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孔婴 台州市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叶 星 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教师

刘善娜 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教师

李 肃 松阳县三都乡中心小学教师

杨天河 象山县鹤浦中学副校长

陈杰诚 浙江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院长

祝响响 浦江县龙峰国际学校教师

徐建伟 浙江农林大学教师

蒋芝英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韩 绪 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2019浙江教育年度影响力人物：

（按姓氏笔画为序）

本报讯（记者 于 佳）日前，2019浙江教育年度新闻

人物与影响力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贯彻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和全面实施教育现代化

战略的关键一年。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影响力人物评

选活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重点关注一线教育工作者，所有

候选人物均在当年《浙江教育报》上报道过。获奖者中既有

牢记教育使命、潜心立德树人的教师，也有勇于改革、勤于

探索的校长，更有乐于奉献、孜孜不倦的支教群体。

据介绍，整个评选经过了初评、读者微信投票、复评、征

求各地和有关单位意见、网络终评等环节。评选活动从2005

年启动至今，一年一度，已举办了15届，共选树300多名浙江

教育年度人物，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成为弘扬高尚师德、

歌颂最美教育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一股正能量。

（人物感言详见本报第2、3版）

2019浙江教育年度人物揭晓

王万良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王世美 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

王建平 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局长

王梅香 江山市峡口小学退休教师

石 丹 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教师

沈月娣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

郑青岳 玉环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

章振乐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校长

镇海中学支教教师群体
潘 浩 桐庐县圆通小学教师

2019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

（按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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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日前，省教育

厅对外发布了《关于做好2020年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招生通知》）。连日来，我省各地积

极学习贯彻通知精神，表示将不折不扣地

落实好招生新政，让更多孩子能在家门口

上好学。

新政要求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

生入学工作实施“公民同招”和电脑派位，

同时规定民办学校不能跨区域抢夺生

源。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义务

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要坚持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公办民办学校一视同仁公

平发展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三条基本

原则。转型后的民办教育必须坚持公益

属性，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高质

量、有特色的办学宗旨，而不是以单一的

升学率来衡量办学质量好坏。

为落实《招生通知》精神，嘉兴市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召开全体会议，

要求深刻认识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

重要性，做到思想认识、组织实施和氛围营

造“三个到位”。杭州市下城区则由区委书

记带队调研教育工作，提出结合区域实际，

积极稳妥做好今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

的各项工作。永康市教育局也召开了义务

教育段招生工作家长代表座谈会，围绕代

表提出的疑问，现场进行解答。

温州是国家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地区，区内共有民办中小学1306所。《招

生通知》发布后，该市第一时间要求根据

实际情况，对相关建议、问题进行梳理，尽

快将实施方案具体化。温州市教育局副

局长王剑波表示，将秉持教育初心，不折

不扣落实民办学校在审批地招生要求，全

面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大力营造公

开、公平、公正透明的招生环境，为义务教

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及切实保障儿童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尽最大努力。

《招生通知》强调民办学校必须在审

批地招生，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批设的民

办学校招生范围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但不得跨市域招生。在生源优势递减

的情况下，民办学校未来如何发展？对

此，华东师范大学宁波艺术实验学校校长

陈伟忠表示，义务教育招生政策调整，短

期看对民办学校会带来一些“阵痛”，但从

长远来看绝非坏事。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项海刚说，作为基层教育行政部门，该区

将全面支持民办学校在审批地招生的要

求，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引导

全体公办、民办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办出新时代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高质

量教育。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监督义务

教育学校优质均衡发展中来，从今年开

始，上城区还会尝试将区内各个学校的办

学软硬件条件向全社会公开。

这几天，温州市瓯海区外国语学校校

长潘春波接到不少家长的咨询电话，一些

家长有点茫然。“公民办同步招生后，家长

也应同频共振，克服焦虑情绪，树立科学

的教育观念，理性帮助孩子确定成长目

标，避免盲目攀比。”潘春波说，新时代教

育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会纠正过

去那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及过度追求

分数成绩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潜能得到

真正的释放。

这些天，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成绩陆续发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考研复试可能采取线上方式进行。为
此，嘉兴学院组织了一批有经验的教师和学生组成面试团，开展
线上面试演练，以缓解考生的焦虑，提高面试成功率。图为线上
指导场景。 （本报通讯员 陶富军 岳东起 摄）

线上演练 从容面试

□本报记者 邵焕荣

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崔巍刚从危

重症隔离病区回到宿舍。这几天，他和同

事一直忙于救治那些被收入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

作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监护室主任，55岁的崔巍在抗击疫情

方面，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17年

前，抗击非典时，他就作为救治小组副组

长，与兄弟医院的战友们在一线坚持作战

了32天，并获得了“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优

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崔巍毅然报

名要求驰援一线。2月10日，我省增援温州

医疗队迅速集结成立，崔巍被任命为医疗队

队长。再次出征，他给自己定下了目标，那

就是保证完成任务，把所有队员安全带回。

温医大附属一院是温州市唯一一所

收治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的定点医院。

“和非典、流感不同，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

的病情进展非常快。”崔巍介绍，病毒的攻

击对象主要集中在肺部，短短几天时间，

肺部就会变得非常僵硬，有可能产生呼吸

衰竭。此时，重症监护室就成了守护病人

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月21日，崔巍被任命为温医大附属

一院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与死神

“拔河”，他站到了最前线。任命下达当

天，他就带着同事走进了危重症隔离病

区，逐个诊视病人。这时，永嘉县转来的

一名病人出现了严重的顽固性呼吸性酸

中毒。机体极度缺氧的同时，体内的二氧

化碳却难以排除，可以说是命悬一线。要

不要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设备？能

不能上？何时上？必须由一线的资深医

生作出判断。

经过综合评估，最后崔巍拍板为病人

上ECMO。经过10个昼夜的抢救，3月3

日，该病人转危为安，成为我省第二例应

用ECMO技术后成功撤机的危重症病

人。当天，病人还用逐渐恢复肌力的右手

写下了“谢谢大家”。

危重症病人的病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非常凶险。有一次，一名病人的病情迅速恶

化，可就在医疗团队紧张地进行穿刺插管

时，病人的心率突然下降，从每分钟120次

降到了30多次。崔巍知道，病人的心跳随

时都会发生骤停，这会给抢救造成更大的困

难。凭着多年的急救经验，他立刻让护士给

病人推注了一支肾上腺素……很快，病人的

心率慢慢开始回升，血压也逐渐正常。

在同事的眼里，崔巍不仅是团队的主

心骨，更是一位严格的师长。因为在这场

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已有多名医护人员殉

职，所以每次进病房他都会特别提醒大

家，加强自身防护，不放过每个细节，不能

有任何疏忽。崔巍总是这样说：“医护人

员保持健康，才是救治病人的前提。”而他

带领的这支团队也没有出现一例医护人

员感染事件。

“我最爱听的，就是病人想转出危重

症隔离病区的请求。”崔巍说，重症隔离病

区和普通病房不同，病人能够更多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说明他已经脱离了危险。对

于这样的请求甚至是“抱怨”，主治医生可

是再开心没有了。这时，他觉得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崔巍：与死神“拔河”

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我省各地积极落实招生新政

寻找身边的感动寻找身边的感动

我省发文
给予民办学校临时补助

本报讯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日前发布

通知，针对当前疫情给民办学校（幼儿园）带

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求各地及时给予财

政补助临时支持、落实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减

免政策等措施。

通知要求各地对无法正常开学的民办学

校（幼儿园），应结合实际及时给予临时性支

持，尤其是对按学期收费2020年延迟开学而

暂无学费收入的民办学校（幼儿园），可采取

一次性预拨、年终清算等方式给予补助，支持

疫情下办学办园和教职工薪酬支出所需。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协调

当地人力社保、税务等相关部门，根据学校性

质分别兑现免征或减半征收基本养老、失业、

工伤保险的单位缴费、减半征收基本医疗保

险的单位缴费等政策；受疫情影响出现严重

困难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请缓

缴社会保险费。对于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性

房产办学的民办学校（幼儿园），鼓励各地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免收租金等实施细则。对租

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房东）减免租

金，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给予补助。

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充分评估疫情对

民办学校（幼儿园）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主动

研判形势，及早谋划方案，重点了解开学复

工、物资供应、职工薪酬、队伍稳定、学生（幼

儿）资助、房租减免等工作；将民办学校（幼儿

园）纳入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加强通盘考

虑，统筹做好防疫物资的调配、供应工作，尤

其要提供平价的防疫物资申购采购渠道。

（本报记者）

金华：
校园健康入学码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 方晓莲）金华校园健

康入学码日前正式上线。凭“码”上学，依托

大数据，助力该市师生筑牢抗疫防线，守护

校园安全。

据介绍，入学码系统构建了“市、县、校、

班、生”五级联动校园智控体系，该市教育局

可通过系统向全市师生一键下达健康信息填

报指令，全程自动生成班级、学校、区县和全

市的统计结果。该系统通过对师生健康信息

的连续性监测，形成区域师生健康监测图谱，

最终实现“一生一档、一人一码、一校一指数、

一地一图谱”，有助于精准掌控区域疫情防控

数据，为有序复学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区别于健康码，金华市校园健康入学码

需要经过连续14天的健康申报后，方可生成

蓝、黄、红三色码。在社会健康码基础上，该

市还叠加了校园复学管理规则，只有满足属

地教育局复学管理规定的，方可获得健康蓝

码。实施入学码管理后，可以更清晰地掌握

师生健康状态分布，让校园疫情防控管理更

安心。

据了解，此前金华市教育局依托中国电

信金华分公司，搭建了校园健康入学码系

统。为此，专门召开了校园健康入学码培训

工作会议。3月12日，又在5所学校进行了

测试，并梳理和解决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近日，温州护士学校师生利用自身的专
业知识和医护技能，积极参与“温小护”防疫
专题宣传片的拍摄，以强化全校师生的防控
意识。宣传片内容包括佩戴口罩的方法、七
步洗手法、如何测体温、科学配置消毒液，以
及外出归家后的自我消毒措施等，非常实
用。图为宣传片拍摄现场。

（本报通讯员 陈 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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