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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夏咸芳、通讯员陈明、雷正报道：“廖董事长你
好，谢谢振宁押运公司和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34天来对我们龙泉
佳苑小区疫情防控工作的付出和支助，我们龙泉佳苑党支部4名支
委今天代表小区352户、1251位居民特地送上锦旗表达感激情
……”3月24日上午，温泉十六潭社区龙泉佳苑小区党支部书记李万
定等一行四人专程来到市振宁押运公司，将一面绣有“休戚与共、守
望相助”的锦旗送到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廖建辉的手
中，感谢振宁押运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在疫情期间对小区的无私奉
献和有力援助。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市振宁押运公司党支部积极响应市
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党委的部署，结合市委组织部开展“亮身份、
践初心、比作为”党员志愿活动的安排，在安全、高效，确保全市武
装押运“零疫情”的前提下，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下沉到3个社
区6个小区，认真开展疫情防控党员志愿活动。

特别是在十六潭社区龙泉佳苑小区发现3例确诊病例的情

况下，该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闻令而行、听令而动”坚守一线34
天，累计排查居民500余户，测量体温出入登记1900人次，配送
物资400余次，在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该小区再未出现新增病例。

与此同时，公司党支部还与小区党支部结合抗疫志愿服务，
共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学习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结合香城义工
服务，清扫该小区内5条马路和3个空场，以及3幢楼顶露台垃
圾；结合特困群众服务，组织慰问小区内陈敬发、高素荣2位孤寡
老人。并与小区党员共同组织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重温入党誓
词等。振宁押运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下沉小区抗疫，传递了“休
戚与共、守望相助”的温情和力量。

锦旗是荣誉，更是责任。廖建辉在接过锦旗后，深有感触地
说：“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不仅仅是一面普通的锦旗，
它代表着龙泉佳苑小区居民对公司党员志愿活动的肯定，激励和
鼓舞我们全体党员要更加努力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志愿服务暖人心 社区致谢送锦旗

市实验小学教师在疫情防控中，志愿值守，他们勇冲前线；线上教学，他们不断创新；
保护学生，他们尽其所能。展示了教育“疫”线人的责任与担当。

教育“疫”线写担当
——来自市实验小学抗击疫情的报道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3月17日，601班平安，504班平安，
202班平安…”这样的接龙每天都发生在
实验小学的教师群里。

市实验小学副校长刘安平介绍，面对
新型肺炎疫情，市实验小学教师发展处和
学生成长处实施网上远程家校联动。全
校 87个班班主任和科任教师通过班级
QQ群加强与家长密切联系，实行疫情每
日一报制度，在每天下午4点前将本班学
生安全情况在群里上报。“排查过程中，我
们总共有发现8名学生接触过感染者。”

“我班上有一位同学接触过感染者，
曾在酒店接受了14天的隔离观察，目前情

况一切都好。”实验小学605班的班主任曹
三桂表示，对于这些学生，会重点观察，持
续跟进，确保其的安全。

“现在家长们报平安的时间越来越早
了。”曹三桂笑着说，经过这段时间每天的
报送，家长们也已经养成习惯，每天早早
的会在群里报平安。“有时候有些家长忙
于工作，可能忘记在群里报平安，我们也
会逐一和家长电话联系，确保每个孩子都
落实到位，保证每一个孩子的健康安全。”

不仅如此，实验小学的老师们还会通
过QQ群、微信、网站等向家长和学生宣传
新型肺炎最新状况和相关知识，让孩子和

家长提高认识，保持警惕。
“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学生家长的情

绪安抚工作。”刘安平表示，要引导学生和
家长理性认识、科学防控疫情，避免过度
恐慌，增强疫情防控的意识和信心。“全校
5300名师生均平安无事。”

目前，市实验小学正在按照市教育局
统一部署，认真做好学生开学前的各项准
备工作。依次对校门、教学楼、以及校园
环境进行检查，重点对校门热成像系统、
学校安全保卫工作情况、楼梯围栏、校园
周边、消防器材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
查，防疫工作重点前移，设置了健康观察

区、隔离室和疫情防控办公室，制订了11
种疫情防控制度，同时针对后期疫情防范
加强了校门管控、安置了围栏水马，最大
限度减少校园的人员流动，重点对学生入
校排队、体温检测、隔离区设置、发热情况
紧急处置等流程进行演练。做好校门进
一步严格管控，为确保学生开学工作顺利
开展作充实准备。

校长杜小清表示，开学前，学校将邀请
市疾控中心专家对全体教职工进行防疫培
训，还将请家长协助每天早晨在家为孩子测
一次体温，方便班主任第一时间掌握学生身
体状况，家校联动确保每一位学子的安全。

家校联动保平安

2月3日起，我市学校开展“停课不停
学”线上教学和学习答疑辅导。实验小学
的老师们也迅速行动起来。

“线上教学是非常时期的特殊教学形
式，也是我们首次以这样的方式开展教学
活动。”实验小学课程管理处主任王小明
告诉记者，市实验小学根据教育局安排，
结合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情制订了“停课不
停学、宅家快乐学”的教学方案。

“线下教育以学校为载体，而学生的
线上学习条件则各异。”王小明表示，实施
过程中，班主任会对每位学生的居家环境

进行全面了解并统计分类。通过电视观
看的，有终端信号的，终端信号较弱和无
终端信号的，分别布置学习任务，对于无
终端信号的学生电话联系，并针对学生实
际制定个性化方案。

“此次线上教学我们做了许多创新。”
课程管理处副主任李霞介绍，为丰富教
学，特别开展了线上经典诵读活动；感恩
教育、生命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设置
拓展课程：我的兴趣爱好。下午四点以后
鼓励学生选择喜欢的课程：电脑编程、钢
琴、小提琴、书法、美术创作、科技制作等。

“不同于线下的直接互动，线上教学
中，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反馈差异大。”
李霞表示，对此，则鼓励学生展现居家学
习成果，制作美篇、发表美文等，通过多种
方式获得反馈。

记者在304班肖妤轩的美篇中看到，
她的一天除了学习、还包括练习舞蹈、写
日记、和家人一起做家务等，十分丰富多
彩。

考虑到线下教育中，家庭教育对学生
的重要影响。对于医务人员子女，实验小
学则制定了《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医务工作者子女开展网上学习辅导的
方案》和《学生在家生活指南》，专门成立
了“线上教育辅导团”。

班主任和老师通过QQ群、微信群和
电话，帮学生制定个性化生活学习方案和
学习计划、布置作业、实时答疑、推荐资
源、心理沟通等。

经统计，市实验小学所有的医务人员
子女分布在全校 65 个班共计 160 名学
生。经过与家长沟通，共计37个班66个
医务人员的子女需要辅导，74个老师参与
了学生在线辅导。

线上教学勇创新

咸宁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清扫校园为开学做准备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潘天文报道：“虽

然还没有接到开学通知，但是我们已经在为开学做
准备了。”3月15日上午10时，记者在咸宁外国语学
校初中部看到，该校近30名老师正在清扫校园，清
理校园内的垃圾。

校园内，老师们挽起袖子，提着垃圾袋，拿起火
钳，拾起笤帚，对校园内外进行全方位清理打扫。

今年春节以来，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
绊住了许多人出行的脚步，推迟了各个学校里老师
和孩子们相见的日期。当该校初中部老师许丽琴
在群里发出清扫校园的倡议后，其他老师们积极响
应，纷纷接龙报名。

“大家都太想美丽的外校，太想可爱的孩子们，
都希望出份力。”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迎接学生安全返校，营造整洁卫生
的校园环境，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初中部教师组成
志愿者队伍开展了此次校园清洁活动。

“我是党员，我先上！”说这话的是咸
宁市实验小学综治办主任王亚平，学校防
疫志愿者工作队队长，也是一名7岁女娃
的父亲。自疫情爆发以来，在和爱人简短
地做通思想工作后，他义无反顾地全程参
加一线防疫工作，至今没有休息过一天。

市实验小学有三个包保点，分别是希
望桥社区大楚城、肖桥村学雅芳邻小区、
实验小学宿舍区。大楚城共1870户、实际
入住近900户，2800人，是其中人员最多，
难度最大的一个点。

2月初，随着大楚城有被确诊病例公
开，王亚平主动请“战”，带队参加小区的

防疫工作。在防疫期间，他每天早出晚
归，不但亲自参加入户排查、小区门口值
守，还担当起防疫工作队的后勤保障工
作，常常晚上12点多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躺
下休息。

和王亚平一起值守的还有入党积极
分子苏海波老师，疫情防控期间总是忙里
忙外。更有市实验小学的战疫“父子兵”
龚一敏和龚主棹。

在大楚城门口值守的时候，他们总是
耐心解释，劝回了很多要出小区的业主。
入户排查的时候，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还
会提醒业主带好口罩，隔着门缝交流，完

了还不忘唠叨两句，“注意防护，勤洗手，
勤消毒，保护好一家人”。

不少大楚城业主感叹，“实验小学这
些志愿者，真是耐心又贴心，说话做事给
人暖暖的感觉”。

刘安平此次专门负责学校卫生防疫
工作，负责制订学校防控工作方案和防疫
预案，组织党员团员教师下沉社区一线，
第一时间组织班主任以最快速度进行班
级摸排。

2月12日深夜12点，接到校长杜小清
电话的他当即表示第一个到大楚城小区
带队值守。

为了让自己全身心投入这场防疫战，
为了防止因自己经常出入造成人传人感
染，刘安平还将原本来温泉过年、享受天
伦之乐的78岁高龄双亲搬至妹妹家居住，
自己则早出晚归，与家人主动隔离，一个
人在家中阳台上搭起了地铺睡觉。

对此，他表示：“不想将危险带给家
人。更怕在防疫的关键时期，工作有任何
闪失”。

志愿值守冲在前

鄂南高中

教师深情寄语学子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李先卫报道：2020

年的这个春天，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教师与
莘莘学子分隔两地，但疫情阻碍不了冬去春来的步
伐，更阻碍不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割舍不断的情谊。
开学在即，鄂南高级中学的老师们纷纷拿起了笔，
写下了对同学们的期许，鼓励和关爱，将牵挂、嘱托
和希冀化成了一则则“特殊留言”。

“亲爱的同学，不见面久矣！愿重归校园时，归
来的你们，是那个收获满满信心满满的少年！”“握
好自己的笔、读好自己的书，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
再相会。”……

疫情无情人有情，“隔”舍不断师生情。同学们
也纷纷留言表示，看到老师的寄语，感觉特别温暖
感动，很受鼓舞，学习起来也更加愉快，他们一定会
听从政府和学校的统一安排，在家期间会努力学
习，长知识，学本领，将来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为祖
国做贡献。

市直十所学校（幼儿园）

配备红外线测温仪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报道：3月24日上午，中

广核咸宁公司向市教育局捐赠5台价值40万元的
红外热成像测温仪，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该红外热成像测温仪能以非接触方式进行体
温筛检，具有探测范围广、反应速度快、测温灵敏度
高且精准等特点，可实现多目标同时体温检测，能
有效防止操作人员与其他人的交叉感染。

据悉，这批测温仪将分配给咸宁职业技术学
院、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市
实验小学，有效缓解校园测温仪紧缺的难题。

此前，湖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咸宁分公
司捐赠80万元购置15台红外线测温仪，已配备给
市直各学校，包括鄂南高中、市温泉中学、市实验小
学、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外校玉泉校区、东方外
校、市直机关幼儿园、市交通实验幼儿园、咸宁职教
（集团）学校。

目前，市直十所学校(幼儿园）已配备红外线测
温仪等高科技防疫设备，开学后学生进入校门时，
可以科学有效地进行体温筛查。

此外，为加强校园安全、学生健康管理，切实保
障市直教育系统开学后防控物资需求，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已调拨530把额温枪交
由市教育局发放给市直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确保每
班1把；调拨84消毒液12吨、酒精及洗手液14吨，
分配给市直学校（含高校）；同时，为市直学校贫困
生及教师准备口罩15.36万个。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回家的感
觉真好，感谢教育局。”3月18日，赤壁市教
育局与汽运总公司携手，前往湖南省岳阳
东站接滞留在省外的教职工返回赤壁。在
岳阳东站现场，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谢丹
激动地说。

此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滞留
在外地的教师回赤壁遇到困难，为做好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准备工作，确保教师到岗，
对此，赤壁市教育局高度重视，通过各种途
径组织滞留在外地的教职工返回赤壁。

18日晚上19点16分，在湖南省岳阳

东站，最后一辆旅游大巴顺利出发，踏上了
返岗之路，当天，赤壁市教育局共接回在赤
壁市工作的教职工及家属163名。市教育
局工作人员在现场采取了防范措施，所有
教职工及家属都经过检测，体温正常，佩戴
口罩并凭健康证明及接收证明登车。

能够乘坐赤壁大巴返回家园让这些滞
留在省外的教师十分激动，纷纷表示感激
之情：“感谢赤壁市教育局的暖心之举，希
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我们可以早日走上
教学岗位，为培养祖国的栋梁之才作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赤壁市教育局赴湖南岳阳

接回163名滞留省外教职工

教育 热点

周西明遗失赤壁商城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2600075986，特声明作废。
武汉市建成电气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咸宁市分行咸安区支行营业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360000813502，账号：42001696008053002295，特声明作废。
赤壁广播电视台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开具给赤壁乾泰恒兄弟茶业有限公司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张（报账联），发票号码：80471535，发票代码：042001900104，特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咸宁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
就《咸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委
托环评单位开展环评工作，现已形成
《咸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现将咸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
目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单位名称：咸宁市政府投资项目
建设管理局

联系人：肖强
联系电话：17720359290
邮箱：254602134@qq.com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咸宁大道168

号住建大厦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JGFD1qPtl_GpHncESpI_8w 提取
码：m7a7）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请到以上地址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可按照下方链接格式填写意

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

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公众可以依
法另行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
s/1kHa4oHRtgbVDpFJ-A10zHA

提取码：sswm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

和途径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在公示发布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信函、传真、
电子邮件、电话联系方式，将与本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我
单位。在提交意见时，鼓励公众采用
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交有效的联
系方式及常住地址，以便根据需要反
馈，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
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3月24日-2020年4月7日。

咸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