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宿舍管理方面，江北区新城外国语
学校初中部、宁波大学青藤书院初中部的
少量住宿生，以及全寄宿制的至诚学校，
将尽量动员学生在开学初期不住校，的确

有困难的，由家长提出申请，学校要对有
住宿需求的学生及家长寒假外出轨迹及
健康状况进行全面了解，根据居住地及家
庭实际情况确定允许寄宿对象。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呈现出积极向好的态势。为广大师生的健
康安全保驾护航，加强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已经全面
开展各校复学准备工作。

□记者 钟婷婷 马亭亭 林涵茜 通讯员 郑时玲 王小飞

在江北区甬江实验学校，一支专业的消
杀团队正在消毒。消杀人员按照要求，对学
校的门卫、教室、走廊、食堂、卫生间、室内活
动场馆、操场带等场所进行全面清洁消毒，
并保持室内场所通风。

准备开学的这段时间里，该校早早做好
了防疫物资的储备，在相对独立的场所设置
了隔离室，还给教职工开展了防控培训，主
要包括对疫情的再认识、发现学生有发烧咳
嗽的紧急处置、学生做操、用餐等防控须知。
学校的宣传老师也“火力全开”，通过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针对学生和家长做了七八期防
疫知识宣传。

近日，在东钱湖教辅室的指导下，东

钱湖各学校、幼儿园进行一次全面彻底
的消杀工作。按制定的消杀计划，从 3月
9日至 13日，每天消杀四到五个学校，为
期一周。

由专业消杀人员，携带专业消杀设备，
分组开展消杀工作。消杀范围覆盖教学楼、
餐厅、操场、办公室、洗手间、地下车库，校
园周边环境等。此外，对师生需要使用的、
可能触碰的区域和物品逐一实施消毒杀
菌，对门卫、厨房间、楼道、楼梯扶手、监控
室等重点区域实施密集反复消毒。通过地
毯式消杀，坚决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做到
绝对不留死角，为全体师生创设一个整洁、
卫生、安全无毒的校园环境。

食堂管理是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个
重点领域。怎么安排师生座位，如何错时错
位就餐，大家都非常关注。

宁海县力洋镇兴南小学制定了一套非
常详细的分时分餐制度。就餐前，学生将由
教师带领到洗手池洗手后，到餐厅门口按一
米间距排队等候测量体温正常后再进入餐
厅。就餐时，两个学生共用一张长餐桌，以对
角S形就座就餐。此外，还安排两位教师管
理，避免学生在就餐时乱走动或过多的接
触。每批学生就餐后，教师都将对学生就餐
桌椅进行擦拭并消毒，然后再让下一批学生
按以上操作进行就餐。

慈溪市崇寿初级中学正在做一个民
意调查。该校校长励锡钢说：“我们正考
虑是否要求学生自备餐盘，近期将通过
问卷星等第三方平台发放民意调查，看
看家长们的意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计
划学生自带餐盘，到食堂打饭，一部分在
教室就餐，一部分在食堂就餐，这样就可
以大大拉开就餐距离，最大程度减少共
用餐具使用。”

据了解，学生们若自备餐盘，就餐后由
学生自行清洗，崇寿初中将为学生准备洗
碗刷、洗洁精等清洁用品，并且食堂每层楼
都有20-30个水龙头供学生使用。

对学校进行全面清洁消毒

动员学生在开学初期不住校

制定了详细的分时分餐制度

如何筑牢校园防疫安全线？

“一校一策”
做好复学准备工作

本报讯（记者 樊莹）在过去的一个多
月里，宁波高校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踊跃参与助力抗
疫。师生党员们用捐款捐物、帮扶困难学
生等实际行动表达了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的抗疫决心。

连日来，宁波大学各级党组织积极做
好党员自愿捐款工作。捐款工作启动仅两
天，全校30个二级党组织中22个完成捐
款，4673名党员捐款35.97万元。

疫情期间，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党员
师生、离退休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踊跃捐
款。该校商学院党委组织全体学生党支部
开展了疫情防控线上主题党日活动，并发
出党员捐款倡议，三天内就收到了师生党
员自愿捐款9万多元。

其中，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自愿捐
款工作在通知下发后不到一天时间，就
有568名师生党员积极捐款。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在学校
各基层党组织网络工作群吹响“集结号”，
截至3月1日17时，该校已有561名师生
党员积极参与这场强信心、暖人心、聚民
心的“全党行动”。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党员教
师夏建明无偿向企业提供消毒液生产专
利技术，价值10万余元。宁波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捐赠10万个口罩，折合人民
币50万元。

此外，宁波财经学院、宁波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针对因疫情而产生困难的学生
有帮扶措施。如宁波财经学院设立临时困
难补助，相关学生只需通过微信公众号、校
务服务网便可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每人
享受最高5000元的临时困难补助。宁波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紧急启动“抗疫防
控专项困难补助”的基础上，积极协调通讯
营运商，为222名困难学生赠送爱心手机
流量包，保障他们的网上学习。

东钱湖对各校开展全面消杀工作东钱湖对各校开展全面消杀工作。。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樊莹 通讯员 余晶晶）
“理发在平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却
在这个时候，成了很不容易的事情！感谢
志愿者们！”3月12日下午，宁波市教育工
会发起的“助抗疫 解难事——劳模免费
理发服务活动”首场走进鄞州职业高级中
学。学校一间老师办公室变成了临时理发
厅，浙江省劳动模范、甬江职高教师崔蓉
英和她劳模工作室的2名形象设计专业
教师在这里免费给抗“疫”一线的师生理
发，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据悉，本次活动为避免人员聚集，会
错时安排师生到指定地点理发。滞留在甬
的西藏班等特殊群体也纳入其中。

点赞
免费理发进“疫”线

踊跃
高校师生助力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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