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 2020 年 3月 26日 /�星期四 /�专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解素蔚 /�美编 丘淑斐 /�校对 李红雨教 A16

在各种物资层面助力抗疫防
疫的同时，还有不少高职院校及师
生们专门定制或创作了各种文艺
作品，为社会各界传递正能量。

2 月 19 日上午， 由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曹
群教授领衔、由广州市各级各类学校
和教研机构的 10 名优秀思政课教师

共同参与的系列思政微课堂，在广东
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开播。该系列课
程是为了让宅家的学子们不忘养德
修身、学习将理论联系实际而紧急专
门开发的课程。该校珠宝学院组织党
员师生和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学生，
以“饰笔为言，艺战疫情———致敬最
美逆行者”为主题，积极开展首饰作

品的创作研习， 一周时间内，137 名
师生共创作 329 幅抗疫首饰作品。

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也在全
院师生中组织开展了“万众一心，抗
击疫情”网络作品征集活动，征集包
括音视频、书法、文字、海报、漫画、
摄影等方面的作品， 在不到一周的
时间内，投稿作品达 140 余件。 在这春暖花开、桃红柳绿的

日子里，因为疫情，教室里少了
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操场上
没了孩子们嬉戏的叫喊声，一
切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 广东
省援藏干部， 林芝市教育局党
组副书记、 副局长吴珍珠看在
眼里， 急在心里。 为响应国家
“停课不停学”的号召 ，确保林
芝孩子能够如期学到新知识 ，
线上教学准备工作迫在眉睫 。
吴珍珠和广东教育援藏团队 、
林芝当地教育系统干部老师群
策群力， 确保了林芝市 3 月 9
日线上教学正常有序。

自 1 月 27 日教育部发布延
期开学以来， 吴珍珠线上办公，
主动谋划延期开学解决方案。 她
积极协调，并获得华南师范大学
支持，华师免费开发出 ppt 全屏
直播与视频同步的直播录播软
件， 并安排专人对林芝市教研
员、电教员、校长、教师在线辅
导， 令近 4000 名教师基本掌握
了直播、 录播课程的操作流程。
同时，她协调为林芝市中小学在
线 课 堂 及 时 搭 建 了 华 南 师

大———林芝教育云“停课不停
学”智慧课堂免费平台。

此外， 为了迎接线上教学高
热度和高流量带来的支付压力，
吴珍珠多方协调，最终由林芝电
信为林芝市线上教学活动提供
了长达三个月的免费视频分发
业务，有效确保了全市中小学生
3 万多人在线学习。

据了解，3 月 9 日线上开学
之日，林芝市共上线中小学在线
教 育 课 程 363 节 ， 点 击 人 数
3.92 万 人 次 ；3 月 14 日 新 增
398 节。 黄梦华、滕细浪、吴醒梅
等 27 名援藏教师共录制了 40
多节视频课。

截至 3 月 13 日， 林芝市学
校线上教学活动参与总人数为
30357 人，参与率达 95%。

此外， 吴珍珠还积极发动社
会力量筹备抗疫物资。 截至 3 月
14 日，筹备到了爱心医药外科口
罩 3.1 万个、 一次性防护服 240
套， 通过广州市慈善会争取到民
用护目镜 1500 副。她还为林芝市
教育系统购买到 12 台人脸识别
终端机（带测温仪）等急需物资。

当前， 各地农业企业正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确保农业农村经
济恢复平稳健康发展。 然而，农
业企业普遍存在原料供不上、物
资运不进、产品销不出、用工回
不来等问题，如何助力其解决急
需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近日， 华南农业大学农村科
技特派员闫国琦团队响应广东
省委省政府号召，紧密跟踪企业
在生产和设备使用过程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为台山鳗鱼产业园
企业赶制了一台鳗鱼粉料分级
分选自动设备。

记者了解到， 闫国琦团队在
疫情防控期间得知，台山鳗鱼产
业园广东远宏水产集团由于对
鳗鱼饲料配方优化升级，对粉料
的分选分级工艺有了进一步的
技术需求， 同时受疫情影响，该
企业部分在核心疫区的员工仍
未返工，在粉料加工环节又遇到
新问题。 闫国琦团队在省农村科
技特派员重点项目支持下，根据
企业提出的最新技术需求，加急
购置了一批小型分选机解决鳗
鱼小苗粉状饲料自动分选问题。
团队还为原有设备进行了技术
升级，解决了粗料下料环节较为
繁琐的技术问题。

3 月 21 日，团队 3 位成员携
带设备和工具赴台山市鳗鱼产

业园企业现场，当天解决了企业
提出的所有技术问题。“没想到
科技特派员这么快就来到现场解
决了技术难题，还对工人进行技
术培训。 ”分管饲料加工厂的陈
经理激动地说。

闫国琦告诉记者， 团队根据
企业的未来实际需要， 在现场设
计了饲料加工半自动化设备整合
升级框架性方案， 每一个环节都
与一线工人深入沟通。 下一步，将
实现全部种类鳗鱼粉料自动分选
和下料自动装袋等功能， 进一步
减少人工、提高产能。

护理及医学等专业的高职院校师生支援广州海珠区防疫工作

钟南山院士给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师生回信 ， 为他们坚守社区防控工作
一线加油鼓劲

考示范性高中，综评得拿 C 以上！

或“上前线”或捐物资，钟南山院士回信鼓舞师生———

广东教育“组团式”援藏———

搭建华师 - 林芝教育云平台
线上教学参与率达 95%

水产企业复工复产有困难？

华农科技特派员出马
解决技术难题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通讯员 张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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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国琦团队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

广东职业院校每年培养约 80� 万高
素质、 德才兼备的技术技能人才， 扎根
“职业”，突出“育人”。 疫情下，他们“有召
必回，回之能战”，全方位参与抗疫之战：
小到一个人， 果断结束假期回归医药生
产及救治一线； 大到一个组织、 一个学
校，通过开发特有课程、集体服务周边社
区及捐资捐物助力复产复工， 彰显的是
一份份责任和担当。

疫情暴发后，白衣战士
和白衣天使从全国各地奔
赴武汉驰援，或者是坚守在
医药生产一线保障医疗物
资生产。 这其中，就有不少
是高职院校的校友及即将
毕业、正在工作岗位上实习
的学生。

赵建深是深圳市中医院
骨科护理组长， 也是深圳职
业技术学院首批护理专业毕
业生中仅有的 4 位男生之
一。毕业后，他考取了深圳市
中医院，成为该院一名护士。
此次和队友驰援武汉， 他们
进驻的是武汉雷神山医院，
每天工作 11 小时左右。

坚守生产一线同样也
是在抗疫。 赖翠萍是广东食
品药品职业学院 2017 级药
学院一名学生党员。 疫情来
临，她提前结束假期投身所
在实习公司的抗疫生产战
线，该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医
疗机构的基础性输液产品，
她的工作是辅助技术员对
产品进行质检。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石油化工学院 2018 届石
油化工技术专业毕业生吴
炳华、朱秀琴、黄荣彬、梁颂
凯等 8 人，主动放弃春节团
聚时间，奋战在口罩原料生
产第一线。

在这一轮无硝烟的战争中，除
了到一线抗疫，后方的防疫工作也
极为重要。 众多城市里的自愿服
务者群体中，高职院校的师生是其
中主要的防疫服务队伍之一。

2 月 15 日， 为全力支援广州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广州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紧急组建 30 人
抗击新冠肺炎先锋队， 赴海珠区
13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助开展
排查和健康服务工作。 在此之前，
该校已派出两批教职工党员干部
共 173 人次赴海珠区支援。“怀着

崇敬的心情， 我们写信向钟南山
院士汇报了我们参与抗疫的工
作。 ”该院相关负责人说，“没想到
百忙中的钟院士， 还回信寄语学
校师生，为大家加油鼓劲。 ”回信
中， 钟南山院士写道：“得知你们
在疫情中坚守社区防控工作一
线，深受感动。 你们是我国健康中
国事业的中坚力量， 希望你们继
续发扬优良传统， 积极投身祖国
医疗事业中， 守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健康。 ”

在茂名， 早在 1 月 31 日，广

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就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前往沈海高速和包茂高
速的茂名出入口开展新冠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和
知识普及，对出入茂名的人员进行
体温检测和处理疫情防控。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在广东
高职院校的师生中，像上述那样的
志愿者服务比比皆是。甚至仍留在
湖北当地或其他省份的师生，目前
也依然坚持志愿服务，如为村民持
续宣传防护知识、帮助当地村民进
行春耕等。

3 月 11 日， 广州南洋理工职
业学院向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捐
赠了 1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该
镇的疫情防控工作、复工复产和革
命老区建设。与该校同属广东南博
企业集团旗下的另一高校广东科
技学院，也向武汉捐款了 100 万元
用以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发生后 ，广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及时拨付专项扶贫防
疫应急资金近 2 万元 ，购置了一
批米、 油发放给对口扶贫村———
梅州市五华县黄塔村的贫困户 ，
保障村民在抗疫中的生活正常
有序 。 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调研
和总结分析 ， 为该村科学制定
2020 年脱贫攻坚安排计划，实施

“一户一策”方案，抓紧完成剩余

脱贫任务。
一些教职员工也通过自己的

方式助力抗疫。 广州番禺职业技
术学院 57 岁的老党员李建林老
师， 在疫情期间创作出 30 多幅
书画作品，随后进行义拍 ，将最
终获得的 1 .5 万元善款用以购买
防护设备 ，捐赠给湖南娄底中心
医院。

用好这些资源
轻松得

虽然疫情暂时耽误了返校上课，但初中生综合素养评
价的脚步依然越来越近。 这学期综评如何搞定？ 得分点和
失分点都在哪儿？ 羊城晚报记者多方采访专家、 学校，整
理了这份综评资源攻略，帮你轻松拿 A。

广州市综合素质评
价的计分项目分为思想
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
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
5 大项， 每大项细分为 5
个小任务，每个任务满分
为 4 分。

例如，思想品德类的
五个小任务分别为：参加
学校升旗仪式和法制教
育、 国防教育等活动，并
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出勤率 100%；担任学生
干部，获得校级以上优秀
学生等荣誉称号；参加公
益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
社区服务等累计 24 小时
以上；无违法行为，未收
到学校纪律处分等；参与
学习弘扬传统文化、了解
世界文化的讲座、 活动，
或与境外友好学校交流
2 次以上。

学业水平方面，各科
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标准
即可得 4 分；在公共或学
校图书馆借阅书籍 10 册
以上并撰写读书心得体

会得 4 分。
身心健康方面，体育

课出勤率 达 100% 得 4
分，其他要求是《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达到良
好以上、掌握 2 项以上体
育技能并积极参加学校
运动会，或获得区级以上
体育竞赛奖项等。

艺术素养方面，要求
艺术课出勤率、学习任务
完成率、参加 3 次以上艺
术活动、掌握一项艺术特
长、参加艺术社团等。

社会实践方面，参与
研学旅行或校外参观 2
次及以上、职业体验或社
会调研 1 次及以上、掌握
基本劳动技能每周家务
劳动 2 次及以上、参与各
类创新实践探究及交流
竞赛等一次及以上。

记者从多所初中了解
到， 绝大部分学生都能达
到 B 级或以上， 达不到 C
级的屈指可数。因此，综合
素质评价基本不会在学生
升学过程中“拖后腿”。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图 / 学校提供

上前线！
将所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服务社会

志愿服务，积极支援防疫工作

暖心捐赠，助力防疫及复产复工

文艺抗疫，用创作传递正能量

全方位抗疫持续不缺席广东高职院校：

政策解读 用好资源

广州市教育局发布的
《广州市初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
（简称 《办法 》）要求，每学
期对思想品德、学业水平、
身心健康、 艺术素养和社
会实践等五方面进行打

分， 结果将作为毕业升学
依据或参考： 被普通高中
录取的考生， 录取参考科
目成绩均须达到 D 级及以
上；被示范性普通高中录取
的考生，录取参考科目成绩
均须达到 C 级及以上。

《办法》规定，与学校图书馆显性
相关的条文，在学生综合素养评价标
准的第 9 点“学业素养”：积极利用公
共图书馆资源或学校图书资源，借阅
科技与人文类书籍 10 册及以上，并
撰写读书心得体会。

有三个相应的评分维度 ：0 分 ，
极少利用公共图书馆资源或学校图
书资源借阅图书；2 分，利用公共图书
馆资源或学校图书资源，借阅科技与人
文类书籍 5 册以上；4 分， 积极利用公
共图书馆资源或学校图书资源，借阅科
技与人文类书籍 10 册及以上， 并撰写
读书心得体会。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馆长杨长军
分析其中窍门：首先，利用公共图书
馆资源或学校图书资源， 并且有借
阅。 也就是说需要有数据支撑的借
阅，并且是在公共图书馆或者学校图
书馆内的借阅才是参考的借阅依据。

其次，圈定图书类型为科技与人

文类书籍。从学生阅读品质上进行了
大概的限定，科技和人文与科学素养
与人文素养相对应，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相匹配，科技可分：科学技术及
科学普及类读物；人文类应该包含人
文社科及历史、艺术类读物。

第三， 对借阅图书册数有不同的
量级要求。 最高分值 10 册及以上，并
撰写读书心得体会，可获得 4 分。 借阅
图书有数量的要求， 但撰写读书心得
体会并没有数量的要求， 既可以理解
为 10 册图书每本书的读书心得体会，
也可以理解为总的读书心得体会。

对于深圳家长意见最大的抢做
义工问题，广州的《办法》对应条理是

“思想品德”评价内容中，重要观测点
是第 3 条“参加公益活动、志愿服务
活动、 社区服务等累计 24 小时及以
上”“参与学习弘扬传统文化、了解世
界文化的讲座、活动，或与境外友好
学校交流 2 次及以上”。

杨长军表示，这些让家长学生“头
痛”的项目，可以与图书馆义工组织及
图书馆组织的讲座活动等相结合。

在“学业水平”评价内容中，学生
修习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等的科目、学分（学时）、成绩等记录，
重要观测点第 6� 条“各科成绩达到
合格以上的标准”， 可以与图书馆组
织发起的校本选修课程 - 寒暑假选
修课程相结合。

在“社会实践”评价内容中，重要
观测点是第 24� 条“参加综合实践主题
活动、学科活动 2 次及以上”与第 25 条

“参与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举办、 参与
举办或者支持举办的各类科普教育、信
息技术、科技创新实践碳九及科技类学
生交流竞赛活动、 创客活动 1� 次及以
上”， 可以与图书馆与学科组合作举行
的阅读活动、创客教育活动相结合。

“像每学期公益活动、志愿者
活动、 社区服务达到 24 小时以上，
这个其实并不难。 ”广州一所中学的
老师告诉记者， 这些活动和服务分
为校内和校外，校内值日打扫、在食
堂、宿舍值班、学校举办艺术节 、体

育节、科技节等等的各种舞台服务、
场地布置等， 都可以算进志愿服务
的范畴。

至于校外服务，校团委也经常会
组织各类志愿者活动。 因此，只要积
极参与学校的各项事务和团委学生

会组织的各类活动，达标基本是不成
问题的。 广东实验中学的一名家长告
诉记者， 班级组织了志愿者活动，家
长每隔一周轮流带孩子们去做志愿
服务，有时间的都可以报名，每次半
天时间。

在《办法》中，要求学生掌握一项
艺术特长。 部分家长担心，要掌握一
门特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孩子
可能根本没有艺术的兴趣和天赋，凭
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特长呢？

实际操作中，学校怎样实施“掌握
一项艺术特长”这个观测指标？ 有学校
负责人表示，这里的特长并不是要求学
生去校外参加学习，掌握特长，观测办
法是“在学校现场测评中展现 1 项艺术

项目特长”，“学生只要正常参加学校艺
术课程的学习并参加期末课程测试就
能达到要求，如本学期，学校要求初一
学生参加音乐课学习并进行课标要求
的唱歌测试，学生通过即可达到要求”。

老师：大部分学生可达到 B 等

考示范性高中，要拿 C 以上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校内外服务均可算作志愿服务

图书馆是拿分宝藏

“掌握一项艺术特长”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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