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9日早上7点20分，土木工程学院王钉
同学第一个提着行李返回学校。经过测温、核
实信息等进校流程，他回到宿舍，看见一切物
品完好无损，心里踏实也很欣慰。作为2020年
返校第一人，王钉发送消息说：“不必担心自己
的衣服和被子，宿管阿姨提前几周就为宿舍消
毒、通风了。学校食堂、菜鸟驿站、超市等都已
经正常营运，请同学们放心吧。”

按照安徽省统一部署，结合学校疫情防控
实际情况，经学校董事会和马鞍山市人民政府
审核同意，并报教育厅备案通过，依据分期分
批错峰开学返校的原则，5月 9日至 5月 31日，
皖江工学院学生陆续返校。

学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确保疫情
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有序开展返校复学的各项
工作，坚持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准备在前，落实在细，确保平安返校

皖江工学院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决把校
园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紧迫的任务，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科学有序开展防控，全力
做好师生返校工作。

学校下发《皖江工学院新冠病毒肺炎防控
期间师生返校工作方案》《皖江工学院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
紧密围绕学生返校前、返校时、返校后、疫情突
发时四个关键时间点，精准把握信息摸排、健
康监测、校园管控、物资保障、隔离观察、日常
教学、宣传引导、环境整治、心理支持等工作重
点，维护正常校园秩序，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学校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返校复学工作，下设 10个工作
组，落实各项具体工作。返校前，学校利用多
种渠道宣传教育防控知识和学校防控要求，加
强师生员工的健康教育，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坚持每日健康信息报送，根据所处地域和身体
健康状况决定返校情况；严格实行封闭式管
理，进入校园人员一律进行体温检测和信息登
记；后勤部整治校园环境，对教室、食堂、图书
馆、宿舍等场所进行消杀；开通在线心理咨询
服务，为学生提供及时心理支持。

学校后勤保障部副部长翟露介绍说，“前
期我们对校园环境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消杀，对
食堂、宿舍等重点部位的防控工作进行了细节
上的改进，确保学生返校后的平安与健康。随

着学生陆续返校，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也将常
态化开展，不松懈、不懈怠。”

师生员工报到时，学校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实施“一测二核三验”，严格执行入校流程，
三项检查无误后方可进校，确保学生平安回
校。

5月16日上午，董事长朱洪高、副校长张建
民、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伍旭坤、经济管理
学院书记马建、机械工程学院书记李永金、机
械工程学院赵恒文等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到场检查指导开学工作。

学生返校后落实自我体温监测与健康信
息报送制度，建立“学校-学院-班级-宿舍”四
级防控管理体系，把疫情防控责任压实到学
院、班级、宿舍，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和住宿管
理，严控学生聚集性活动。采取定点分时错峰
供餐制，鼓励自带餐具，避免扎堆就餐。做好
校医务室、卫生医护人员的组织、管理和协调，
做好师生出现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准备，配合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调整，周密衔接，实现有序复学

疫情期间，学校制定线上教学方案，2月17

日正式开启“云课堂”。学生返校后，学校安排
平稳衔接教学工作，制定因疫情防控暂不、暂
缓返校学生的在线学习方案，合理调整、统筹
安排春季学期与秋季学期课程教学计划，确保
教学运行工作有序实施。

5月8日，教务部召开了学生返校复学教学
工作会议暨2020年重点工作布置会，确保学生
返校后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副校长阮怀宁指
出，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始终
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复学复课工作，保证线上线下教
学工作平稳过渡，做实做细各项教学工作。

5 月 11 日，教务部发布《疫情期间 2017-
2019级学生返校后课程安排的通知》《关于做
好学生返校后补考重修工作的通知》《关于对
2020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检测的通知》，
要求做好返校后教学衔接，补课、调课、重修、
毕业设计等工作，施行上课教室调整及错峰下
课工作安排。

学校为保证师生双休日得到充分休息，不
增加课业负担，返校后学生补课均安排在白天
课表空余时间，不占用学生晚上和周末休息时
间，科学把握疫情防控下的教学节奏和教学强
度。上课或考试时，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
之间均须保持1米以上距离，严格控制教室、考
场学生人数。

学校要求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充分利用毕
业设计管理系统与其他网络资源，开展毕业设
计线上线下指导、审核等工作，合理安排毕业
设计工作进度，确保学生毕业设计质量。

五月，皖江工学院全体师生逐渐投入到丰
富的校园生活中。在全力以“复”开启新局面
的同时，全体师生做好自我防护，遵守校园防
控制度和教学规定，用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
新的学习挑战。

王玉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全国各族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
跃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不畏
艰险、冲锋在前、真情奉献，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
的担当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高度赞誉。

皖江工学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引领大学生
青年深刻理解党中央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作用和共青团员生力军作用，在战

“疫”同时，厚植爱国主义精神，展现当代中国青
年的责任担当。

同屏共振，引领爱国思想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是‘苟利
国家生死以’的爱国精神链接大写的青春，亦
是心有大我，肩有大任，行有大德。”19机械工
程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储俊朗同学，在 3月 9日
观看完“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
课”后说。4月 23日，经济管理学院 2019级财
管专业包天晴同学感慨道：“上完这堂战“疫”
思政大课，我心潮澎湃，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大
国的责任与担当！”

皖江工学院思政部组织广大师生通过人
民网、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平台，同上疫情防控
思政大课。全体师生在观看中解读党中央关
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分析疫情防控中彰显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通过学习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塑造大
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学校结合实际情况，从教学工作和学生思
想着手，创新开展疫情防控期间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形式。通过组织学生在线讨论，深化对
授课内容的认识，引导大学生传承和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深刻感悟战“疫”中彰显的中国速
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服务社会，力行爱国实践

自疫情暴发以来，皖江工学院号召学生众
志成城共克时艰。2020年2月份起，陆续有15
个地区的师生党员志愿者响应家乡号召，报名
参加志愿者服务，主动担责、先行出击，为家乡
保驾护航，以行动表达爱国激情。

校团委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的正能量传播，
引领凝聚广大团员青年合力构筑群防群治抵
御疫情的严密防线。总结了115名优秀团员志
愿服务事迹，通过学校微信公众号推送《战

“疫”实录》系列报道；组织全校各级团学组织、
班级团支部，开展线上专题学习、线上专题交
流、抗击疫情线上承诺等主题团日活动。

皖江工学院以真实的战“疫”故事、先进典
型事迹和爱国感受，激励皖工学子在疫情中迅
速蜕变与成长，激发学生回馈国家的决心，让
学生肩上有责任，脚下有力量，通过战“疫”使
爱国思想落地。

执笔抒情，坚守爱国自信

18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尹
迪同学在自己的感言《坚持制度自信、打赢疫
情战“疫”》中说：“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下我们必须坚持
的四个自信，尤其是制度自信，在我们这次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巨大的优势，更加让
我们看到了制度自信的优势所在。”

抗击疫情期间，皖江工学院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组织“我们都是收信人”

“战疫青春我做主，制度自信我坚守”等线上征
集活动，以文字表达爱国之心，用书画彰显强
国风采。师生作品中贯穿爱国主义情怀，展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引导更多学子坚定
爱国信心。

战“疫”是当下鲜活的教科书，全体皖工
师生秉持爱国主义精神，认真学好这堂爱国
大课。

闫晶 龚澎甦

太平故郡，皖滨新城。雨山名景，人杰地
灵。建院十二载，立学一纪年。霍里山下，明
明德，正正心，传大学之道，惠桃李之言；郑蒲
港前，揽贤师，聚门生，承河海之志，扬文天之
帆。上善若水而水纳四海，笃学敦行而行不逾
方，文心励志而志成万里，天道酬勤而勤慎肃
恭。皖工学子，不负韶华。图书馆间，孳孳不
倦；运动场内，挥洒青春；达人秀上，绽放风采。

朝往暮去，时光荏苒。今迎校庆，更著风
情。十二载风雨兼程，砥砺成业。十二载青春
如歌，再续华章。名满天下，学遍八方。育英
文理，传德东西。五月南风兴，风光恰好日。
绝胜烟柳尽，百花斗芳菲。暮春送过往，立夏
接辉煌。时逢疫战，未能至校。然四海校友，
遥祝母校；居家师生，心贺皖工。诚愿：“树人
为本，攻学为上。坚韧自强，胸怀若水。拥独
立之精神，居自由之思想；弘文天之光，开皖江
之风。继往开来，更出栋梁；宏图大展，永创佳
绩。”

忆往昔，峥嵘岁月，举樽同庆华诞。

看今朝，厚德载物，皖工名誉九州。

程利军
2018年9月入校

国际教育学院18中美国贸

平安返校 开启复学新局面

以战“疫”作教材 上好爱国大课 ——贺皖江工学院十二周年校庆
文以纪之

承河海之志 扬文天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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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稳就业
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
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
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形势下，中央文明办引导各地在文明城
市创建中保障民生需求，使文明城市创建
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
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据了解，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
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
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

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
积极作用。 央视新闻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闭幕

中央文明办：不将占道经营流动商贩等列入今年考核

登顶
地球之巅

再测世界高度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在珠峰峰顶开展测量工作。
当日，中国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为珠峰“量身高”。队员在峰顶停

留 150 分钟，顺利完成峰顶测量任务，创造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新纪录。登顶测量成功的背后，凝结
着新时代测绘、登山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彰显了不同凡响的精神价值。世界屋脊又一次见证了中国人不懈探索

和笃定前行的坚韧。
温度、气压、折光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测量产生影响，为得到精确的数据，科学家需要通过复杂的计算，以消除误差。这

一系统工程还需要2到3个月左右时间，最后还要经过一定审核程序，才会得出并公布珠峰确切“身高”。
新华社特约记者 扎西次仁 摄

中国
2020珠峰

高程测量登山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27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
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
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扎实工作，拼搏

进取，推动人民政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
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
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
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
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更好发挥在国家
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会议选举李斌为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委员们
一致赞成并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决定。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