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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下
午，西安市召开公
办义务教育质量

提升工作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西安市教育局
局长姜建春等出席发布会。

西安：三个学年内增加学位38.95万个

“西安在三个学年内（即到2022年秋季
入学前），计划完成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
儿园430所，增加学位38.95万个，预计总投
资约 500 亿元。其中新建 305 所、改扩建
125所；其中义务教育学校255所，新增学位
30.68万个。”西安市教育局局长姜建春在
介绍全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提升工作的整
体情况时表示，近年来，随着西安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对人才吸引力的明显增强，建学
校、保学位成为第一要务。

据姜建春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前，全市
计划投用 170所新建改扩建学校、幼儿园，
新增学位 16.4万个；其中义务教育学校 97
所，新增学位13.2万个。170所中有新建的
127所，是历年来新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
任务最重的一年。目前已竣工 49所、主体
封顶80所，所有学校8月前设施设备到位、
环保检测达标，秋季入学正式投运。

雁塔区：计划三年新建14所学校

雁塔区区长赵雷在会上表示，雁塔区

计划三年新建的 14所学校，10所已经全面
开工，其中1所主体已竣工。

为足额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位需
求，雁塔区还计划增建学校 3至 5所。目
前，1所已开工建设，1所正在选址。今年计
划投入使用的5所学校正在施工，设施设备
采购已开始招标，计划 8月投入使用，将增
加3300个学位。另外雁塔区九幼预计今年
9月也可提前投入使用。

对于 2020年雁塔区招生入学情况，赵
雷表示，雁塔区将通过新建、扩建、提升等
方式，在秋季提供幼儿园学位 12900个、小
学学位15800个、初中学位9600个。

未央区：今年建成6所学校

未央区代区长刘国荣表示，未央区新
建和改扩建的 21 所学校中，今年建成 6
所，目前这 6所学校主体建设已完工，正
在进行装修和操场施工，6月底将全面竣
工，8月底前投用，能增加 5190个学位。
同时，未央区还通过整合资源、挖潜扩容
等方式，再增加1720个学位，确保秋季每
个孩子都有学上。另外，未央区计划明后
年建成的15所学校，目前有7所已经进入
主体施工，7所正在基础施工，还有 1所
正在前期准备。

下一步，未央区将分批对全区132所中
小学进行提升改造，努力实现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办人民满意教育。

经开区：新建3所学校9月1日投用

“目前，3所学校均已主体封顶，将于 9
月 1日投入使用，新增学位 7920个。”经开
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明利表示，经开区坚持
把学校建设和学位保障作为首要任务，按
期完成今年学校建设任务。同时加快推进
明年学校建设任务，5所学校其中 2所已开
工、3所正在进行主体或基础施工，建成后
将新增学位6510个。

据悉，经开区持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建立财政投入“绿色通道”，2020年列出教
育经费 6.5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5%，保障教育资金需求。目前，经开区
已全面启动后年学校建设的前期工作，4所
学校将于今年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新增学
位 6690个。此外，5所原址扩建项目正在
实施主体施工，今年陆续竣工后将新增学
位约 2000个。2020年秋季，经开区可提供
初始学位共 13580 个，其中，幼儿园小班
4375个、小学一年级 5805个、初中一年级
3400个，满足学位需求。

曲江新区：未来三年将建14所中小学

“未来三年，曲江新区将高标准建成14
所中小学，义务阶段学位新增 22000个，总
学位供给量将达到 53487个。”曲江新区管
委会副主任王小育表示，曲江新区将统筹

各方力量，整合资源，不断推动“人、财、物”
各要素向教育工作倾斜，保障学校建设。

王小育说，2019年已开工建设 4所
学校，分别是曲江一小新校区、曲江五小、
曲江六小和曲江七小，共计提供学位 8400
个，将于今年 9月建成投用。2021年，区内
还将建成投用曲江八小、曲江一中（扩容）、
曲江学校、德闳中学等 4所学校，目前均已
开工。此外，曲江一中、曲江南湖小学、曲
江二小、曲江三小、曲江四小扩容改造工程
已全面完成，新增学位2300个，全区基础教
育资源总量进一步扩大，优质学位供给有
效增加。

浐灞生态区：今年新增学位4980个

“2020-2022年，浐灞生态区计划投入
建设资金10多亿元，高标准完成新建、改扩
建学校 13所，新增学位近 2万个。其中，
2020年，浐灞实验小学、浐灞启源学校将建
成开学，新增学位4980个。目前，两所学校
建设进展顺利，将于8月底建成投用。”浐灞
生态区党工委书记杨六齐表示，浐灞生态
区今年计划开工4所新建和3所扩建学校，
其中新建的浐灞六小、浐灞九小和扩建的
浐灞二小已经开工，浐灞三中、浐灞八小正
在招标，上述5所学校预计2021年8月底建
成；浐灞一中、西大附中浐灞中学扩建项目
正进行可研和立项工作，预计今年秋季开
工，明年内完成建设。 □李天娇

教育杂谭

疫情总会过去，学习还要继续。随
着近日全国多地开学时间陆续确定，师
生们又将重返校园。诚然，疫情防控是
开学后校园治理的重中之重，时下各地
教育部门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坚决态度：
学校开学条件核验不合格不得开学。可
以想见，接下来的日子，各类各级学校必
会以最严苛的标准、最严谨的态度护佑
师生的健康安全。

道理也不复杂：一是时下国内战
“疫”向好的态势，只是初步有效控制了
疫情，而非已经将病毒彻底根除。二是
国际疫情全面告急：世界卫生组织官网
最新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已影响到
全球 201 个国家和地区，而疫苗的研发

“至少需要12至18个月”。因此，在“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形势之下，开学后
如何做好师生健康防护必是各方关注的
热点话题。

不过，除了面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之外，恐怕还要重点做好新冠肺炎确诊
或治愈师生的关爱工作。很多人可能都
注意到了一个常识性细节：前段时间，在
各地援鄂的医疗救助队伍中，除了呼吸、
重症医学等科室专家之外，心理医生基
本都是随队出征的“标配”。事实上，疫情
之中，很多人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

碍或创伤性再体验等症状。焦虑、失眠、记忆闪回等，多
是心理问题的征兆。对于骤然失去亲人甚至没能正式
告别的人们来说，心理创伤的修复将是一场持久战。

可以推断的是，对于受病毒伤害的师生来说，无论
在治疗中还是在康复后，心中总会蒙上或深或浅的阴
影。有专家认为，疫情后期，新冠肺炎感染者所受到的
心理创伤会日益凸显，他们承受着病毒的折磨、丧亲的
痛苦、愈后对生活的迷茫等各种悲伤，心理疏导将成为
接下来工作的重点，“心理战疫”需要得到高度关注。

对于校方来说，关爱受病毒伤害的师生，当分两步
走：第一步是摸排情况。将本校曾经确诊新冠肺炎的师
生情况摸排清楚，因校制宜、因人制宜，建立校本特色的
干预与疏导机制。第二步是专业疏导。学校应利用本
校心理资源，循序渐进、以人为本做好关爱工作，由点及
面、点面结合，为校园筑起疫情防控的“心理防护墙”。

除了心理上的慰藉之外，还应关注他们的所需所
想，营造健康理性的校园舆论环境——在防控疫情慎终
如始的同时，禁绝出现“疫情歧视”“地域歧视”等。对于
已经开学或即将开学的学校来说，应急预案、全面消杀、
安全排查、物资储备、防疫培训、实战演练等固然缺一不
可，但关注师生的心理准备，特别是关爱受新冠肺炎病
毒伤害的师生群体，也是重要的功课之一。 □邓海建

做
好
心
理
战
﹃
疫
﹄
是
重
要
功
课 3月30日，渭南经开区渭南中学，学生经过检

测区。当日，陕西省 24.16 万高三学生开学复课。
渭南各地学校通过组建应急医疗保障组、储备防

疫物资、开展全面消杀、进行应急处置演练等措施
提高疫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强化校园
安全。 □崔正博 摄

3月30日，安康市汉阴中学、汉阴县
第二高中、安康长兴学校共2512名高三
学生重返校园，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生
活。图为学生按照划定的路线入校。

□林爱铭 摄

3月30日，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开学第一天，除了隔离期不
能按时返校的同学外，其余高三学子悉数到校复课。学生们一个
个精神饱满，认真听讲。全体师生积极乐观迎战2020年高考。图
为该校高三年级正在上复课后的第一课。 □孟朝阳 摄

我 们 开 学 啦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引发一些教师和家长的担心——

■关 注■
建学校保学位成揽才第一要务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国网榆林供电公司

本报讯（王新月）近日，国网榆林供电公司成立
校园用电隐患排查党员服务队，对符合开学条件的
校区有序开展安全用电“全面体检”。

该公司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所中学，对假期
闲置的供电设备进行送电试验，对超过闲置时限的
设备进行耐压试验；对学校的教室、食堂、宿舍等场
所的室内线路、照明灯、插座等用电情况进行检查；
对破损线路、锈蚀设备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对校区
外围供电设施和线路进行巡视检查，按照“设备零缺
陷、用电零隐患”的原则，针对发现的问题主动与校
方沟通，拿出具体措施。同时，综合考虑新学期各学
校用电需求，该公司重新评估电力负荷情况，主动对
部分变压器进行了容量变更，保证学校安全用电、放
心用电。

校园用电党员服务队为开学护航

2020年研考国家分数线4月中旬公布
据新华网 记者 3月 25日从教育部获悉，目前，

教育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
关于扩大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决定，已向各
地各部门下达计划总额，并指导各招生单位在确保
培养条件和质量基础上，抓紧安排确定分专业招生
计划。

招生单位分专业招生计划上报汇总完毕后，教
育部将尽快划定 2020年国家分数线，预计 4月中旬
左右公布，相关复试工作安排将视疫情和高校开学
情况另行通知。

最近，在深圳罗湖区滨河实验中学语
文教师章璇的“云课堂”上，就疫情防控
主题，学生交上了一份份特别的作业：拍
摄小视频，分享自己的居家生活；小组线
上接力，根据漫画《加油热干面》完成看
图写文……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在
线作业成了教师布置作业、学生完成作业
的主要方式。其实，随着技术的完善和普
及，在线作业正被纳入更多教师的日常教
学活动中。艾瑞咨询报告显示，2019年第
三季度，中国在线教育APP月均独立设备
数为 3.99亿台，其中作业类和单词类APP
是用户数最多的两类。

“以前作业主要是书写类的，形式比较
单一，现在在线作业支撑了教师的想法，让
我们能够形成自己的特色作业。”章璇说，
在教师眼中，与传统作业形式相比，在线作

业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
陕西省凤翔县白纸坊中学数学教师景

丹用作业管理软件布置作业。景丹介绍，
通过管理后台，哪些题目的错误率高，哪些
学生作业完成有困难，她都一目了然。“作
业的功能是查漏补缺和巩固知识，学生可
以利用这些数据，看到优势和不足，教师也
可以更高效地批改作业。”

“以前我也会布置一些小实验，让学生
在家动手做一做。但因为没法检查，学生
不觉得是作业，动手不多。现在，借助作业
管理软件，学生可以方便地上传此类作业
的视频、图文，我也能实时地进行点评。”福
建泉州元培中学物理教师马友灿认为，这
些借助网络得以完成的实践作业，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增强了对物理的
兴趣。

许多教师表示，借助作业管理软件，能

更方便地收发作业，减少客观题的重复批
改。但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在线作业的优
势，需要教师在作业内容、要求细化等前
端，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在线作业不是简单
地把传统作业搬到网上。

“在线作业一定要发挥自身优势。教
师布置的在线作业，不能是低认知投入作
业，一定要体现出在线作业的个性化、大数
据分析等增值价值。”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教授余胜泉表示，很多在线作业平台推
出的学习打卡、游戏过关等作业模式，虽然
能够给学生即时反馈的满足感和荣誉激
励，但本质依然是刷题式的“适应性学习”，
并不值得提倡。

“为了让机器快速判断，打卡类的题目
只能是选择填空这样的客观题，类似甲午
海战哪一年发生、交战双方是谁。做题过
程中，学生没有知识迁移，也用不到深入、

系统的思考，是一种低认知投入。”余胜泉
认为，当下教师借助互联网，布置一些实验
类、作品类的作业，是对作业形态的创新，
一定要利用好在线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多
做一些高认知投入的作业。

此外，学生对电子产品使用依赖也是
不少家长的担忧。余胜泉建议，小学阶段
的学科作业还是应该倡导以纸质形式完
成，但是教师可以通过扫描设备完成线上
批改、数据分析。

“在线作业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的
确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在线作
业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余胜泉表示，
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高度数字
化，对未来一代而言，信息化生存和发展
的能力是必须要掌握的，通过多种方式学
习、表达，是中小学生适应数字化时代的
重要途径。 □梁丹

喜忧参半的在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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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华远地产联系天德家政志愿者走进
西安晶洁鸟阳光家园进行志愿服务，他们为孩子们
打扫很久没有入住的家园，并对宿舍及大厅进行消
毒，以安全、洁净的环境迎接孩子们返回家园。图为
志愿者们正在进行消毒作业。 □封肇皓 摄

3 月 29 日，铜川市搭把手慈善志愿服务支队在
耀州区庙湾镇柳林村开展以“关注贫困山区学生身
心健康”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助力柳林群
众脱贫攻坚奔小康。图为志愿者向当地小学生赠送
朱鹮保护书籍和礼品。 □杨朝祥 摄

3月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教
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就高
考时间安排等公众关注的热点
话题回答了媒体提问。

“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
数为1071万，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今年高
考工作的影响，教育部在广泛
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综合研判、
审慎研究，经党中央、国务院同
意，今年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
举行。”王辉表示，高考延期主
要考虑对“健康第一”“公平第
一”的坚持。

当前，全国本土疫情传播
已基本阻断，但零星散发病例
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
在，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
态势，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
加大。卫生防疫专家认为，高
考延期一个月举行，疫情防控
风险相对更小。

“高考是涉及千万考生的
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必须坚持

‘健康第一’，采取最稳妥、风险
最小的方案，切实保障广大考
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王辉表示，同时，
为切实把疫情对广大考生特别
是农村和贫困地区考生复习备
考的影响降到最低，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可以使考
生有更多时间按教学计划在校集中学习，从而最大
限度保障教育公平。

据王辉介绍，针对 2020年高考工作面临疫情防
控和时间推迟等复杂形势，教育部将指导各地重点
加强防疫措施、考试组织管理、应急准备三方面工
作。针对高考期间部分地区可能发生的高温天气和
自然灾害，各地要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和各项预
案准备，并积极开展灾害天气应急演练。

王辉透露，受高考延期影响，总体上今年高考后
填报志愿和录取时间将较往年整体推迟一个月左
右，本科录取预计在 8月底结束，专科录取预计在 9
月中旬结束。同时，高校秋季开学时间也相应顺延，
预计本科高校9月初至中旬陆续开学，高职院校一般
在10月初开学。 □柴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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