学教导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次考试可谓

集合了各学科和年级组老师的
集体智慧，远比出一张试卷费
心费力。这几个闯关，每个都是
精心设计，层层升级，既要能考
查学生本学期相关的知识，又
要有趣、有意思。此外，各项闯
关主题打破单一学科界限，将
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
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并结合
时事，融入了“冬奥会”“神舟十
三”等热点元素。

比如，在“世界之窗”里的“冬
奥会”关卡，考查学生的拼读能
力，同时也能体现孩子们对“冬奥
会”的相关了解。在“教原始人”认
字环节，考查了学生的书写能力
和计算能力。

“玩中学，考中评”
其实早有先例

趣味十足的考试，深受学生欢
迎。“这样的考试太好玩了，我还想
再考一次。”一年级二班的王昊阳
手里拿着通关手册，高兴地告诉记
者，这次考试他一点也不紧张。4个
关卡统统顺利通过，一共获得了41
个印章，相当于满分。

在青岛，小学低年级期末考
变为闯关游戏并不是今年才有
的。早在2018年，青岛市市南区实
验小学就将1年级变成融合多学
科知识的闯关游戏。

市南区实验小学校长朱雪梅
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
今年学校对1-6年级的期末测评
进行了创新和升级。结合学校的
海洋教育特色，上周，学校对全校
1-6年级全体学生开展“城海游
学”跨学科的学业实践性评价，每
个年级都在一个设定的情境中展
开闯关游戏，有红红火火过大年
的，也有有关抗疫的，这些测评侧
重学科融合，考查学生用所学知
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本
周三，学校再对一、二年级学生
开展无纸笔考试，这次考试也
是以游戏闯关形式进行。

对于这样的考试类型，多数
家长表示赞同。他们认为，一年级
的孩子处于幼儿园和小学的过渡
阶段，知识传授其实并不是最重
要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学习
信心的呵护才是最重要的。

学生被感染的

风险较高

继1月8日天津一天内公布20
例新冠阳性感染者之后，9日又排
查出20例感染者。病毒溯源结果
显示，目前发现这40名新冠病毒
阳性感染者均是奥密克戎“惹的
祸”。截至1月10日15时，天津市已
完成全市核酸采样9624938人；已
完成检测的3427807人中，除报告
的阳性感染者外，其他均为阴性。

张伯礼表示，这次天津疫情
是奥密克戎变异株首次在我国本
土发生社区传播，确实传染性很
强，但症状并不明显，隐匿性也
强，更容易多点散发或集中暴发。

当下正值学生放寒假、大学
生返乡时期，学生社会接触比较
广泛，被感染的风险较高。张伯礼
建议，将中小学等少年儿童可能
聚集的场所纳入疫情防控重点，
予以关注。

“疫情能隐匿传播与奥密克
戎变异病毒的特性不无关系。”张
伯礼分析，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感
染患者多表现为无症状或轻症感
染，隐匿性较强，患者就医主动性
不足，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也
是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当前防控的
难点。同时奥密克戎变体相比之
前的德尔塔病毒传染性更强，目

前天津的疫情也表现为中小学生
等低龄感染群体比例较高，这也
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表现出的新
特点。

疫苗防重症
非常有效

“物极必反”，张伯礼表示新
冠病毒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虽
然传染性增强，但海外多个临床
观察研究显示，其毒性反而有减
弱趋势，表现为无症状者多、肺的
损伤较轻、重症患者较少等，“我
们正在密切观察和总结天津疫情
这方面情况”。

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张伯礼认
为，要严防境外输入，防人也要防
物，特别是口岸城市及冷链货运环
节是重中之重，这是遏制奥密克戎
的境内传播的关键。并且按照奥密
克戎变异毒株可能在我国其他地
区传播的情景做好预案，加紧研制
奥密克戎毒株疫苗，开展新冠病毒
变异规律基础研究。

目前数据显示，西安和郑州
的疫苗接种率超95%，但仍旧出
现局部疫情。张伯礼认为，这一定
程度说明疫苗保护力在下降，变
异病毒存在免疫逃逸现象，“但根
据目前研究结果看，它对于防止
转向重症率和死亡率的效果还是
很好的，有效率可以达到80%～

90%”。所以他建议依然要加强疫
苗的接种，提高疫苗覆盖率。若无
特殊情况，民众应尽快接种疫苗
加强针。

建议春节期间
减少聚会

春节临近，天气寒冷，较低的
气温非常有利于病毒的生存，张
伯礼认为，今后这段时间，依然是
对抗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关键
时期。针对隐匿性传播、多点散发
伴随局部暴发的疫情流行形势，
要积极应对，精准防控。

他建议广大公众做好个人防
护，坚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勤通风，特别注意不宜过
度疲劳，保持充足睡眠，将身体调
节到最好状态是最有效的预防手
段。同时他建议，“春节将至，希望
大家就地过春节，坚持非必须不
出境，减少聚会、聚集等社交活
动。”

根据疫情传播的新形势，张
伯礼提醒各省市应该提前制定疫
情防控预案，尤其是严格封控社
区组织与后勤生活保障及就医看
病等多方面有序协调，一定要提
前制定预案，“请大家相信，我们
有能力在最短时间内阻断疫情传
播，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

拼积木跳格子 游戏就是考试
“双减”后的首个期末考，青岛小学一、二年级这样呵护学生学习兴趣

拼积木、跳格子，去超市购物、餐厅点餐……你以为这是哪个学校的运动会，不！这是青岛小学生的期末
考试现场。本周起，青岛中小学生进入期末考试时间。这也是“双减”政策落地以来的第一个期末考。在小学
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的要求下，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了解到，很多学校设置了形式多样的闯关
游戏或趣味十足的游园会，将学科融合，并结合平日表现，对孩子们进行综合评价。

小学生们在游戏中迎来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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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指出天津此轮疫情一个值得注
意的特点，即已发现的40人中，有23例为中小学生。他认为，“从天津目前疫情排查情况发现，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有明显低龄化趋势。”他提醒，青少年儿童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主动
就医意识不高，是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应高度关注。

山东春运预计发送旅客较去年增长34％
“两个减少三个加强”抓好疫情防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曹青云

记者从1月10日召开的2022
年山东省春运电视电话会议获
悉，今年山东省春运面临着非常
复杂严峻的形势，疫情防控面临
极大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
据预测，今年春运全省旅客发送
量将达到2850万人次，较2021年
增长34％左右。

为科学精准、从严从紧抓好
春运疫情防控，山东省将重点做
到“两个减少、三个加强”。

两个减少：一是减少人员集中
流动。及时跟踪落实务工人员错峰
返乡返岗、高校学生避峰放假开
学、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接待等
措施，科学精准做好分区分类出行
管理，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

决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二是
减少人员聚集密度。客运企业严格
落实“一米线”设置，增加进站和安
检通道，采取线上售票、人脸识别、
刷证核验等非接触方式购票、进
站，减少客运场站人员聚集，严格
控制载客率。三个加强：一是加强
个人防护。对春运服务保障一线人
员每7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严格
落实交通运输场站和交通运输工
具体温检测、戴口罩、查验健康码
等要求。二是加强农村防控。农村
客运企业落实落细进村公交疫情
防护要求，严防疫情通过交通运输
工具传播。三是加强疫情应对。公
铁水航各单位与卫生健康部门加
强沟通衔接，针对突发疫情可能引
发的交通管控、客流突变、停班停
航等情形，提前制订应急预案，加
强在途疫情应急处置。

新华社郑州1月10日电 河
南省安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办公室10日紧急提醒，当地8
日筛查发现的2例核酸检测阳性
人员，经河南省疾控中心实验室
病毒全基因组测序，显示两人感
染病毒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BA. 1分支，经分析比对，与天津
市津南区现有本地疫情属同一传

播链。目前，河南正同时迎战德尔
塔和奥密克戎。

自2021年12月31日以来，河
南洛阳、许昌、郑州、周口、商
丘、信阳、安阳等地相继发现新
冠肺炎阳性病例。据河南省卫
健委数据，截至1月9日，河南本
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289例。

河南同时迎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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