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大学所有学生在接到返校通

知前，一律不得返校，采取在线教学方

式学习。 2 月 24 日~3 月 1 日为线上教

学试运行阶段，3 月 2 日起正式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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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市政府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通报学校防疫防控工作

中小学缺失课时或用周末和暑期补齐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晏文龙（除署名外）

昨日，广州市政府举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就疫情存续期间学校防疫防控工作进行介绍。 截至目前，广州地区滞留湖北的学生 44518

人，教职工 6886人。 学生比 2月 4日统计人数增加 5042人，教职工增加 462人。 而在疫情期间缺失课时或利用周末和压缩暑假来保障课时。

【中小学】

要求线上教学不讲授新课

在保障学生“停课不停学”方面，市教

育局利用广州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积

极筹备教育教学资源。 据统计，2 月 10

日， 全市 118 所所高中近 16 万高中学生

通过直播、 微课等方式开展了在线学习。

小学、初中、中职学段课程下周一上线。

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敏生解释，

“停课不停学”不是单纯的网上教学，是巩

固性的学习。市教育局对小学低年级学生

网上学习不做硬性要求，要求各校线上教

学不讲授新课， 返校后按照零起点教学。

至于返校后缺失的课时，市教育局考虑疫

情结束后在周末增加一天的时间调课上

学，或者是压缩暑期时间保障课时。

学校要设独立健康观察室

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敏生介绍，虽

然目前尚无具体开学时间，但市教育局已

为顺利安全开学做准备。市教育局已指导

各校建立开学疫情防控工作预案，要求各

校有效组织从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返穗的

教职工和学生，分院系、分年级、分班级、

分省份、分期、分批返校。

此外，根据市教育局要求，各大专院

校已设立独立的健康观察区，目前已准备

观察房间 357 间、可扩展使用 207 间。 同

时中小学、幼儿园也要设独立的健康观察

室。

封停 2 家教育培训机构

市、 区教育区和各级学校成立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问责

力度。 截至 13 日，市区两级联动专项督

查共督查检查 3241 所所学校，占全市学

校总数的 89%； 督查检查校外教育培训

机构 2001 所。 目前， 增城区通报查处一

名值班不在位的中学副校长， 白云区教

育局对 2 名履职不力的幼儿园园长予以

停职， 花都区教育局依法封停 2 家违规

开展线下培训的教育培训机构。

【技工院校】

不强迫网上学习，或延期放暑期补回实操课

在技工院校方面，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副局长何士林介绍， 全市共有 20 所招生

的技工院校， 全日制在校生 10.63 万人，

教职员工 6961 名。 截至 13 日，滞留湖北

的教职工 142 人，学生 803 人，医学观察

人数共 25 人。 目前全市技工院校 11.3 万

师生无确诊和疑似病例。

目前技工院校已调整教学计划，在组

织形式和教学方法做了相应的改变。具体

而言，重新安排教学计划，做到“开学不返

校，开学不停教”。由于技工院校开展数字

化教学有一定基础，因此准备让学校把理

论课搬到网上，学生可通过慕课、钉钉等

进行线上课程，同时使技工教育借本次疫

情助力数字课程得到提升。

对于技工教育重实操的特点，人社部

门打算利用双休日，或延迟放暑假的方式

把课程内容补回来。考虑到技工院校的生

源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和城市较贫困家庭，

因此技工院校不强迫网上学习。

居家学习怎么做？

自主自觉是“王道”，引导家长做好服务者

广东各高校公布延迟开学教学安排

3月初开始上网课 返校时间待定

信息时报讯（记者 孙小鹏）

“疫情

形势仍然严峻， 要做好 4 月底前学生

不能返校上课的准备，5 月初如条件成

熟，再安排学生返校。 ”日前，一张这样

的截图在网上被家长转发。 昨日，记者

将该消息向广东省教育厅求证时，相

关负责人回应表示， 目前最新关于开

学时间的文件是 2 月 7 日发布的调整

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没有新变化。 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 2 月底前不开学。

记者还了解到， 目前广东各高校

公布延迟开学教学安排， 譬如暨南大

学、 华南师范大学和广州美术学院等

高校，均为 3 月 2 日正式开学，不过以

上网课等方式进行。

暨大：3月2日开学上网课

日前，华南师范大学学校教务处发

出通知要求， 在恢复正常课堂教学前，

理论课程一律“网上授课”。网络教学开

课起始时间为 3 月 2 日。第三轮选课安

排在 3 月 2 日至 3 月 8 日，同学们可以

进行补选或者改选。

广州中学校长吴颖民：居家学习有两个要求，全员参与和力求

有效果。 从学校的角度上，学校要考虑学生居家学习的条件如何，

有没有网络，有没有电脑，首先要了解；然后就是老师的问题，会不

会使用，是不是具备能力。对于学校来说，要区分不同的学段。对于

初中的学生来说，现在还在假期，还没开学，如何指导他们在家里

更好的学习和锻炼，这里的学习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是学文化；

至于高中的学生，各个学校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制订自己的线

上教学的形式。

广东广雅中学校长叶丽琳：我们比较关注亲子关系，在居家学

习中家长的焦虑。居家学习打破了以往将孩子送到学校的模式，现在

家长和孩子

24

小时呆在一起，家长难免会产生焦虑。家长的焦虑往往

来自于大家的孩子都在学，我们的孩子不学的话怎么办？特别是高三

学生的家长，对于未来这种不可知性、对比当中的伤害性很焦虑。 因

此在疫情期间，引导家长做好孩子居家服务中的服务者十分重要。

广州市执信中学校长何勇：在家学习，第一自主自觉是“王道”；

第二是扬长避短，利用这一段时间发展自己的特长，对自己感兴趣

的领域去学习研究，发展个性特长；利用这段时间补短，查缺补漏；

第三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在家里好好学习生活技能，比如烹饪，这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 另外还有关注时事，疫情中的很多东西可以给孩

子以学习和思考，反思对生命的态度，思考一下未来的成长。

广州市铁一中学校长周伟锋：停课不停学有

4

个误区：认为停

课不停学就是要上新课；认为停课不停学就是要线上学习；认为线

上学习就是老师的直播教学； 认为停课不停学就是要只学习课程

的内容。我们认为这四个误区影响了学校的工作。停课不停学要坚

持一个原则：不要上新课。 其次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不同年龄段

的比例要有差异，比如对于高三的学生，我们半天线上上课，半天

线下学习；校内和校外的资源要结合，老师面对海量的校外资源要

有甄别性，老师不一定要直播，但对于关键地方要录小视频；学科

课程的知识和学科外的课程要结合， 从不同角度带领学生就疫情

所涉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华师：网络教学3月2日开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暂定开学返校

时间不早于 3 月 23 日， 教职工开学返

校时间不早于 3 月 9 日。 如受疫情影

响，学生返校时间须进一步延迟，则启

动在线教学模式，直至师生返校上课。

广外：返校时间不早于3月23日

广州美术学院春季学期将于 3 月 2

日正式开课， 全校按照广州美术学院教

学作息时间表运行，教学周数相应顺延。

所有本科学生于 2 月 24 日前完成相关

课程网络课堂、微信、QQ 等的班级入群

工作，3 月 2 日正式开课。

广美：春季学期3月2日开课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具体安排

是：2 月 28 日

（星期五）

学生通过远程

方式完成注册；3 月 2 日

（星期一）

正

式开始远程教学活动。 所有学生暂时

不返校。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生暂不返校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方面，

2020 年春季开学初期安排一个月左

右时间利用网上教学方式完成阶段

性教学任务。 开学时间初定 3 月 9

日，由教务处下达阶段性网上教学计

划，由系部组织实施。

华软学院：初定3月9日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