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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路，他们共同走过
——— 高青一中教职工担当作为 疫情封闭期间献爱高三学子

四月是春光明媚、生机盎然
的季节！花儿肆意绽放，柳枝尽
情摇摆。校园外已是草长莺飞，
校园里全封闭管理、全身心备
考。在全封闭管理的第12天，校
园迎来解封的好消息。

于平常，12天并不算长；而
在特殊时期，这12天将深深刻在
高三师生、家长的心坎上！

3月29日，经上级部门核验
合格，高青一中高三1911名学生
复学，实施全封闭管理。与之同
时封闭的是，该校186名教职工
及其家属、餐厅物业工作人员
等，共计338人。他们克服种种困
难，24小时在校工作、生活，陪伴
高三学子们一起度过这段特殊
而宝贵的学习时光。

高三复学，全封闭状态下，
很多教师带着孩子，将家安在了
学校。也有很多教师将年幼的孩
子和需要照顾的老人托付给其
他人照料，他们将对家人的牵挂
暂时放下，自己封闭在校园中、
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高
青一中人用行动践行着这一拼
搏誓言。高三顺利复学的背后，
是该校教职工的无私奉献。

有的教职工家庭两个人都
在高三，带上孩子，封闭在校，一
只手牵起自己的小家，一只手牵
起学生的未来，他们在以尘雾之

微补益山海，献萤烛末光增辉日
月。有教职工做通家属工作，家
属不在高三支援高三，家属不在
一中支持一中，跟随入校、处理
家务，当起坚实后盾，他们以半
边天的无私付出撑起另半边天
的全心奉献。有教职工老人身体
抱恙，需要子女时时陪伴和照
顾，他们心里放不下便将老人一
起接来学校。即使自习、联排都
是家常便饭，他们多数时间都在
备课、教学，但老人在身边心里
总多一份踏实。

孩子还小，可能并不知道自
己为什么要离开家跟着父母来
到学校，但老人一定知道，这是
为人子女和为人父母的责任，是
为人师长的奉献和坚守——— 知
责于心，履责于行。

有的教职工，家属或是军人
坚守边疆保家卫国，或是医务人
员征战抗疫一线，或是保障民生
工作连续加班……在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双线作战”中挺起
坚实的脊梁；这一边他们的爱
人，带着一家老小封闭在校，在
这场疫情防控与教育教学“双战
役”中争当先锋。有的教职工，将
刚刚断奶、哇哇啼哭的幼儿托给
父母照料，只因“小家是家，学生
也是家人”，高三备考分不出那
么多心来，“妈妈暂时只能委屈
小小的你”。谁说当今社会没有

英雄，我们的老师正在以自己的
青春谱写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
之歌、英雄之歌。

或许有人会质疑，封闭在校
也无非就是备课、上课、批改作
业、自习辅导，也就是关了校门
做与以前同样的事情。那是你们
没有看到，集体备课老师们激烈
讨论，过筛线上教学每一处遗漏
与不足，校准专题复习每一个环
节与步骤，试图将有限的复习时
间掰成八瓣用；没有看到，课堂
上老师们尽最大可能提问到每
一名学生，课下教室里、办公室

“一对一”，走廊上、校园里边走
边谈，问学习、问生活、问心理、
问思想，寻根抽线，竭力将学生
的学业夯到更结实；没有看到管
理人员和班主任们，从早晨到中
午到晚上，时间连成线、忙成串，
一边落实着疫情防控的各项措
施，一边理顺着学生的常规习
惯，将千根线引到一根针里，将
学生的精气神提到最饱满；没有
看到，人手不够，班子成员撸起
袖子，一箱一箱地搬物资，后勤
团队日行20000步“马上办”，更
化身施工队，主动维修道路，为
师生铺好放心路。

“孩子们还有两个月就高考
了，要全力维护校园的健康和安
全”。为此，该校在每天上午对物
业、食堂、安保等高暴露人员和

教职工及家属进行核酸检测，每
天下午大课间对学生进行全员
核酸检测。县中院、二院的“大
白”们天天如约而至，级部管理
团队全员盯靠、服务，学校班子
成员全员指导、协调，近两千人
井然有序、半个多小时完成，让
学生能够全身心投入学习。

学校全力保障封闭期间的
工作、学习、生活所需，然而吃、
穿、住、行上总有诸多不便之处，
在校教职工坚持着、咬着牙挺
着。住：学生公寓，一样的上下层
架子床、一样按时开关灯；吃：
肉、蛋、蔬菜、面食能够保障，却
没有在家吃的随口、吃的舒心；
穿：天气冷热交替，替换衣服不
够，找件对付一下、应付一下。最
难的是，牵挂学校外的父母、丈
夫、妻子和孩子，不能为他做上
一顿热乎乎的早饭，不能为她送
上一杯不烫嘴的热水，“吃饱了
吗？”“穿暖了吗？”“身体好些了
吗？”想和孩子视频却不敢，怕泪
水止不住……被隔开的距离不
怕，被隔开的情放不下。

教师为学生，舍家顾业；学
校为教师，陪伴解忧。在校干部
全员靠前站，走入教室，和老师
们一起上好“复学第一课”“第二
课”……；走入备课组，和老师们
一起教研、一起磨课，让众人的
心汇成一颗鲜红的同心，铺就学

生前行的路。教师在一线奉献，
学校在背后支撑，唯愿解忧。聘
请两名幼儿教师，封闭在校办
园，为随父母入校的职工子女提
供幼儿托管服务。有桌椅、有书
籍、有玩具，17个孩子软嫩的嗓
音 、轻 灵 的 动 作 、可 爱 的 笑
脸……每一份笑靥都是每天最
大、最甜的期待与慰藉。

笔下写出的是感人事迹，笔
下写不到的是大写的“师”字、写
不完的是更多的感动。其实，哪
有那么多岁月静好，只因背后有
太多的奉献和坚守。这期间，有
一份是属于教育人、一中人的厚
重担当。

因此，我们想对他们说，无
论你是封闭在校奉献备考，还是
居家备课线上教学，抑或是校内
校外服务保障，请给自己点个
赞！只因这一段路，他们一同呵
护学子的梦想，也相信在不远的
日子，他们将一起观看雄鹰展翅
飞翔，一中桃李满园。

四月春光别样明媚，高青一
中因你们而美丽、多彩。（周进）

高青三中：顺利返校复课复学

4月13日，高青三中初四初三
学子顺利返校复课复学。在门口
学校领导、教师志愿者、公安、交
警严阵以待，静待学子归来。为避
免扎堆，聚集，学校实行错时错峰
返校，严格落实防疫规范流程，在
老师和志愿者引导下，学生保持1
米以上间隔、佩戴口罩、消毒、排
队有序通过测温通道进入校园，
进入教室，秩序井然，平稳安全。

在教室，班主任精心准备复

学第一课，内容涵盖疫情防控、心
理关爱、健康教育、校园安全、线
上线下衔接教育等，力争使学生
尽快进入正常状态。

下午，按照规范要求，建立两
个核酸检测点，学生持精心制作
的二维码，有序进行核酸检测，确
保一人不漏。

据悉，为实现学生安全顺利
复学，高青三中成立校园疫情防
控专班，建立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预案，多次召开校园疫情防控和
复学工作会议，严格按照规范流
程进行桌面推演，反复推敲，抓细
抓实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
实行封闭式管理和教师两点一线
点对点运行轨迹管理，建立“一人
一档”师生健康档案，从学生的
吃、住、行、学等方面制定了详细
的预案、制度，定人、定岗、定责，
确保学生在各个环节的人身安
全，学习安心。 （王克锋）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复学第一天侧记

4月19日，荆山路小学复学的
第一天，孩子们和老师像久别的
朋友，相约在荆山路小学的校园，
开启新学期的校园生活……

为有效防控疫情，确保复学
安全，全校师生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要求，错峰入校。

从7点40分开始，学校分时

段、分班级，安排学生入校。学生
穿着整齐统一的校服，按照要求
佩戴口罩陆续到校，在老师们的
组织指导下，排成一列纵队、间隔
一米有序经过体温热感应检测
区，精神抖擞地进入校园。班主任
在教室门口等候学生并进行第二
次体温检测。

此外，各班班主任精心准备
了开学第一课——— 以《疫情防控
安全教育》为主题的班会，给孩子
们讲解防疫知识，还对学生进行
了食品安全教育、防溺水教育、学
校一日常规培训等。

课下，同学们井然有序入厕、
接水，进行各项课间活动。（孙静）

张店区齐德学校（小学部）

有序开展线上教学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
教学工作，齐德学校(小学部)全
体师生开启“停课不停学，离校不
离教”线上教学。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学校积
极部署，组织教师下载线上教学
平台，并进行了相关培训。此外，
班主任提前做好摸底排查学生线
上上课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同时
根据课程表对线上教学制定相关
教学计划。

任课老师积极加入班级群，
下载教学软件、熟悉教学流程、讨
论更好的教学方式，精心备课，认
真指导学生学习，及时在线批改
作业。 （王灵凤）

高青县千乘湖小学

核酸检测保安全复学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切实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和身心健康，确保教育教学工作
顺利进行，近日，高青县政府副
县长顾丛丛到千乘湖小学检查
指导核酸检测点组织保障工作。

顾丛丛实地查看并详细了
解采样点区域划分、检测工作流
程、现场秩序维护、防控措施落
实等情况，对学校本次核酸检测
工作给予肯定。

同时，顾丛丛还强调要进一
步从严从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举措，切实阻断疫情传播渠道，
筑牢校园安全墙。

（徐雪飞）

经典书目报告会 近日，沂
源县振兴路小学举办了“遇见最
美朗读者”经典书目报告会，进一
步拓宽丰富师生的读书范围。

(任振华)

宪法主题教育 近日，沂源
县振兴路小学开展了宪法系列主
题教育活动。让全校同学了解关
于日常生活和学习息息相关的未
成年人相关法律知识。（任振华）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开展家庭教育专题培训

为增强家庭教育能力，凝聚
家校共育合力，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近日，振兴路小学开展了家庭
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
会。学校心理健康老师结合自己
多年的经验，以身说法，指导家长
们给孩子创设稳定、和谐、民主的
家庭氛围。 （任振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红色云展厅”进校园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
园开展“红色云展厅”进校园活
动。组织红色展馆网上参观、红色
主题论坛、红色主题班会、红色思
政课等活动。 （谭杨杨）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智慧家长大讲堂活动

为发挥家庭教育在少年儿童
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日前，潘南小学举行
了“智慧家长大讲堂”活动。以“孩
子玩手机上瘾怎么办”和“给孩子
好的家庭教育”为主题，深入浅出
地讲解如何处理孩子沉迷手机的
难题。 （马玉萍）

桓台县田庄中学

师生有序错峰返校复课

近日，田庄中学实行错时错
峰上放学，有序进行开学复课。
老师们分级部定点定位置进行
分工值勤，早上六点半，值班领
导、教师、安保人员一一到位，指
导学生们保持安全距离依次进
行材料核验、手部消毒、通过红
外测温通道，有序地进入校园，
并分流按照指定路线到对应教
室找班主任报到。

在教室门口，班主任微笑着
迎接每一位学生，再次进行体温
检测并耐心询问学生近期情况、
核查各项证明，精准掌握每一名
学生的身体状况，再三确认确保
无误后进入班级。 (崔梦麟）

经开区铝城一中

开展抗疫主题征文活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次肆
虐，围绕生命的可贵，健康的重
要，习惯的养成，情绪的控制，灵
魂的触动，信念和温暖的力量，生
命和死亡的较量，感恩和使命的
担当等主题，铝城一中开展抗疫
主题征文活动，积极组织学生拿
起手中的笔或书或画一个个耳闻
目睹的抗疫故事，书写一个城市
的众志成城和使命担当。

在这堂特殊的人生大课中，
学生们从不同视角讲述了亲身经
历或见证的抗疫故事，描写了身
边真实的先进人物，其中有医务
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
围绕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抗疫故
事和感人事迹，学生们用文字表
达了全体淄博人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抗疫
精神。 (王立水 赵永志）

公 告
张 晓 萌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321198810072427)因你擅自离

职旷工(离职超过15天)，未办理解

除劳动合同手续，并拒绝在相关通

知文件上签字，严重违反公司劳动

纪律相关规定，根据《劳动法》及《劳

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与你

解除劳动合同，请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30天内回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逾期不办，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送达。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
202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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