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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干部团队：

以校为家，为3600名学生成长护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这是一次非比寻
常的“考试”！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
学校干部团队迅速行
动，打响疫情防控的阻
击战。防疫期间，干部
团队以校为家，随时在
线统计学生健康信息，
为学生发放教材；“空
中课堂”停课不停学，
他们用温度和智慧打
造系列线上课堂……

在东方双语实验
学校，开元校区、千佛
山校区、清华园校区17
位干部拧成一股绳，带
动全体教师共同行动，
为一至九年级3600余名
学生身体健康、生命安
全和成长发展助力护
航。

一校三区齐发力
这是个团结奉献的团队

“这名学生的体温出现异常，
请立即送往隔离室隔离，全校启
动应急预案……”25日，济南市东
方双语实验学校举行第四次开学
模拟演练，历下区教育和体育局、
卫健局、市场监管局三部门联合
组成核验组对此次演练进行了高
度评价。据介绍，演练内容包含从
学生入校列队、体温检测、体温检
测异常师生处置、课上突发情况
处置、错时上放学等环节，将每一
个细节落到实处，为开学后做好
充分准备。

疫情发生以来，学校干部团
队一直坚守在防疫一线，制作疫
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汇总跟踪
学生健康状况、为班主任进行培
训……寒假里，不少学生已经返
回老家，学校政教干部团队带领
班主任全面排查、科学防控，将不
同情况细致分类，每日记录学生
所在地、健康状况等信息，同时，
将未返济学生分区域统计，对预
返济等情况进行追踪。

疫情阻击战面前，每一个细
节都不容忽视，每一项部署都关
系到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不辞疲劳、连续作战成为了东方
双语实验学校每一位干部的工作
常态。为迎接安全开学，学校总务
干部团队奔波在三个校区之间，
与济南蓝天救援队一起，对校园

进行全方位专业消杀，为师生做
好“硬核”防护。

在课程安排方面，三个校区
教学干部带领老师们制定空中课
堂课表，结合学生特点和学科特
点，开展了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
子、线上数学节、我和春天有个约
会等系列教育教学活动，带领学
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知识。

勇于担当
这是让学生真成长的团队

“危急时刻，我必须冲在最
前面，这没什么可商量的。”面对
疫情，学校每一名干部冲锋在
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工作，
用行动诠释着一名教育工作者
的使命和担当。

线上教研、通宵录制微课、随
时在线为学生答疑、加班加点制
定安全预案……战“疫”在教育教
学一线，学校干部团队以校为家，
以牺牲个人“小家”的精神，全力

守护学生成长。面对疫情，三个
校区党员干部带领老师们投入
到忘我工作中，除了日常教学工
作，还增加了心理健康、疫情防
控和使命担当等方面的教育，并
开展了空中班会、线上升旗仪
式、中考百日动员等教育教学活
动，让学生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
能真正成长。

为缓解学生心理压力，干部
团队还带领老师们一起，对学生
进行心理疏导，为学生身心健康
保驾护航。面对一线医护工作人
员子女，学校老师开启“温暖在
线”行动，把每一名学生当作自己
的孩子，建立聊天群，孩子、任课
教师、心理老师实时交流，各学科
老师随时对孩子进行辅导。

在东方双语实验学校，一切
为了学生成为老师们共同的目
标，三个校区老师资源共享、一
起参与培训交流、小学部初中部
教师共同教研，在干部团队努力
下，近年来学校办学质量不断提

升,2019年学考，学校再创佳绩，平
均分、高分人数以及普通高中提
档线人数占比等均居市区前列，
学校办学经验被《中国教育报》

《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媒体广
泛报道。

专业素质过硬
这是正能量满满的团队

团队风气正，凝聚力强，“虽
然在不同校区，但有了好的经验，
我们都会拿出来分享，大家方向
一致、目标一致，在一起工作非常
愉快，就像一个大家庭。”采访中，
这些成为干部团队常挂在嘴边的
话。在他们的带动下，学校教师队
伍一直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主动奉献，主动付出，主动服
务”的工作氛围已经成为东方双
语实验学校的一种传统。

近日，在为家长分发教材工
作部署中，学校党总支在工作群
发布教材志愿者的招募信息，党
员干部以及广大教师积极报名，
为全校三个校区一至九年级80个
班、3600余名学生分发教材，保障
每个环节安全有序，受到家长一
致好评。

校长魏盈评价，学校干部团
队是一个专业素质过硬、团结向
上、奋发进取、有敬业精神的干
部队伍，近年来，学校先后被评
为全国基础教育科研先进单位、
山东省省级规范化学校、山东省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基地、济南
市教书育人先进单位、历下区教
育系统团队工作示范阵地、历下
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等荣誉。

济南协和双语实
验学校是一所12年一贯
制寄宿学校。疫情防控
期间，学生面临从寄宿
学习到居家学习的转
变，对此学校充分利用
云平台和信息化教育
资源，科学制定远程教
育教学方案，各学科教
研团队通过多次视频
会议教研，为学生打造
了课程学习、生活关
怀、心理调适全覆盖的

“空中课堂”。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

“空中课堂”全覆盖，护航学生成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丛丛

给学生明确时间规划
保证“宅”家复习状态

这个“超长寒假”，毕业年级
的学生最需要老师指导。“高三
学生整体心理压力比较大，都希
望能早点回到学校。”济南协和
双语实验学校高三语文老师王
庆菊说。

早晨6:00早读，8:00上第一
节课，晚上7:20开始答疑课堂，一
直持续到晚上9:10，其中还穿插
着体育训练、眼保健操等环节。
这是学校高中部学生在家的学
习时间安排，与在学校上课时的
作息时间大体一致。有了明确的
时间规划，学生们在充分学习的
同时，既能得到合理的休息，也
能在开学后顺利适应居家学习
到寄宿学习的调整。

为了让学生们顺利进入备
考状态，老师们努力克服各种困
难。“高三学生原本一开学要进
行非常关键的二轮复习，疫情突
然，老师们及时修订了二轮复习
计划。有的学生家中没有足够的
教材和资料，老师们会通过网络
帮助学生搜集相关的学习资源，
提供电子版学习资料。”王庆菊
告诉记者。

学生的学习时间紧凑，老师
们自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学
生早读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
行指导了；上课给学生播放的教

学视频，我们要至少提前一天看
一遍，为学生布置预习任务；晚
上还要给学生答疑，批改作文、
纠正背诵错误；每周会找一个晚
上考一次试，考完了老师及时批
阅。合上电脑一般要到晚上11点
以后了。”王庆菊说。

教学生也教家长
家校共育保证孩子学习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初
中部年级主任李洪丽说，为了保
证学生“停课不停学”，学校骨干
教师组成专家团队，尝试多种教
学模式，选择适合各个年级学情
的网络平台。

老师们高效录制每一堂
课，在线布置学习任务，对学生
的上课情况随时抽查，并及时
做出点评。很多老师一边给学

生们上网课，还要抽时间监督
自己的孩子上课，孩子小的经
常要等夜深了孩子睡着了再录
制网课。“为了孩子们更好的学
习 ，没 有 一 个 老 师 抱 怨 过 辛
苦。”李洪丽说。

“空中课堂”离不开家长的
协助，学校多次组织线上家访，
了解孩子们的居家学习状态，
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另外，还
要教家长与青春期的孩子们相
处。

“假期太长了，有的学生难
免产生消极情绪，尤其是毕业
班的学生，我们老师就及时跟
家长沟通。”李洪丽说，为了保
证学生们的学习进度，在主科
科目课堂之余，学校安排老师
进行在线实验操作和体育训
练，家长协助并监督学生进行
打卡，保证良好的状态。

见屏如面
时刻“在线”关心学生

“老师，我觉得我的作业不
如他做得好……老师，我感觉
很多题都不会做了……”在线
学习期间，初三英语老师鲁龙
伟经常收到学生这样的留言。
她说，线上教学与面对面教学
不一样，学生的作业、笔记等学
习状况会反映在线上群组中，
对比之下，有的学生会产生一
些焦虑情绪，缓解学生的心理
压力也是老师们的重要任务。

“因为我们是‘导师育人
制’，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这
时候我会跟学生进行单独沟
通，建议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
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帮
他们做好心理疏导。”鲁龙伟
说，老师们会针对初三学生进
行“培优补弱”，根据学生的不
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学习，
并进行检查反馈。

“我发现很多平时不爱表
达的学生，在线上学习这段时
间 ，反 而 表 现 出 了 活 泼 的 一
面。”鲁龙伟告诉记者，“线上教
学”的这段时间，虽然见不到学
生的面，但是交流却增多了。学
校老师们也抓住这个契机，及
时与家长沟通，将孩子的变化
反馈给家长，家校联手，让学生
们居家学习也能不断进步。

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干部团队。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老师正在在线教学。

▲关注公众号

▲咨询报名

脏学校地址：济南市高新区
临港开发区临港北路5677号

脏报名咨询：0531-81307196，
0531-81307197，0531-81307198


	T4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