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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这段经历成为广大中小学生成长历练的契机

特殊假期收获成长与担当

省农业农村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麦收消防安全提示

筑起麦收“防火墙”

更懂事 为祖国加油

“疫情带来哪些变化？”
“爱干净了！”
来自沧州的初中生吴轩冬是个大大咧

咧的男生，面对记者提问，他说，这几个月
他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曾经踢完足球
直接拿上东西就吃，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就说洗手吧，‘七步洗手法’漏了哪个环
节，我一顿饭都吃不踏实。”

采访中，记者发现，过去一些较难推广
的生活习惯，也开始被中小学生们接受，并
且 成 为 推 动 生 活 方 式 改 变 的 一 个 重 要
力量。

吴轩冬告诉记者，在他的极力主张下，
家里开始推行分餐制。“我们买了好多盘子
和碗，吃饭之前，每个人盘子里盛好各自的
饭菜。”轩冬说，家人开始觉得有些麻烦，但
习惯之后，都觉得这种方式更加方便和
卫生。

“这次抗击疫情给同学们上了特殊的
一课。”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课
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更
教会他们感恩、责任。

在每周一次的“国旗下讲话”活动中，
我省中小学结合疫情期间涌现的先进人物
与事迹，引导学生心怀感恩，珍惜来之不易
的学习生活条件，学会自律、坚定信念、奋
斗不息。

“在这次疫情中，我看到了国家强大的
动员能力和办事效率，看到了千千万万平
凡人汇聚成的巨大能量。”开学第一课，唐
山市初三学生邢梓琪说，“我们虽然不能像
白衣天使一样冲在最前线，但也要为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她表示，自己现在能做
的就是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不一样了，
过去更多的是为自己，现在更要为社会、为
国家。

思想上的成长化作一个个暖心的行
动。石家庄市石门小学四年一班学生王子

威，拎上十多厘米高的透明塑料桶，来到石
家庄市裕华区槐底街道办事处。里面装满
了他两三岁时开始攒起来的零花钱，还塞
着一张纸条“我是一名小学生，这是我从小
到大攒的钱，我要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捐出
去，出一份力。”

很多中小学生像王子威这样，“一夜之
间”长大。他们用书画、文字、歌曲等形式学
习宣传抗疫知识；用多米诺骨牌、剪纸等多
种方式，向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表达祝福，为
武汉助力，为祖国加油。

更能干 掌握新技能

蒸馒头、包饺子、烤蛋挞、擀面条……
过去的几个月，石家庄市裕华路小学六年
级学生肖舜然已经成为一个“面点小达
人”。最拿手的“五彩面条”，还录成了视频
展示。

从调汁、和面、揉面、擀面到切面条，每
一道工序他都做得有模有样。“火龙果比较
容易上色，猕猴桃效果不好。加果汁时不能
太多，否则面团太烂不成型。面要硬一些，
好擀，吃着还特别有嚼劲。”

为培养学生劳动技能，“停课不停学”
期间，石家庄市教育局陆续为学生推送“劳
动微课堂”，截至目前，已推送“万能蚊香支
架”“学做家常菜”等共15节劳动微课，鼓励
各学校通过线上平台开展如面点制作、竹
木雕刻、艺术插花、家居美化、数码摄影、手
工剪纸等活动，并通过录制视频等成果展
示，推选了一批劳动小能手。

为此，该市玉村小学线上开展“做爸妈
的小帮手”活动；东风西路小学按照不同学
生的年龄特点布置力所能及的家务；第四
十二中学开展“我与家长共做一餐”活动，
让学生们在父母的指导下完成一道道美味
佳肴。

“以往劳动教育，大多停留在学校层
面，家里劳动还是由家长包办，甚至连拿碗
筷、扫地、倒垃圾等这样小事也包揽下来。

孩子们无法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石家庄市
教育局思想政治教育处处长苏燕介绍，这
次劳动教育最大的特点是“接地气”，让学
生实实在在动起手来。

劳动实践也让学生们展示出积极担
当。“以前让孩子整理房间，我们都得一直
提醒她。老师布置任务，让她每天打卡，现
在主动收拾房间，自觉整理玩具。”石家庄
市小学生家长周女士说，这些天孩子还从
网上学习了衣橱收纳、厨房归集，把每个房
间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提升技能的同时，学校也引导学生
们在一菜一饭、一针一线中体会劳动的滋
味、感恩大人的付出。”在石家庄一中，老师
们发现，学生们更加珍惜劳动成果，饭菜吃
得干干净净，用过的餐盘摆放整齐。

更努力 学习有进步

“没想到，孩子的自主性这么棒！”围场
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第一小学河东分校，三
年级语文老师刘珍，最近谈起班上的王雨
竹赞不绝口。

刘珍印象中王雨竹性格活泼，但学习
并不突出，因疫情影响，居家学习期间，经
过前几周的“阵痛”后，线上学习效果明显
提升，作业提交准时、字迹工整，这让刘珍
很惊喜，“一下子就冒尖了，孩子的潜力都
是巨大的，家校都应该抓住这次契机，帮助

学生成长。”
疫情下的不同教学方式，给师生带来

全新教学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角度，
发现学生潜力。

石家庄市绿都小学二年级三班郭梓翰
的妈妈，说起孩子之前上学在托管班时，作
业写字潦草、爱拖拉，每次回家还要写一会
儿。疫情期间，亲子相处时间长，正好有时
间帮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课后
能主动先写作业再干别的，课余有时间还
会做些科学小实验、做手工……生活丰富
多了。”郭梓翰妈妈高兴地说。

除了学习上的进步，不少学生家长利
用居家学习的机会，因材施教，在有效陪伴
和监督下，一起发现更多元丰富的生活。

石家庄市绿都小学三年级班主任王曼
最近发现，之前内向、不爱表达的周梓霖，
越来越自信了。

学校数学课前需要录制预习视频，以
微视频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当老师来讲解
对知识点的理解。王曼常用“精致”形容周
梓霖的视频，学具制作细致，知识点讲解条
理清晰。“课前预习、课上讲解、课下复习，
她每一步走得很扎实，测验基本满分。”

自学能力不断提升，书法、绘画、围棋、
舞蹈也样样不落。周梓霖爱好广泛，书法学
习一年多，这段时间老师们虽不能当面指
导，但利用视频或是微信语音，进行针对性
讲解后，练习同样高效。

□河北日报记者 马 利

5 月 8 日，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2020 年 全 省 中 考 工 作 安 排 的 公
告》，明确今年中考时间由往年的6
月21至22日，调整到今年的7月18
至 19 日。至此，备受关注的中考延
期话题尘埃落定，不仅留出相对充
分的备考时间以缓解考生和家长的
焦虑，也为中考命题、考务等相关工
作留出了时间。考生、家长、学校如
何因势而动、积极备考，打好接下来
的“加时赛”？记者进行了采访。

“咱们中考多了4周复习时间，
要调整一下教学节奏。”石家庄市第
二十五中学副校长杨会彦获知消息
后，赶紧召集备课组长开会布置教
学安排。她介绍，受疫情影响，毕业
班老师和学生们压力都比较大，中
考延期不仅有利于缓解压力，同时
也为学生们留出了更多调整生活作
息和学习节奏的时间。

杨会彦分析，中考延期对于不
同层次学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对
于成绩好的同学影响较小，因为这
些学生自律性强，学习效率高，应
变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强，即使不延
期也能考出不错的成绩。而成绩中
等的学生则赢来机会，“他们的学
习效率相对一般，能够有更多的时
间学习，对于这类学生的成绩提高
至关重要。”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副校长王兴红表示，延期
如同赛场上的“加时赛”，如何充分利用好多出的 4
周时间，将是考生提高成绩、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

“这段时间怎么教，怎么学？”成为各方关注的
热点。

据了解，各学校已结合特点对课堂教学进行了
调整，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课堂上，不仅采用了
现场及录播系统授课结合的方式教学，每科还配备
助教老师，对课堂全程盯守。石家庄市第二十五中
学各备课组调整中考复习策略，对两个多月的线上
教学进行问题梳理和汇总，侧重练、讲、评和回归教
材，查漏补缺、考前练兵，加强解题指导和应试技巧
训练。而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则要求，师生静下心
来全力备考，及时从网课模式过渡到学校常规课堂
模式。“不仅要调整作息习惯，还要做好充分的心理
准备，跟着老师的节奏，有序高效地安排复习。”王
兴红介绍。

与高三学生比，初三学生年龄小，心理波动大。
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照顾
学生情绪，该校增加教师与学生的谈话时间和频
率，每周每生接受谈话不低于4次；教室外的走廊上
设立办公区域，全方位实现对学生的陪伴和照顾。

杨会彦发现，不仅是学生，家长也呈现出焦虑
状态，心情随着孩子的成绩起伏。“要理解和接纳孩
子随时可能出现的一些应激反应，在情感上多支
持、多鼓励，多引导孩子积极看待考试时间调整等
变化因素，保持乐观情绪，增强迎考信心。”

“好在不考体育，可以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
省教育厅公告中对体育、理化生实验操作、信息技术
等科目也进行了部署，未组织的不再进行考试。很多
家长和学生长出了一口气，“总算不用锻炼了。”

而在部分初中，体育却在加码。衡水滨湖新区
志臻中学调整课程表，每天设立一节活动课，结合
防控实际进行跳绳、踢毽子、散步、沐浴阳光等微型
分散型体育休闲活动，强健学生体魄。石家庄市第
二十五中学也鼓励学生参加锻炼，“体育锻炼将坚
持到中考前最后一天。”

据了解，学校这种安排一方面是由于居家学习
期间，学生体能普遍下降，而考前冲刺，也是一场体
能的比拼。针对部分学生和家长担心体育锻炼会挤
占学习时间。王兴红表示，只要合理安排时间，在感
觉学习效果下降时穿插体育活动，可以迅速提高大
脑活力，促进学习。此外，非常时期，锻炼也将确保
安全，严格控制学生的运动强度。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麦收时
节，天干物燥，风大，火险等级高，一定要
做好麦地防火，更不要焚烧麦茬，以免引
发大火。”为确保全省麦收期间消防安全，
5月27日，省农业农村厅、省消防救援总队
联合发布麦收消防安全提示。

“随意丢弃烟头、烧纸祭祀、电线短路、
焚烧秸秆不当等极易引发麦地火灾，再加
上天干物燥，风大，很难及时扑灭。”省消防
救援总队宣传处处长张金星提醒，产麦区
乡镇政府、村委会要加强消防宣传力度，强
化日常管理和防火巡查，组建扑火队伍，备

足消防设施器材。群众不要在麦田或打麦
场吸烟，严禁焚烧麦茬、麦秸，严禁在麦田
或附近烧纸祭祖，教育小孩不要玩火。打麦
场尽量设在公路沿线附近，以便快速灭火
救援；麦场间要留有足够的防火间距，不得
连片设置，以防失火蔓延、火烧连营。打麦
场上应因地制宜配备水缸、水桶、铁锨、扫

帚、灭火器等灭火用具，充分发挥机井和喷
灌机械在麦收期间的灭火作用。

此外，收割机长时间工作也极易引发
火灾。体积庞大收割机易与线路相碰，接
地起火，造成烧麦、烧机事故。张金星介
绍，农机设备要提前检查油路、电路，消
除火灾隐患，进入田间作业的内燃机械

设备要安装防火罩，配备大容量灭火器，
有条件的应随车加装消防水箱。收割机
夜间作业时禁止用明火照明，禁止疲劳
驾驶、违规作业。

省农业农村厅和消防部门提醒，发
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组织扑救，并拨打
119 电话报警。组织扑救时，要同步开辟
和其他麦场及可燃物之间的隔离带，并
对附近的可燃物进行喷水，防止飞火蔓
延。因工作措施不到位、疏忽大意导致火
灾事故发生的，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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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东兆通小学一名学生在菜园浇地。 石家庄市教育局供图

特殊时期，特殊成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省广大中小学生居家学习、生活，

在与父母的朝夕相处和老师的教育引导下，把这段特殊的经历作为成长历练的契

机，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敬畏生命、学会感恩、尊重规则、崇尚劳动、乐观向上、爱国奉献、责任担当、努

力学习……潜移默化中，这些优秀的品质正融入孩子们成长轨迹里。

□河北日报记者 马 利 桑 珊

河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河北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调配办法》《河北省公务员公
开遴选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经研究，河北省人民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决定面向全省公开
选调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岗位及人数
办事处机关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级公务员 4

名。具体岗位为：
1.综合岗位2名。
2.会计、审计岗位1名。
3.网络管理岗位1名。
二、报名范围和条件

（一）报名范围
河北省省直、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各级机关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中具有公务员（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人员）身份、已进行公务员或参公登记、在编在
岗、科级及以下职务、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级的人员。

（二）资格条件
报考人员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1.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信念坚定、勤政务实、敢于

担当、清正廉洁。
2.具有较强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字写作功底。
3.全日制本科（不含专升本）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

应学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不超过 32 周岁（1988 年 6 月 1
日之后出生）。

4.近 3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等次，符合选调
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6.符合选调工作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
7.除具备以上资格条件外，各报考岗位还需具备

以下条件：①综合岗位不限专业；②会计、审计岗位限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专业，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且从事本专业岗位 2 年（含）以上，现仍在本专业岗位
工作；③网络管理岗位限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类专
业，且从事本专业岗位 2 年（含）以上，现仍在本专业岗
位工作。

以上岗位均需长期在外出差，经常加班，适合男性。
工作经历、任职年限等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日。
（三）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专门机构审查尚未

作出结论的。
2.受处分期间或未满影响期限的或者期满影响使

用的。
3.尚在新录用试用期的。
4.按照公务员录用相关规定，工作未满服务年

限的。
5.新提拔任用任职试用期未满的。
6.调入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选调程序

（一）组织推荐报名
填写《河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公开选调工作

人员推荐报名表》，推荐单位和主管部门在推荐意见栏
内签署意见并盖章，本人在个人承诺栏内签名。报名人
员应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将填写好的《河北省人民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公开选调工作人员推荐报名表》、个人身
份证（或户口页）、学历证书等扫描成PDF文件，连同电
子版证件照片（JPG 格式，文件名为姓名+身份证号）发
送到指定邮箱。

报名和资格审查时间：2020 年 6 月 1 日 00:00—6 月
15日24:00

报名邮箱:972461050@qq.com
同一岗位报名人数与选调人数之比不低于 5∶1，报

名比例低于5∶1的，取消该岗位选调。
（二）笔试
1.时间地点。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报考人员需持本人二代身份证、笔试准
考证、健康绿码参加笔试。

2.笔试内容。主要测试报考者的政策理论水平和
公文写作能力，满分100分。

3.公布笔试结果。笔试结束一周内公布考试成绩。
4.确定面试人选。笔试成绩分岗位由高到低排名，

每个岗位按 1∶5 确定进入面试人选。如末位成绩出现
并列，则成绩并列人选全部进入面试。

（三）面试
主要测试报考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所要求的基本素

质和能力，满分 100 分。面试时间、地点等由办事处另
行通知。

（四）体检与考察
1.确定体检人选。根据总成绩=笔试成绩×40%＋

面试成绩×60%，从高到低的顺序，按1∶1比例确定体检
人选。如总成绩出现并列，则以面试成绩高者为体检
人选。

2.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执行，在面试结束后5日内进行体检，费用自理。

3.考察。经体检合格人员进入考察对象范围。对
考察对象的德、能、勤、绩、廉情况和岗位匹配性进行全
面考察，重点考察政治素质、道德品行、工作实绩、党风
廉政、群众公认程度等情况，查阅干部（人事）档案，核实

公务员登记表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
员登记表及任职回避等情况。

因体检不合格或经考察不符合选调条件等原因造
成名额空缺的，按照所报岗位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依
次递补。

（五）公示、办理相关手续
拟调人选确定后，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者，按规定办理相关调动手续。
四、有关要求
本次选调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严格按规定条

件和程序进行，自觉接受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资格审
查贯穿公开选调全过程，报考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各项纪
律要求，确保报名信息、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无论哪个环节，凡出现弄虚作假和违规违纪的，一经查
实，一律取消选调资格。办事处机关纪委对公开选调工
作进行全程监督，及时受理选调工作中反映的问题，一
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特别提醒：报考人员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在参加选调各个环节加强个人防护。

附件：《河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公开选调工
作人员推荐报名表》

联系电话：010-83364244 010-83364247
18800115560 19933133399

监督电话：010-83364280 13673236777
报名表下载邮箱：hbzjbjgdw@163.com
邮箱登录密码：zjb83364244

河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2020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