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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 者者 按按
定的7点闹钟，吴姗姗6点半就起床了。刚刚把早饭做好，儿子凯乐已经自己起床洗漱了，跳绳，吃早饭，然后

来到书桌前，打开电脑，新的一天，网课开始了……这是自3月2日我市开展线上教学以来，吴姗姗母子的日常。这

样的景象，相信眼下很多家庭都不陌生。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网课的崛起，让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看到了希望，

担忧和抱怨都化作了伴读的力量。

母子并肩作战

接到学校开展网上教学的通知，吴姗姗
高兴地同时又充满了忧虑，高兴的是她觉得
学校的教学安排肯定科学、合理符合孩子学
习规律，一定比家长给孩子制定的学习计划
好，但同时她又担心线上学习的效果，孩子
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听课，互动性肯定要差
些。怀着忐忑的心情，吴姗姗和儿子开始了
线上学习模式。

跟吴姗姗完全相反，读小学二年级的儿
子凯乐听说要线上教学，老师在电脑上给学
生上课，他非常期待和兴奋。第一天上网
课，凯乐感到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老师上
课很有趣，上课的时间也不长，提问过问题
会停顿时间要我们思考，感觉上课就跟看电
视一样，不知不觉课就上完了。”

吴姗姗旁听了很多节网课，她觉得这比
她自己在家给凯乐规划学习时间效果好多
了，“没有网课，没有学校和老师，孩子的
学习缺乏一种约束力，制定的学习计划不能
百分百完成，但上了网课，班主任和授课老
师要求完成的课堂作业那是无法拖延的，既
有老师监督，又有同学在这儿比着呢，凯乐
自觉了很多，对自己的要求也高了许多。”
吴姗姗觉得网课还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回看，“给孩子提供了多一次的学习机
会，不懂的，就多几次回放。”但吴姗姗多
少还是有些担忧，网课这样的形式除了学
习，还能给孩子什么？“网课主要内容是上
课本知识，还有很多知识得在真实的学习环
境中才能完成，人是有社会属性的，他得学
习与人相处吧？”而对于已经上了大半个月
网课的凯乐来说，网课渐渐失去了开始时的
新鲜劲和趣味感：“我还是觉得在学校跟老
师同学一起上课好，我喜欢和同学、老师待
在一起的感觉，老师提问题，我能和同学一
起回答，一个人上课很孤单。”吴姗姗希望
疫情快些过去，让孩子们回到真正的课堂。

一个人留守学习

面对网上学习，有的家长在陪伴，有的孩
子却在单独作战。洪涛是市区一家医院的医

生，从1月下旬开始，他就一直工作在防疫
一线。儿子洪博远读初二，正是初中

升高中最关键的学习阶段，而洪
涛每天都在上演“失踪”，大

年三十值班，年初一由
于 疫 情 防 控 ，又接

着看门诊，“我
爸 平 时 上

班就很忙，两三天照不上面是常有的事情，我
没起床他就去上班了，他下班回来我已经睡
着了。”线上教学开始前，洪涛专门抽时间给
孩子下载软件，调试电脑，还要防着二宝妹妹
来添乱。而就在线上教学就要开始的前一天，
洪涛的爱人也回归岗位正式上班，儿子洪博
远正式成为一名“留守学生”。“学与不学全凭
孩子自觉，我们单位很多同事的孩子都是这
种情况，独自在家学习。”洪涛无奈地说。

与父亲的担忧相反，洪博远觉得线上教
学的方式很好，“我感觉上网课比我呆在家
里自学效果好很多，我喜欢安静的学习环
境，一些我听不懂的问题还可以看回放，这
解决了我一些学习上的焦虑感。我爸担心的
问题在我身上不存在，我每天都在很认真地
听老师讲解，毕竟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情。”
洪博远唯一不满意的就是网课的交作业环
节：“实体课作业交上去就OK，网课提交速
度得把人急死，而且要提交各科作业，程序
复杂，很耽误时间。”

抱着对儿子的愧疚心理，洪涛和爱人坚
持每天检查一下孩子的听课笔记和作业，
“客观地讲，网课的质量我们心里没有底，
但看到儿子的听课笔记和作业，我真的很欣
慰，虽然年龄不大，但自律性很强，在这个
特殊阶段，能看到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也是
一种收获。”洪涛建议，未来的网上教学特
别应该有一个“无家长介入式远程管理”的
开发，毕竟对于多数孩子而言，有家长的监
督和陪伴，学习效果会更好。

“十八线主播”的苦与乐

这场疫情防控战对不少老师而言，最大
的惊喜莫过于“人在家中坐，直播天上降”，不
少老师调侃，没想到，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十
八线主播”。于是，电脑、耳机、摄像头、直播软
硬件，各种准备起来；线上备课，研
究各种录制软件，各种忙碌起
来……随着在“主播”路上
越走越远，虽有手忙脚
乱，有辛苦不言，但是
借助一根网线，知
识千里一线牵，
也让他们乐
在其中。

当接到学校要进行网络授课的通知后，
邱丽的内心是崩溃的，尽管自己看过一些直
播频道，但对于她和同事来说，自己成为直
播的主角，这仍然是一个距离他们很遥远的
事情，于是，“十八线主播上线”成为当下
她和同事最爱用的戏谑词。玩笑归玩笑，认
真的准备却在随后展开，线上教学培训、制
定教学计划……“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新奇
的体验，第一次采用线上授课难免紧张，主
要怕课堂中途有意外，影响授课效果，不过
几节课下来，熟悉以后就好多了，我会比较
担心和同学们的互动效果。”邱丽告诉记
者，大多数老师是第一次直播，没有了平时
课堂的一问一答、眼神交流、来回互动、朗
读板演等等常规手段，有的时候为了一个知
识点甚至会不厌其烦地问到每一个同学。
“平时面对的是孩子对知识渴望的眼神，现
在面临的是没有任何感情的直播界面，你需
要非常努力调动自己的上课激情。”

网上批改作业更是非常考验“眼力”。
同样奋战在“十八线主播”的何老师坦言，
平时老师批改一个班的作业正常一节课左右
的时间就可以了，作业不尽人意还可以找个
别同学面批谈心。但如今，作业布置下去
了，学生们拍照上传，老师得用手机或者电
脑对着一条一条看，如果书写工整、拍照清
楚的还好，如果碰上书写邋遢，上传的图片
模糊不清，就要对着屏幕辨认半天，一个班
的作业批下来，真是眼睛都快瞅瞎了。“虽
然累，但是很开心，网络一线牵，我希望能
在云授课的过程中，能给学生带来收获。在
这个特殊时期，停课不停学，延期不延课，
希望战胜疫情相逢于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是
最努力的模样。”

疫 情
期 间 ， 很 多

人选择在家进行
线上办公，而我们

身 边 有 这 样 的 一 群
人，一直奋斗在外抗击

疫情，守候居民的平安，从
早到晚，穿行在大街小巷，他

们就是社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战斗中，六安启明社工始终勇敢

前行，积极搭建线上工作平台，完善社
区防控互助，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疏
导、情绪支持，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
势，同心抗疫。

防疫抗疫的宣传员。根据疫情发展
的阶段和社区防控情况的发展，社工依
托项目建立了居民微信群、微博、钉
钉、公众号等平台，根据居民心理需求
制作《防疫期间心理健康知识手册》，
以三社联动驻点街道为宣传阵地，不断
与居民进行线上互动，进行防疫预防知
识宣传，引导居民理性应对，做好防护
措施。同时，主动参与到金马、永安等
社区防疫宣传工作，一方面协助社区做
好外来人员进入小区的详细信息登记，
一方面发挥专业优势，向过往居民耐心
讲解、宣传现阶段做好防疫保护措施的
要领和方法。

义诊帮扶的战斗员。疫情期间，由
于社区管控，社工们只能一个个电话询
问，了解老人们身体怎么样、有没有足
够的食物、有没有口罩、隔离在家会不
会心理不适。针对有的老人没有口罩，
要么就不敢下楼，要么就索性直接出门
的情况，社工们多方联系爱心捐助，给
老人送去口罩，并耐心说明佩戴方法；
有的老人独居、生活不便，社工便发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者，为
老人送来生活物资；有的老人在家闷了太久，看着疫情报道，内心
比较恐慌焦急，身体也因为运动较少而有些僵硬，社工不厌其烦地
多次电话联系，劝说、指导老人在家里做力所能及的活动，最大限
度地减少因疫情发展对其生活、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缓解其心理
压力。同时，在社工的沟通联系下，金安区妇幼保健院党员医疗服
务队也积极介入社区，为特殊困难老人进行义诊，以缓解老人久居
在家的不适症状，为他们提供专业建议指导。启明社工团队还组建
了一个启明线上智慧课堂，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社区家庭提供亲子
关系课程、教育指导、心理辅导等服务，累计咨询600多人次。

在团市委、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受疫情影响，为响应国家的防
控措施，为了更便利地接听12355热线，启明总干事黄未作为团市
委指定的心理咨询专家，主动将电话转接到自己的手机上来，保证
24小时不断线，为疫情期间的青少年、家长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慰
藉。无论是忙碌的白天还是夜深人静的夜晚，她都耐心倾听，默默
陪伴，温柔安抚，化解他们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使他们感受到有人
关爱的温暖，看到光明的希望。

社区戒毒人员需要定期到其辖区派出所做检测，协助禁毒工作
的社工在此期间帮助戒毒者避免复吸，顺利回归社会。疫情期间，
社工联系每一位社戒社康人员，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做
好防护措施，有没有什么困难。通过访谈了解到有部分人还在外
地，这个时候出行无异于不利于疫情管控，社戒社康人员的人身安
全也得不到保障。考虑特殊时期特事特办，社工将社戒社康人员及
社工的建议汇报至禁毒办，在禁毒办的指导下，延缓了社戒社康人
员的尿检时间，家访工作也改为电话访谈，社戒社康人员十分感谢
政府和社工贴心的关爱，有人还自行购买了防疫物资捐赠给医院回
馈社会。

“俺的产业扶持资金到了没有？我
的养殖补贴多少？今年小额贷款最低限
额标准是多少？”近日，记者一行来到
霍邱县马店镇金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
来办事的村民络绎不绝。正在办公的该
村委会工作人员许长金介绍说：“年底
真忙，一个人当几个人用，为村民要办
的事很多，能办的当天就完成了，不能
办的向村民解释清楚，现在村民的满意
度得到很大提升”。

金田村地处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基
本以种植水稻为主。由于“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村班子工作不力，一度被
认定为“党组织涣散村”。2018年，该

镇选派财政分局副局长戈明辉担任该村党
总支部书记。戈明辉驻村后，带个笔记本
挨家挨户做调研，二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全
村情况摸个遍。几经了解座谈，村民和他
的心逐渐近了，特别是老党员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希望这个新来的书记能把金田
村改变好。

思路决定出路。在马店镇党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戈明辉和
扶贫工作队一起，一手抓党建、一手抓
脱贫攻坚，把办好民生实事、增加村民
收入、提升人居环境等作为主要工作目
标。这一连串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赢
得了群众的大力支持，也得到百姓的认

可。
该村连塘组张学兰，丈夫常年卧床不

起，因病极度贫困。戈明辉与该镇党委副
书记、扶贫工作队长张善友经过多次上门
走访了解实际困难，做通了张学兰的思想
工作，把其家里十几亩土地流转给大户，
年收入达3000多元，享受粮补1100元。
利用自家院落养鸡，得到产业资金扶持，
加上光伏补助和公益岗位工资，多措并
举，该户2018年如期脱贫。

“俺家四口人，过去靠种水稻和小麦
一年收入几千元，除去成本，所剩无几。
戈书记来了以后，带领俺建大棚，种植羊
角蜜瓜，后来又帮俺申请贷款买鸭苗，养

了一万多只鸭子，收入4万多元。”该村
贫困户周德祥告诉记者：“扶贫政策有时
不懂，戈书记就给俺们想办法，出点子。
比如冬季，他建议俺种大葱，这样就可以
一年四季把大棚充分利用起来。现在年收
入达到10多万元。”

年收入这么多的周德祥激动地说：
“有一天，俺在街上购买大量的养鸭饲
料，戈书记看到后说，你的鸭苗量大，饲
料需求量也大，不如你自己加工饲料，节
约成本。于是，戈书记帮俺联系了机器，
现在鸭饲料俺都是自己做，大大节约了成
本，平均一天节约200块钱呢。”

行走在该村里主路段上，看到挂着一
块醒目的招牌“德忠小卖部”。这个小卖
部的主人是周德忠。他是1949年出生的
老党员。育有两女，女儿均已出嫁，剩老
俩口在家。“现在我们老了，闲着没事，
就在家门口开了个小卖部，一来可以增加
家庭收入，二来可以和来往的村民聊聊
天、叙叙话。现在党的政策真好啊！住得
舒服，自来水用得也方便。生活越来越好
了，多亏了扶贫工作队的张书记帮助和戈
书记的亲切关心。”提起村扶贫工作队和
戈明辉，周德忠赞不绝口。

支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好的
带头人像一块吸铁石，能够将党员群众紧
紧凝聚在一起，齐心干事；像一把火，能
够温暖和鼓舞人心，一呼百应；像一面旗
帜，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张善友告诉记
者：“2018年，村里修了一条宽4米的水
泥路，当时还成为全镇样板工程；2019

年又修了13条宽3 . 5米水泥路，并且有两
处危桥也上报立项了。”

同时，在镇里“五清一改”的带动
下，金田村不仅拆除了一些残垣断壁和草
堆、杂草垛，对主干道进行了拓宽并且加
固，路旁还栽了红叶石楠、冬青、榄树等
风景树，美化、绿化了全村环境，对沟渠
进行了清理。村里又增添了30个垃圾回
收桶，大大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现象。
这些硬件的改善，既方便了群众出行，又
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村里还把十
几个公益性岗位分给贫困户去做，每个月
350元工资，贫困户有了一份固定的收
入。

树立勤劳致富典型、改变村人居环
境……两年下来，金田村容村貌大为改
观，村民腰包鼓了，村班子凝聚力和战
斗力提升了，干群关系越来越近了，戈
明辉有信心带领金田早日实现致富奔小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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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铁石”的力量
张正武 本报记者 徐有亭

网网络络云云学学习习，，你你学学得得怎怎么么样样？？
本报记者 谢菊莲 王婷婷

社
工

贴
心
的
抚
慰

聂

兵

本
报
记
者

宋
金
婷

33月月2255日日，，叶叶集集区区洪洪集集镇镇唐唐畈畈村村瓜瓜蒌蒌扶扶贫贫产产业业基基地地里里，，工工人人们们正正在在田田间间劳劳作作除除草草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袁袁洁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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