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年上演一次
今夜又见“双星伴月”

今晚 ， 天穹又将现 “双星伴
月”。 这次“双星伴月”的主角是距
离地球最近的大行星金星和金牛
座最亮恒星 “毕宿五”， 它们会合
月亮的排列大约 8 年出现一次。如
果天色晴朗，整个北半球都可肉眼
观赏到这一少见的天象 。 广州从
19 时 22 分起可投入观察。

（郑少玲 李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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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批准开展
生猪期货交易

证监会近日批准大连商品交易
所开展生猪期货交易。

证监会信息显示， 生猪产业链
以生猪养殖业为中心， 涉及饲料加
工 、兽药疫苗 、屠宰 、食品加工 、物
流、零售、餐饮等诸多行业。 推出生
猪期货是我国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新华社）

新新冠冠肺肺炎炎境境外外输输入入
来源国增至50个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2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说，4月24日，全国连续10
天无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重症
病例波动下降， 救治效果明显 ；境
外输入来源国增加到 50个 ，7个省
份报告了新增境外输入确诊或疑
似病例，防范境外输入病例引发本
土疫情任务依然艰巨。（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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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报
道：记者从广州地铁获悉，从 27
日起， 凡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
须主动出示“粤康码” 或“穗康
码” 并接受体温检测。 对于显示
“红码”或体温超高的人员，原则
上不允许进站乘车。

广州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举是为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总体要求。地铁方提醒，为

提高通行效率，请还没持有上述
任何一类健康码的市民尽快申
报生成“粤康码”或“穗康码”，并
在每次进站前主动“亮码”通行。

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儿童等特殊人群该怎么办呢？ 地
铁方表示，该类人群可由他人按
规定代为线上申报和生成“粤康
码”或“穗康码”，由同行人代为
出示，也可以打印成纸质件携带
备用。

“3 个月大女婴因趴睡训练窒
息死亡”，最近这则新闻令人心碎。
一位年轻的妈妈，虔诚地摸索在努
力学习育儿的路上，却不料因为对
所谓“美式育儿理念”的迷信，竟至
于监护不当痛失爱女！

网友们心痛之余，忍不住想去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训练指导”
如此作孽。 据媒体报道，导致悲剧
发生的原因之一， 疑与一个名为
“芝士小馄饨”的团队有关。在其公
众号中，创始人如此自我介绍：“博
士后，14 岁留学海外……持有美
国红十字会高级育儿护理培训师
资格证、高级婴幼儿护理证、婴幼
儿急救证……基于原汁原味美式
育儿理念……打造适合中国妈妈
们的独立自信的科学育儿体系。 ”

看了这一串高大上的介绍，相
信很多父母都会心甘情愿掏腰包
学习。然而，女婴窒息死亡的现实，

残酷地击碎了许多家长的幻想，也
戳破了这个团队自我粉饰构造的
“西洋镜”。 有报道指，据“天眼查”
发现，该团队运营的公司今年 3 月
才在经营范围内新增了“健康咨询
服务”业务。

女婴监护人及该公司分别应担
何责，需待法律裁断。 笔者以为，盲
目迷信 “美式理念”“西方理念”的
“趴睡者”们也应该醒醒了，该翻身
还是得翻翻身。 国外先进的理念不
是不应学习，但切记借鉴不是盲信，
要想不掉进别人的坑， 一定要批判
地吸收，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推而广之， 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 特朗普居然公然提议可以试
试“肺部注射消毒液 ”来抗病毒 。
如此荒唐的话， 连美国记者和消
毒液厂家都驳斥其太不靠谱。

这 样 的 “美 式 理 念 ” ，信 他
才傻 ！

@街谈巷议

□林兆均

美式理念的“趴睡者”也该醒醒了

广东各地高标准做好学生返校疫情防控工作

187万高三初三学生明起复课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讯

员粤教宣报道：为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决策部署， 高标准做好学生返校
疫情防控工作， 省新冠肺炎防控
指挥办学生返校工作专班建立调
度例会制度。 昨日下午， 第一次
视频调度会在省教育厅召开。

会议听取了 21 个地级市学
生返校准备工作情况， 查找存在

问题， 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
对策。

会议强调， 要严格贯彻执行
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的
各项工作要求， 加强各部门统筹
协调， 严格督促指导各学校落实
落细学校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
切实做好学生返校各项工作，确
保学生返校安全、平稳、有序。

根据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学生返校工作专
班和各地市的相关工作部署，近
日， 广东各地市组织了对辖区
初、 高中学校学生返校准备工作
的检查验收， 部分地市并公布了
符合返校条件的学校名单。

截至 4 月 25 日， 广东省已
公布符合返校条件学校名单的
地市包括：深圳 （416 所 ）、珠海
（75 所 ）、 佛山 （203 所 ）、 河源

（186 所）、 惠州 （294 所 ）、 东莞
（229 所）、 中山 （102 所 ）、 阳江
（110 所）、 肇庆 （181 所 ）、 云浮
（101 所）、 茂名 （252 所 ）、 江门
（191 所）、 梅州 （232 所 ）、 揭阳
（289 所）、 汕尾 （155 所 ）、 清远
（177 所 ）、 韶关 （149 所 ）、 汕头
（308 所）、潮州（136 所）。 其中，茂
名、肇庆、云浮等地市公布的学校
名单为第一批可返校学校名单。

此外，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陈
爽在日前举行的第 87 场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4 月 27 日
开学的广州高三初三学校共 512
所，学生 16.7 万人。

至此， 目前广东发布的可返
校学校共计 4298 所。 而据广东
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创日前介绍，
全省第一批返校的高三初三学生
人数有 187 万多人。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明天， 高三初三学生就
要返校了，为消除家长们的
担忧和疑虑， 广州市教育
局、海珠区教育局昨天邀请
三位初三高三学生家长，走
进广州市南武中学校园，实
地体验学生即将返校学习
生活的全过程，近距离观察
学校为学生返校所做的疫
情防控各项准备工作。

参与实地体验的高三家
长陈女士表示，学校各项防
疫措施都做得很完备，自己
最关注饮食和住宿，除了身
心安全外，还希望孩子吃得
好，住得好，安心备考。

高三家长胡先生说 ：
“看完学校的安排， 发现比
我们自己想的还细致，做得
比我们想的更多，完全打消
了顾虑。 ”

学校安全吗？ 课怎么上？ 孩子住的吃的好吗？

广州请家长体验校园防疫

三位家长来到南武中学校门口，学
校设置了专门的入校检测区， 红外体温
快速筛查仪、额温枪、消毒设备等一应俱
全，校医、行政、值班老师、保安等人员分
工明确，各司其职，对每一名进入学校的
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鞋底消毒、 手部消
毒、信息登记等。

门口有五条学生通道，开学后学生刷

学生卡入校。 校门一侧是教师入校通道。
南武中学副校长袁慧明介绍， 红外

体温测试仪器可在 6 米内测多人体温，
如果有同学体温超正常标准， 系统会立
即锁定照片、发出信息。

入校后，地面有分班指示，高三 12
个班分三个方向，到三个教学区域上课，
每个区域四个班，避免聚集。

为保证每个教学班不超
过 25 人，学校将每个班一分
为二， 人数最多的一个教学
班 24 人，最少的 18 人；历史
室等功能室等都被“征用”变
成了教室。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间教
室门上都有班级名称和属于该
教室的每个学生名字， 以免走
错；讲台桌面都有一个小盒子，
装了口罩、洗手液、体温计等。

一个班一分为二，如何上课？
南武中学校长陈祥春介绍， 每一
个班拆分成 A、B 两个教学班，原
则上安排在隔壁。 一堂课拆分成
两节课， 老师在 A 教学班上 20
分钟后，中间休息 3-5 分钟，再到

B 班上课。每个教学班老师讲课 20
分钟， 剩下 20 分钟学生自主复习
消化或测试，“高三复习， 测试多、
总结多，不建议 40 分钟满堂灌，这
种教学模式将倒逼老师以学生为
中心，多研究教学内容、多精讲”。

同时，学校将在返校后利用 2
周时间， 对线上教学内容进行巩
固和查缺补漏， 确保过渡衔接学
习效果。

分餐制，
每班3个同学负责

高三实行分餐制， 午餐在
教室进行，餐食送到班级门口，
每班三名同学负责。 三名同学
先测体温， 然后一个同学负责
给全班测体温， 一个同学拿消
毒液供全班同学消毒手部，一
个同学负责分饭， 其他同学坐
着不动。

每一顿都分 AB 餐， 学生
自主选择，还会提供汤水糖水。

住宿方面，500 多名高三学
生中约 150 人住校， 宿舍由原
本的 4-6 人间变 3 人间。 房间
外都有风筒， 风筒旁放有消毒
液，供使用前和使用后消毒。

怎进校门？ 红外线测体温：6 米内可测多人

怎么上课？
拆班教学，

一堂课拆分成二节

怎么吃饭？

进校通道保持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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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起
坐广州地铁须先“亮码”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讯
员粤教宣报道：今天，省教育厅发
布《关于切实做好 2020 年初中毕
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
《通知》表示，广东各市 2020 年初
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框架、总
分及统一测试分值保持不变。

但是，今年广东中考体育科
目也有一些变化。 省教育厅表
示，会将统一测试项目中的必考
项目（男子 1000 米 、女子 800 米
和游泳 ）调整为选考项目，即今
年广东中考没有必考体育科目。
各市原定考试方案中的选考项
目与男子 1000 米、 女子 800 米
和游泳构成学生选考项目库，原
则上不新增项目。 省教育厅要
求，统一测试项目数要与原定考
试方案保持一致，学生从选考项
目库中选取同等数量的项目进
行测试计分。 非统一测试内容维
持各市原定方案。

省教育厅指出，各市教育行

政部门要审慎研究确定今年初
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时间（开
考时间原则上不早于 6 月 8 日 ）
和选考项目库， 在广泛调研、科
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 并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各市要向社
会公布考试实施方案，并向省教
育厅报备。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要把师
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指导学校认真做好学生居
家和学校体育锻炼的衔接 ，科
学、安全开展体育课教学和学校
体育活动，降低体育考试过程中
的运动伤害风险。 要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 做好中考体育组织实施
和考试期间应急处置预案。 在满
足考试组织和疫情防控要求的基
础上，可适当增加考点，进一步调
整细化考试流程， 尽可能降低聚
集风险，确保 2020 年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平安、顺利进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报道： 今天
上午，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州市委宣传
部联合在广州市图书馆举办广东省“扫
黄打非·新风”集中行动暨广州市“扫黄
打非”开学第一课启动仪式。 广东省委
和广州市委相关领导出席仪式。

启动仪式上， 腾讯、 网易、 新浪、
UC、YY、虎牙、多益、酷狗、荔枝、抖音
等广东省和广州市互联网企业代表发
布《广州市互联网企业行业自律公约》，
承诺加强行业自律，不断提高网络文化
行业的社会公信力。 广州市“扫黄打非”
办公室发布了网络安全卫士“清风侠”
微信表情包，据悉，这是全国“扫黄打
非”部门首次发布“扫黄打非”表情包。

27 日是广州市返校日，在仪式上，
广州市“扫黄打非”开学第一课开课，
该课程由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和南沙
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打造，旨在普及“扫
黄打非”和网络安全知识，全市各中小
学学生在家收看收听网课。

定了！ 广东 2020 年中考体育没有必考项目

长跑和游泳调整为选考
开考时间原则上不早于 6 月 8 日

腾讯网易等联合发布
行业自律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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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
4 月 25 日 0 时—24 时

新增确诊病例
1例 境外输入关联

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

新增
出院病例

8例2 例
相关报道见 A2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 、通
讯员粤卫信报道 :今年 4 月是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 在全省初三、
高三学生返校复课之际，省爱卫
会今天在全省开展以“防疫有
我，爱卫同行”为主题的第 32 个
爱国卫生月统一行动日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场地设在广
州市荔湾区金花街。 主场地人员
参观了金花街爱国文化长廊和
爱国卫生工作展板，回顾爱国卫
生 68 周年光辉历程， 实地察看

广州市第四中学高中部校区复
学复课准备工作，并与干部群众
及环卫工人一起，进行校园环境
卫生清洁大扫除行动。

爱国卫生运动是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一剂“疫苗”。 本次爱国
卫生月活动，全省分为六个区域，
每个区域由 3-4 个地市组成，要
求每个区域统一时间、 统一力量
开展一次爱卫统一行动， 清除蚊
虫等病媒生物孳生地， 进行成蚊
灭杀工作。

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
省爱卫会组织开展爱国卫生月统一行动日活动

卫生清洁大扫除一起来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实习生 赵怡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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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扫黄
打非”行动今早
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