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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荔湾、天河等多区小学昨日结束期末考

白云区多间小学直接开启放假模式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黄绮媚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绮媚 丘敏华 刘诗敏 王智汛 实习生 陈展鹏 通 讯员 钟聘枝
本版摄 影 信息时报记者 叶 伟 报

后勤保障齐努力
让留校大学生
在“家”过年

日前，广州各区中小学已陆续进入
期末考阶段。 昨日上午，记者在越秀区、
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等区看到，“神
兽”们基本已经结束考试，有的甚至直
接开启了寒假模式。 记者了解到，天河
区、越秀区、海珠区、南沙区等区有学校
计划于1月22日举行散学典礼， 白云区
则有学校接到通知不得组织集中散学
礼。

信 息 时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刘 安
琪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曾献尼
龚 慧 枫 ） 本月初，一些广东高校已

陆续进入
“
寒假模式”。 疫情防控要
求下，针对约30万外省在粤高校学
生，高校是如何安排的呢？

越秀区
考完试先连休七八天
昨日上午，记者在越秀区不少小学
门外看到， 许多家长在等候孩子放学。
据悉，由于考试结束后老师们需要进行
评卷等工作，越秀区内小学均安排此后
的七八天时间学生不回校，在家进行线
上安全知识学习或劳动等综合实践活
动。 在建设六马路小学门外，家长李女
士透露，学校上周就已下发通知，学生
考完试后将连休至22日，22日上午回校
参加散学典礼，然后就正式放寒假了。
广州市八一实验学校的通知指出，
1月13日结束期末考试；1月20日8：30～
10：30，二、四、六年级全体师生回校讲
评试卷；1月20日 14：30～16：30，一 、三 、
五年级全体师生回校讲评试卷；1月22
日上午举行散学典礼， 下午开始放寒
假。

分批次有序
“
错峰”放假

昨日，在海珠区一间小学门口，走出校园的学生给家长一个大大的拥抱。

寒假安排
学校提前摸查学生去向
出外要报备

白云区
小学直接放假 散学礼线上办
记者获悉，白云区有学校收到上级
通知，指出本学期末考试结束后，除初
三、 高三年级继续完成一周课程外，其
他年级学生一律居家学习，不得再回学
校； 所有学校不得组织集中散学礼，可
采用网上等其他非聚集形式的散学仪
式；同时要求家长、学生寒假期间自觉
居 家 ，不外 出 旅 游，少 去 、不 去公 共 场
所。
记者了解到，白云区平安小学和景
泰小学分别发布寒假通知，期末检测结
束后开始放寒假。 景泰小学的通知上更
提到，1月13日上午期末检测结束后，学
生不返回学校，也不进行散学礼，且此
前发出的“
1月22日上午学生回校进行
散学礼”的通知作废。
白云区汇侨第一小学发出期末检
测和在家进行综合实践活动通知，指出
学生不回校， 在家里进行线上散学典
礼，线上散学礼时间为1月22日8:30。
记者从荔湾区教育局了解到，荔湾
区教育局昨日上午开会，建议各校散学
礼可采用网上形式进行， 但不强制取
消。 举办散学礼的学校需要报备并做好
疫情防控的工作，做好错峰放学安排。

天河海珠南沙
多数计划下周五举行散学礼
根据天河区第一实验小学的期末
安排通知，1月13日结束期末考试，1月
22日举行散学典礼，1月23日学生开始
放假。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向初
天气：多云转晴，气温 7℃~19℃ 。

▲茛 考完试的孩子满脸笑容。

一家长发出期末安排预告，1月13～14日
中考文化科目 （五 科）期末检测，14日15:
50离校；1月15～21日期末社会实践，以
个人为单位；1月21日19:00前结束社会
实践返校，22日12:15离校。
广州市聚德中学发出通知，1月15
日上午结束期末测试，1月19日上午按
新课表上课，1月20日上午体检、试卷讲
评，1月22日8：00开展法治教育暨散学
典礼。
1月9日，海珠区实验小学官微发布
通知，1月17日，师生回校，举行散学典
礼；1月18日～2月21日，学生放寒假。
广州市南沙灵山中学发布提示，1
月14、15日进行期末检测， 下周学生还
要回校上课， 下周五下午举行散学典
礼。 学生放寒假时间为1月23日至2月21
日，2月22日正式上课。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小学、华南师范
大学附属南沙小学也表示， 计划于1月
22日举行散学典礼。

据悉，此前越秀区育才学校、朝天
小学、 铁一小学等学校根据省教育厅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均已通过微信群
等渠道向家长摸查学生寒假期间的动
向，除了要求学生做好个人防护、不参
与聚集活动，如因特殊情况拟往北京、
石家庄、港澳台等地，还需上报学校做
好备案登记。
海珠区实验小学官微发布的通知
也提醒家长， 做好假期出外和孩子健
康报备。

不少家长已报好补习班
不外出游玩
记者发现，今年寒假，不少家长选
择给孩子报补习班， 参加以个人为主
的活动。
“学校已经安排了不少作业，基本
不会外出游玩了。 ”天河区家长叶女士
表示，学校已经做了相关调查，确认学
生和家长寒假期间有没有外出计划以
及外出的详细时间、地点等。
天河区一中学家长沈女士给孩子
报了一周的补习班， 上完补习班计划
回家乡过年。“现在看防疫具体要求，
可能也会在广州过年。 ”海珠区家长苏
先生也给孩子报了某机构的寒假班，
“
不敢出广州，不考虑外出游玩”。
“孩子2月6日前行程已安排 满 ，”
白云区一中学家长苏先生说，“
1月14
日考完试后，参加几个比赛、培训以及
线上主持活动等，以个人为主，不参加
人多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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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
视员邱克楠介绍了广东省内各学
段学校寒假安排，据统计，外省在
粤高校学生约30万人，各高校统按
照
“
错峰”原则，安排学生分批次有
序放假离校。
1月8日后，多所高校陆续公布
寒假放假通知，将安排学生分批离
校。 其中，华南师范大学遵循“安
全、稳妥、错峰、有序”的原则，于1
月15日至1月底，分4个批次组织学
生有序放假离校。 暨南大学将安排
各校区、学院学生按照六个批次分
批离校。 华南农业大学学生也实行
分批次有序放假离校和开学返校，
离校后非通知不返校，确需返校要
提前申请。
另外，寒假期间全省留校的学
生和外籍、港籍教师约9万人。 邱克
楠建议，家乡在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的高校师生， 假期期间原则上留
校。
记者从华南理工大学获悉，针
对离校前家庭所在地升级为中、高
风险地区的学生以及因疫情防控
影响不方便回家的港澳台学生、外
国留学生将安排留校。

留校学生有人
“
宠”
因疫情防控政策、实习需求以
及教学科研任务等需要寒假留校
的学生， 多所高校早早做好准备，
让他们在粤过年也能感受家的温
暖。 华南师范大学强调采取一切有
力措施满足学生就餐、洗浴、运动、
健身、快递收发等生活需要，并计
划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体活动，
定期访谈学生、走访宿舍和联络家
长，及时纾解学生思乡情绪和精神
压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拟安排六大
不同主题的校园活动，让留校学生
度过一个平安有意义的假期。
仲恺农业工程计划于2月7日～
10日期间，对寒假饮食住宿都在学
校的所有学生开展关怀慰问活动，
不仅举办文娱和会餐活动，还会发
放利是。
广东药科大学成立了后勤保
障小组， 确保学生留校期间学习、
生活有专人负责，还有老师邀请学
生到家里做客吃饭，让学生在校也
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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