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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
证。 近年来，白河县教体科技局党委立足教育县情，坚持党
建为教育发展定向导航、为立德树人铸魂补钙，以开展“党
建引领促教育 教书育人争先锋” 活动为依托， 创新实施
“1133”党建工作法，让党建引领成为拉动白河教育快速发展
的“红色引擎”。

一个目标筑牢教育“红色堡垒”

白河高级中学始建于 1941 年，现有学生 4371 人，教职
工 334 人，是省级示范高中。 如何让党的建设融入教学工作
任务繁重的白河高中？ 为此，县教体科技局党委围绕“党支
部规范化”目标，在白河高级高中探索形成了“三链三线”党
建特色，让埋头教学的老师们纷纷回归党组织。

高三学生张伟说：“党员老师带头每两天去一次 100 公
里外的市场选购蔬菜， 每年能为每个学生节约生活费 1000
多元，让我了解到，这样的党员不仅仅出现在教科书上，我
们学校里还很多。 ”把党组织建在管理、教学、教科研“链”
上，党员挺在教育教学、服务保障、扶贫帮困“线”上，把党的
工作融入学校教学工作中， 实现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同步发展，打破传统党建与业务工作 “两张皮 ”的局
面，实现党建与业务“一盘棋”。

除了高中，全县学校推行校长书记“一肩挑”，党支部成
员与校级领导交叉任职，形成“职责明晰、分工合作、相互监
督”的运行机制；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教
学管理骨干，推动学校党建与教师队伍建设深度融合；把党
小组建在年级组、学科组、初完小上，探索“党建+师德师风”
“党建+德育”等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完善考核奖惩机制，研究制定
绩效管理办法，及时表彰奖励，激发干事热情，解决教师队
伍活力不够、动力不足等问题。

一项载体释放教育“红色生产力”

长期以来，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学校党建工作普遍存在
重业务、轻党建现象。 2019 年是白河县探索实施党建和“红
色教育”有机融合的一年，白河县教体科技局党委明确提出
党建工作是指导并引领基层学校工作的一项核心任务，以
“三帮三带三促进”为活动载体，把党建工作融入学校教育
教学各项工作中，激活基层党建“红色细胞”，为教育党建工
作注入新的活力。

走进茅坪镇中心小学的校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
的“党员教师承诺”。 “我是党员，我承诺……”让党员教师亮
身份、带党徽、践承诺、受监督，是茅坪镇中心小学党支部研
究确立的一项举措。

“我每个月都能跟在山西的爸爸视频。 ”茅坪小学二年
级的留守儿童叶婷婷由于家里只有老人，没有智能手机，非
常期待每个月和在山西打工的爸爸进行视频连线。 而白河

县教体科技局党委在茅坪镇中心小学探索的第一条准则就
是“党员教师帮助学困生和留守儿童，带头关心关爱学生，
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 ”

教师的本职是“传道授业解惑”。 在新时代，教师不能只
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先生， 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的导
师。 建设一支思想政治可靠、师德师风过硬、能力素质精良
的教师队伍是办好教育的保障。 党员教师帮带新上岗教师、
年轻教师和教学能力有待提升的教师，带头争当教学能手，
促进教育质量提升，成了重要课题。 茅坪镇中心小学党支部
书记、 校长谈吉国说， 该校坚持业务培训与红色教育相结
合，每学期选派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实验管
理经验丰富的党员教师与新教师结对， 发挥优秀教师对青
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不断帮助教师提升素养和能力。

教育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阵地。 白河县教体科
技局党委建立“党建+扶贫”工作机制，实行领导联镇包校、
干部联户包抓、党员教师结对帮扶机制。 狠抓“控辍保学”
“两免一补”“营养改善计划”“寄宿生生活补” 等政策落实，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无因贫辍学、失学。实行落实 25 个学
校党支部与村党支部结对帮扶，深入开展脱贫知识、资助政
策、学业指导、志智双扶和困境儿童关爱“五进家庭”活动，
帮扶贫困学生及家庭，带头宣讲落实教育扶贫政策，截至目
前，全县 600 多名党员教师帮扶 1800 多名贫困学生，全面发
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促进了教育扶贫成效提升。

三项机制点燃基层党建“红色引擎”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近年来，面对发展新常态和
党的建设新要求，白河县教体科技局党委不断探索新思路、
新方法，践行新教育，促进党建工作深入开展。 抓实清单督
导，确保重点工作无遗漏。

突出“师德师风、减负提质、巩固脱贫”三大重点，精准
发力增实效。 坚持下发任务清单，对各支部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通过列出任务清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三张
清单”，全面理清工作思路，推动任务落实。 抓实派驻指导，
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 落实局党员领导干部划片包联 38 个
支部，选派 8 位优秀的机关党员担任薄弱党支部第一书记，
派驻党建指导员驻校指导，有力促进支部工作规范化提升。
抓实双向考核， 确保党建质量有提升。 在每学年综合考核
中，坚持把党建工作、教育教学管理考评与校长、支部书记
考核双向挂钩， 推动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双促进、 双提
升。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近年来，全县教体科技系统
牢记共产党人的“来时路”，让信仰成为基层党建的“灯塔”，
激发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先后创建为国家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县、全省学前教育先进县、全省教育督导工作先
进县、全省学区制改革示范县、全省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工作
示范县。 先后荣获全省教育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先进集
体、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全省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当前，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处于高位运行，
新型变异株不断出现，我国持续面临较大的疫情输入压
力。 2022 年元旦和春节（以下简称“两节”）期间，境外回
国人员增多，境内人员流动性增加，疫情输入和传播风
险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为做好“两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制定了《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两节”
期间，返乡和外出的居民应注意什么？ 个人应做好哪些
防护措施？ 健康码“变黄”对出行有何影响？ 相关专家进
行权威解答。

返乡和外出的居民应注意哪些防控要求？
专家提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和社会

经济状况不同，疫情形势、传播风险和防控重点存在差
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和实际
情况，按照科学精准防控要求制定辖区内的人员出行要
求并对外发布。“两节”期间，个人要关注出行要求，自觉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如果一个居民所在的县（市、区、旗）发生疫情，那么
他能否外出？

发生本地疫情后，所在的县（市、区、旗）人员严格限
制出行，落实当地流行病学调查、风险人员排查、核酸检

测、健康监测和社区防控等要求。
执行特定公务、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等人员确需

出行的，经当地联防联控机制批准，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做好旅途个人防护，遵守目的地疫情防
控规定。 当地联防联控机制要公布审批要求和流程。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无疫情县（市、区、
旗）人员能否出行？

发生本地疫情后，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
非疫情县（市、区、旗）人员非必要不出行，按照要求配合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风险人员排查等工作；确需出行的
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做好旅途个人防护，
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

可以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吗？
为防范感染风险，严格限制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及

所在县（市、区、旗），已经前往的人员须遵守当地疫情防
控规定。

执行特定公务、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等确需前往
的人员，按照当地有关防控政策和规定执行。

非必要不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
（市、区、旗），已经前往的人员须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
定。

高风险岗位人员出行会受到限制吗？

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对口岸接触入境人员、物
品、环境的高风险岗位人员以及集中隔离场所、定点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进口冷链食品加工企业等的高风险
岗位人员登记造册，工作期间严格落实规范防护、闭环
管理、高频次核酸检测等措施。

“两节”期间，高风险岗位人员应尽量避免出行，确
需出行应向所在单位报备， 满足脱离工作岗位 14 天以
上、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条件。旅途中做好
个人防护，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

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还能出行吗？
出行前，如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应暂时中

止出行计划，避免旅途劳累症状加重，并及时就医，待康
复后再安排出行。 旅途中做好个人防护，遵守目的地疫
情防控规定。

健康码变成“黄码”，对出行有哪些影响？
健康码“黄码”人员应履行个人防控责任和义务，主

动配合当地做好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避免外出。 在健
康码由“黄码”转为“绿码”且无异常症状后，可正常出
行。 旅途中做好个人防护，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

寒假结束或春节后，对于高校学生返校或务工人员
返岗有什么具体安排和要求？

为降低疫情发生风险，避免集中返校返岗时人员聚

集，提倡高校或企业安排错峰返校返岗；并可根据实际
情况， 要求学生或务工人员返校或返岗时持 48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能否组织宴会等聚集性活动？ 规模是否要有所限
制？

近期，部分地方发生本地疫情后，通过聚餐、婚宴、
丧事等人群聚集活动，引起疫情的快速传播和扩散。

为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两节” 期间应严控庙会、
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活动，尽量不举办大规模人
员聚集性活动，家庭聚餐聚会等不超过 10 人，提倡“喜
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确需举办的尽可能缩小
活动规模。 自行举办 5 桌以上宴会等聚餐活动的个人，
须向属地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报备， 落实疫情防控规
定。 抵边乡镇避免举行大规模人员聚集性活动。

个人应注意哪些防护措施？
节假日期间，公众应加强自我防护，在公共交通工

具、电梯等密闭场所以及人群聚集的室外场所全程规范
佩戴口罩。 注意勤洗手，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
通。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严重慢性病患者等人群，应尽
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

（新华社记者 沐铁城 徐鹏航）

“红色引擎”打通白河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阮国强 汪银春 聂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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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已进入倒计
时， 为了让学生感受到冬奥会
的魅力，近日，汉滨小学通过开
展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 为学
生们宣传普及冬奥知识， 弘扬
奥林匹克精神， 营造浓厚的冬
奥氛围，

该校体育老师带着专业的
冰雪项目器械为学生们讲解了
如何正确使用， 并带领学生体
验了旱地滑雪、 高台滑雪、VR
实景模拟滑雪、旱地冰球、旱地
冰壶、桌面冰壶等项目。

董正 陈卓 摄影文字

冰
雪
项
目

﹃
滑
﹄
进
汉
滨
小
学

体育课堂活动丰富多彩。

茅坪小学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活动。

幼儿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