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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国家给劳

动教育下的‘硬指标’迫切而有必要，接

下来我们要研究落实好各项要求。”连日

来，我省不少大中小学教师不约而同地

表示，要积极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使劳

动吃苦真正转化为学生的成长营养。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

出，实施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在系统的文

化知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

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

务性劳动，让学生切实经历动手实践，出

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教育可以生活化，也可以学习化，

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也是学校践行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浙江农林

大学校长应义斌说，学校一直将劳动课

设为大学生的必修课，鼓励他们到农作

园劳动、驻村劳动、参与校园绿地养护

等，今后将创新劳动方式，一以贯之地培

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意识。浙江水利水电

学院团委副书记周俊也认为，落实好《意

见》，关键要调动起大学生对劳动的兴

趣。为此，该校将继续依托学校新成立

不久的劳动教育中心，将学生的劳动实

践和素质拓展学分相挂钩。

而杭州师范大学也会根据《意见》要

求，把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情况纳入人才

培养方案，实施二类学分统一认证管理，在

制度保障上确保劳动教育的实施效果。

“《意见》为高职院校更好地培养学生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和工匠精神指明了方向。”浙

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劳动教育研究中心负

责人朱颖说，这有利于深化产教融合。

“《意见》可谓直指时弊、一击中的。”

安吉县孝丰高级中学校长钟鸣告诉记

者，如今的孩子会熟练地叫一份外卖，却

不能煮熟一个鸡蛋，这都是因为劳动教

育缺位造成的。尤其是农村高中不能只

重视智育，应利用好农村的资源，让高中

生形成劳动光荣的正确观念。安吉职业

教育中心学校教师张彬也说，《意见》提

出要开设工匠精神等专题教育课程，这

与职业学校的育人理念一脉相承。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一直致

力于推进“新劳动教育”。校长章振乐认

为，《意见》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并就劳

动教育课程、时间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

说明。这就要求学校必须根据学生身心

发展的特点，确定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

配套课程，保质保量开齐开足劳动教育

课程，并以日常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

劳动等主要形式落实到日常的学习、生

活之中。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小学校长周

国平也表示，除了体力劳动外，学校还应

更注重脑力和体力合作的劳动活动。

义乌市宗泽小学校长叶立新认为，

小学阶段的重点应落在让学生学会日常

生活自理，养成劳动习惯上。而在湖州

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徐伯荣看

来，城区学校要在空间上提供不同于农

村孩子的校园劳动场景，如迷你种植园、

微型菜地等，将不同场景融入学校文化，

让学生体会劳动的快乐。

“要落实《意见》精神，需要重点关注

劳动角度的实施途径。”温州大学教育学

院院长孙芙蓉建议，政府也应加大对劳

动教育类研学基地营地的政策与经费支

持，要加强社会劳动教育与研学旅行的

有机融合，学校要设计以劳动教育为主

题的研学线路与研学课程，选择能够实

施劳动教育的研学基地营地，尽快开发

劳动教育研学线路和课程。

绍兴市上虞区城东小学校长林建锋

则认为，落实《意见》关键要形成学校、家

庭、社会的合力，唤起学生对劳动的兴

趣，让劳动不再是一件必须额外提醒的

事，而是深入学生内心的自觉行为。诸

暨市城西小学校长侯科顶也提出，学校

有必要通过家长会、写信等方式，引导家

长正确认识劳动对孩子成长的重大意

义，并让孩子每天进行适度的劳动，并借

助各种平台分享孩子的劳动成果。

培养有劳动素养的时代新人
我省教师热议新时代劳动教育

□本报记者 季 颖

“对工作了40多天的天佑医院，很

是不舍”“和老爸视频通话成功”“回安

吉隔离第3天，一切都好”……回到浙

江的第3天，在武汉奋战了52天的援鄂

医生孙光胜在朋友圈接连发了数条信

息，表达自己的心声。

1981年出生的孙光胜是绍兴文理

学院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也

是浙江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中的一员。

工作15年，孙光胜今年难得回安徽老

家陪父亲过年，但看新闻发现疫情日益

严峻，他在家坐不住了。于是，他提前

结束休假，大年初二就赶回了绍兴，在

医院随时待命。

“我是呼吸科出身，上前线可能价

值更大一点，能多做一点。”1月28日一

早，孙光胜瞒着父亲，就跟着医疗队前

往武汉了。到达武汉，孙光胜和浙江其

他医院的同事接管了武汉科技大学附

属天佑医院的ICU和普通病区。他是

六病区诊疗组的组长，负责37张床位

的收治、查房、诊疗、抢救，每天要面对

进进出出的病人。

回忆起这次一线抗击疫情的经历，

孙光胜说，有两件事情是比较震撼的：第

一次收病人，自己多少有点紧张、害怕；

还有就是第一次查房，从早上8点查到

将近中午，而且面对的都是重症病人。

“刚开始，病人多，重症病人多，大家

的压力很大。”孙光胜说，疫情早期，大家

对这个病了解得不多，害怕是正常的，大

家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尽最大的努

力去救治病人。为节省物资，医疗队把

一开始排的三班制改成了两班制，尤其是

下午6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的夜班，大多

数时候只能眯上一两个小时。

2月15日，收治的第一批病人出

院，大家都很开心。有个老太太，刚入

院时非常沮丧，让她吃药、换衣服也不

理人。医护人员告诉她，第一批病人已

经治愈出院了，这时她才慢慢变得积极

起来，开始吃东西和关心家人的情况。

孙光胜说，这就像是一个信号，治

愈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到后来几乎天天

都有病人出院，连天佑医院拆并的日子

都比他预期的要早。孙光胜说：“当时

医院还有两百多个病人，只要再多给几

天，一定还能再多医治一些病人，这让

大家有点失落。”

3月19日返回浙江，孙光胜一到达

安吉隔离点后，就立马给父亲打了一个

电话：“老爸，你知不知道我最近去哪

了？”父亲的反应也不是很惊讶，但生气

还是有点的，问他是不是去了武汉。

“这是我人生中最英明、最正确的

一次行动。”孙光胜说，就像一次进修，

自己认识了一群可爱的人，他们中有浙

江第二批驰援武汉的149位医护人员，

有和自己在诊疗组里搭班的70后和90

后医生组成的“789铁三角”组合，还有

武汉当地的医务工作者、酒店的工作人

员以及附近的居民、志愿者们等。

在孙光胜看来，比起“白衣天使”，

自己更像是“白衣战士”，冲在疫情一线

是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呼吸科医生

更应该往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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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胜：我是呼吸科医生，更应往前上

蔡菁：哪怕泪目依然逆着光

近日，浙江万里学院大数据与软件工程学院首次完全采用
在线“云答辩”的方式，组织受疫情影响的本科毕业生进行论文
答辩。9位参与答辩的教师早早为59名学生分组答辩事宜作
了充分准备，首日经过近8小时的答辩，30名学生的作品达到
毕业设计要求。图为网上论文答辩场景。

（本报通讯员 邓 芳 向娴华 摄）

论文答辩“云上见”

本报讯（通讯员 应于波 胡谷怀）
学生当天的体温、最近一次就诊信息、健康

环境因素等信息一目了然。近日，宁波市鄞

州区学生健康守护平台上线试运行，全区义

务段中小学校11万余名学子的健康情况都

可通过该平台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和评估。

据悉，该平台由鄞州区教育局、卫健

局和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共同打造，与

浙江省健康码对接，实现了一码展示学

生健康状况、一档关联学生家庭健康因

素、一键录入学生异常健康状况，是一个

基于大数据的学生与教职工健康监测平

台。它不仅可用于疫情期间学生健康状

况的监测评估，助力学生返校前、返校后

健康状态监测，未来还可用于流感、食物

中毒等聚集性疾病的预警。

鄞州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平

台整合了该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中的

147万份个人健康档案、39.76万份家庭

档案信息，以及全区学生护航系统采集

的区内79所学校、4410个班级、111756

条学生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以班

级为单位、学校为系统的学生、教职工健

康状况评估图表。在我省红黄绿码的基

础上，平台还推出了蓝码概念，对未领取

健康码或健康码信息尚未更新但有发热

门诊就诊的人员显示蓝码。

此外，通过地理数据、统计图等，平

台还能展示不同层级管理人员的红黄蓝

绿码情况，对申领纸质甬行证的学生也

可通过浙江省健康码绿码进行展示，方

便教育系统实时掌握学生基于红黄蓝绿

码反映的学生、教职工健康状况。

平台设置了体温异常等学生健康信

息录入界面，返校后对学生异常健康状

况信息进行采集，用于聚集性疾病学生

健康异常信息监测。下一步，平台还将

录入全区3.5万余名幼儿园幼儿和高中

学生的健康大数据，以实现从幼儿园到

高中段的学生全员健康情况全监测。

鄞州上线学生健康守护平台

温州推进
婴幼儿照护机构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李杨慈）近日，温州出台了

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民生实事项目实施

方案。

为加快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

破解“托育难”问题，此前温州市政府将新增婴幼

儿照护机构纳入了2020年度十方面民生实事。

按照实施方案，温州将采取社区统筹、社会兴办、

单位自建、幼儿园办托班等方式，建设一批普惠

性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多元化、规范化、多样化的

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同时，该市还会推进建设

婴幼儿“家庭照护咨询指导与监测评价体系”“照

护服务多元供给体系”“照护服务专业队伍立体

培养体系”“照护服务行业综合监督管理体系”

“照护服务发展政策支持体系”等五大体系。

预计今年温州全市将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50家和托位1250个以上；新增12

家以上市级示范单位，争取培育5家以上省级示

范单位；婴幼儿健康管理率和家长科学育儿知识

普及率也将得到极大提升。

近日，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仓前实验幼儿园针
对开学后新冠肺炎防控可能遇到的问题，在7个
园区分别进行了应急演练，积极为复学作准备。
图为演习现场。 （本报通讯员 夏 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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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出台
校园食品管理地方标准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日前，义乌发布了

《校园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这是专门针对校园食

品安全管理制定的地方标准。

据介绍，规范共计8章56条，分别对校园食

堂、校园内超市（商店）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

等，逐个明确了管理标准。仅校园食堂管理，就

包含了建筑结构、功能布局、设施设备、人员管理

等17方面的内容。而对学生点外卖等新现象、

新问题，规范也明确校园不准许学生叫外卖后在

校园就餐，不准许家长送餐到校内。

义乌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龚旭东介绍，当前

义乌在校学生数达25.2万人，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任务艰巨。虽然各级各类与食品安全管理相关的

规定有很多，但没有针对校园食品安全的全面、系

统的规定，学校使用起来极为不便。为便于学校

操作与管理，去年9月义乌市教育局立项，委托义

乌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研究院，历时7个月，编

制了该规范，供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共同使用。

本报讯 3月31日，教育部发

布公告，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

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

一考试延期一个月举行，考试时间

为7月7日至8日。据悉，这是17

年来我国首次调整高考时间，也是

我国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时间首

次推迟一个月。

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为：7

月7日，语文9:00至11:30；数学

15:00至17:00。7月8日，文科综

合/理科综合9:00至11:30；外语

15:00至17:00。湖北省、北京市

可根据疫情防控情况，研究提出本

地区高考时间安排的意见，商教育

部同意后及时向社会发布。

在2月2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

说，针对疫情对2020年高考安排

可能产生的影响，教育部目前正密

切关注疫情发展变化的情况，综合

研判各方面因素对考试组织工作

的影响。此次公布的高考时间推

迟方案，正是教育部组织专家评估

疫情对考试组织、考场防疫、交通

出行的影响等各方面综合研判的

结果。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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