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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建成火神山医院，用创纪录的

极短时间甄别出病原体，每小时完成20

余吨医用物资装卸交付，全国 29 个省

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系统派出

3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中国抗

击疫情的速度举世瞩目。

大疫当前，速度就是生命。在湖

北武汉，有这样一批教师，他们尽全力

与时间赛跑，为呵护生命、全力抗疫争

分夺秒！

24小时救援：
别怕，老师和你一起扛！

“2017届你们班的毕业生彭格格，

还有她的父亲，都被感染了新冠肺炎，

正在QQ空间求助！”

2 月 14 日早晨 6 点 56 分，在家办

公的武汉市第十二中学教务主任李

志文，看到同事段晓莉的留言，心急

如焚。

2017 年，18 岁的彭格格在武汉十

二中读高中，尽管父母重病缠身，家中

一贫如洗，但坚强乐观的彭格格还是

考入了华中科技大学。当一家三口正

在为学费犯愁时，李志文联系了爱心

企业，为她送来了助学金。

武汉十二中的教师都对彭格格印

象深刻。2 月 14 日上午 10 点，李志文

在学校微信群中向老师们求助，众多

教师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李志文通

过电话，一直密切关心彭格格的病情

和情绪，不断为她鼓励打气。

下午 5 点，好消息传来，彭格格告

诉李志文：在大家的联络和帮助下，已

有医院打电话给她和父亲，请他们去

医院进行一种新药的检测，明天早上

出结果，结果出来后会有安排！

2月15日上午9点，彭格格母亲告

诉李志文：通过武汉十二中老师们的

共同努力、多方联络，格格一家人已经

得到了帮助和救治。格格的父亲通过

检测已经被武汉中心医院收治，格格

本人已经被安排到酒店隔离，母亲在

家一切正常。

“感谢老师的关心与帮助，我们一

家一定会转危为安！”正在接受隔离治

疗的格格向母校报平安。

那一刻，李志文和同事们的心无

比安定。

争分夺秒13小时：
紧急驰援方舱医院

2 月 5 日下午 3 点，武汉市江夏区

五里界街教育党总支接到一道特殊的

命令：马上准备好38张学生高低床，紧

急驰援区方舱医院，6日早上 6点前必

须安装到位。

“江夏区要在 20 小时内建成一个

可容纳 1000 张床位的方舱医院，我们

教育系统有力出力，一定圆满完成任

务。”江夏区教育局局长樊友华说。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立刻打响。

下午 3 点 10 分，五里界街教育党

总支书记马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

挥战斗。五里界中学、小学的值班领

导、保安与请来的几名工人，立即投入

床铺的拆卸工作之中。工人们拆卸，

党员干部们就将拆下来的床铺构件一

件件从楼上往下搬。中学校长涂永

鸿、小学校长涂俊峰、党支部书记田化

清，还有党员陈波、魏新华、刘家权等

主动加入工作之中。

晚6点整，40套床铺拆卸工作全部

完成，等待区防控指挥部车辆来运输。

晚 6点 35分，江夏区教育局来电，

由于区防控指挥部用车紧张，需要五

里界自行安排车辆将床铺运送到方舱

医院所在地。

疫情严峻，许多司机不敢出门，加

之天色已晚，去哪找车？在场的党员

干部和工人们分头行动，与自己认识

的司机进行联系。

晚 8 点 45 分，联系的车辆终于把

物资送达方舱医院所在地。

问 题 接 踵 而 至 ，江 夏 区 防 控 指

挥部人手紧张，仅有的一部电梯被

搬运其他物资占用，需要大家自行

将床铺搬上四楼。

二话不说，马祥带领党员干部立

即加入搬运工的行列。楼梯陡、床铺

构件重，大家咬着牙一步步往上背，四

层楼 96 步台阶，一趟下来每个人都气

喘吁吁，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晚 10 点 45 分，整整两个小时，大

家硬是用肩扛背驮将10余吨的床铺构

件搬上了四楼。

晚 10 点 50 分，稍稍喘了一口气，

又开始床铺的组装工作。拆时容易装

时难，一张床铺接近 300 斤的构件、几

十个螺钉，需要一一对准。为提高效

率，大家两人一组，人人全神贯注投入

战斗，全然忘记此时已是凌晨。

2 月 6 日凌晨 4 点 30 分，最后一张

床铺终于组装完毕，比区教育局规定

的时间提前了90分钟。从接到命令到

圆满完成任务，五里界教育人用争分

夺秒的 13 个小时彻夜奋战，为疫情防

控交上合格答卷。

风雪10小时值守：
我们战斗在前哨

2月 15日，武汉地区气温骤降，风

雪交织。

知道 15 日有大风雪，武昌区教育

局出资购买的130床保暖被、90个热水

袋已于14日下午准时送达黄鹤楼维也

纳区级疑似新冠病人隔离点。

15日这天，武昌区每一条街道、每一

个社区，都能看到教师全副武装的身影。

黄鹤楼街位于闹市中心，中华路小

学副校长王雪飞、中山路小学后勤主任张

林和复兴路小学政教主任高爽早早来到

这里，帮助测量体温，把病人送上救护车。

在中南路街，大东门小学校长孙民

和新河街小学党支部书记胡建军在社区

登记居民信息、电话排查住户健康情况、

到省妇幼接产妇回家，中北路中学副校

长唐志罡和中山路小学副校长赵彪为

居民采购物资，坚守岗位直至夜深。

在水果湖街，何家垅小学校长陈

建在武铁社区搬运物品、值守，武汉初

级中学校长朱晏华在黄鹂路社区粘贴

告市民书、运送消毒水，四美塘小学党

支部书记熊哲峰在岳家嘴社区值守、

打电话了解居民家庭情况。

“面对疫情传染和生命安全时谁

都有顾虑和担心，今天在社区卫生消

毒过程中，几个门栋的社区群众隔空

喊出的谢谢，听得出是发自真心的，这

让人心里暖暖的！”武汉市十五中党支

部书记胡明由衷地说。

爱，从不单行！传递温暖的人，从

来不孤单。

同样的一天，静悄悄的街道上，武汉

蔡甸区第四小学教师肖辛亥正驾车前往

15公里外的南湖社区进行疫情摸排工作。

自从 2 月 6 日得知区教育系统要

征集体育教师下沉到社区进行新冠肺

炎的摸排工作，近 50 岁的肖辛亥便毫

不犹豫地报了名。

“您不是体育老师，可以缓缓！”当

护士的女儿得知他报名后劝说道。

可是肖辛亥说：“我是党员，我曾经是

一名军人，即使现在脱下了军装，我的骨

子里还是军人，国家有难，我不去谁去？”

于是，他一个电话打给校长：“我

去，请第一个安排我。”

就这样，肖辛亥又成了一名战士，

一名抗击疫情的前线战士。

当然，这名战士从来没有忘记自

己的本职工作，社区摸排工作结束时，

已奔波劳碌了一天的肖辛亥脱下防护

服，回到学校直播上课。

有时社区工作时间较长，肖辛亥会

提前和家长沟通安排，绝不影响学生学

习。有时学生遇到困难无法上课，他会想

尽各种办法提供帮助。现在的肖老师，不

仅空中课堂直播、QQ屏幕分享、QQ直

播玩得转，还会教其他老师如何使用。

“教学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不能让

班上任何一个孩子掉队。孩子们，待

到春暖花开时，我们一定会再次重逢

在美丽的校园。”肖辛亥充满期待。

武汉教师：我们与时间赛跑

本报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

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教育督导是教育法规

定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党的十八大

以来，教育督导在督促落实教育法律法

规和教育方针政策、规范办学行为、提

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仍存在机构不健全、权威性不够、结果

运用不充分等突出问题，还不适应新时

代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

《意见》要求，到2022年，基本建成全

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制机制。

在督政方面，构建对地方各级政府的分级

教育督导机制，督促省、市、县三级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在督学方面，建立国家统筹

制定标准、地方为主组织实施，对学校进

行督导的工作机制，指导学校不断提高教

育质量。在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

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

监测机制，为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决

策、指导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聚焦我国教育督导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了 24 条针对性改革举措，着力推

动教育督导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问

责机制、督学聘用和管理机制、保障机

制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推动完善教

育督导机构设置，全面落实教育督导

职能，充分发挥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

成员单位作用，强化对地方各级教育

督导机构的领导，确保教育督导机构

能够独立行使职能。

运行机制方面，主要是建立健全“督

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系，进一步加强

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导，加强

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督导，加强和改进教

育评估监测，改进教育督导方式方法。

问责机制方面，主要通过完善报

告、反馈、整改、复查、激励、约谈、通

报、问责等 8 个方面的制度，强化教育

督导权威性和严肃性。

督学聘用和管理机制方面，明确

要求配齐配强各级督学，创新督学聘

用方式，提高督学专业化水平，严格教

育督导队伍的管理和监督，着力建设

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精湛、

廉洁高效、专兼结合的督学队伍。

保障机制方面，提出加强教育督

导法制建设，切实落实教育督导条件

保障，加快构建教育督导信息化平台，

加强教育督导研究等改革举措。

强化问责，是这次教育督导体制

机制改革的重点，也是督导“长牙齿”

的有力保障。为此，《意见》提出完善

报告制度、规范反馈制度、强化整改制

度、健全复查制度、落实激励制度、严

肃约谈制度、建立通报制度、压实问责

制度等八大举措。为加强社会监督，

《意见》明确提出，问责和处理结果要

及时向社会公布。 （师闻）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 本报记者 康 丽 □ 冯 旭

行动我们在
教育抗疫教育抗疫

一场疫情，让我们面临一堂人生

大课。

如何给青少年上好这一课？一

批“00后”面对出生以来的首次全国

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献上了他们精

彩的“成人礼”。

大年初一，上海交大附中 11 年

级学生张泽慧发起“我们在一起”湖

北疫情学生支援行动。清华附中国

际部几十位学生志愿者，一对一帮助

武汉学生在线学习。

在全国各地，有学生制作动画科

普病毒知识，有学生录制视频提醒人

们遵守防疫规则，有学生用画笔描绘

医护人员的大爱，有学生创作歌曲和

诗歌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们用行

动给出了自己的青春答卷，给自己的

人生课堂交出了一份完美答案。

我们在思考如何教育学生的时

候，青少年用自己的行动教育着我

们。每每遭遇意外事件或重大变故，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思考如何利用“契

机”教育学生，却很少思考作为成人

的我们一样需要被教育。

面对未知的病毒，一些人心中惶

恐，丑态频出，所作所为一再挑战文

明社会该有的基本准则。这次不妨

换个角度，让我们与学生一起接受疫

情的洗礼，一起去体会家国情怀、生

命可贵，一起恪守规则、学会担当，一

起敬畏自然、呵护生命……

让我们一起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祖国强大，安定团结，我们才有战胜

疫情的底气与信心；让我们一起接受

生命教育，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敬畏

生命，敬畏大自然。

让我们一起接受社会责任教育，

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在守护着我们，

正是他们的高度责任感，才让我们坚

信一定会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让我们一起接受规则教育，不信

谣，不传谣，不添乱，遵守规则，保持

理性，保证正常社会秩序。

让我们一起接受爱与感恩教育，懂得

今日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

唯有如此，教育才能达到该有的意

义；唯有如此，青少年才能感受到社会有

大爱，他们也才能用爱培育爱，激发爱，

传播爱，从而将疫情中所受的教育回馈

于社会，回馈于祖国，回馈于人民。

少年有爱，则中国有爱；少年有担

当，则中国有希望。少年与祖国和人民

在一起，希望和未来就与我们在一起。

疫情是最好的教科书
□本报评论员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系列评论②

中国教师报抗疫公益宣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