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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 俊 李晓洁）1月
14日上午，临汾市漪汾小学开展了“小
妙招大改变”主题班主任沙龙活动。

活动中，班主任老师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针对班级日常管理、学生行为养
成等进行了交流，分享“小妙招”与育人
智慧，就“作业交不齐，我该怎么办”“学
生之间出现人际关系问题，我该怎样处
理”“班干部的培养，我如何做的”“与家
长的沟通技巧”等多个问题进行了热烈
讨论。通过一个个真实又各具特色的事
例，展示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理解、对学
生的热爱。

据悉，此次班主任主题沙龙活动旨
在帮助该校老师创设交流学习平台，拓
宽工作思路，为日后开展工作提供更多
行之有效的方法。

活动尾声，该校校长赵文全从管理
的温度、阵地、细节和力度四个方面交
流了自己的感悟。“要抓住每一个管理
的细节，真正做到关爱每个学生，把握
班会课的主阵地，对学生适时进行思想
教育，同时要注意处理问题的方式方
法。”赵校长勉励全体班主任老师，努力
成为学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排头兵，用爱
心、细心与耐心赢得学生喜欢、家长信
赖、同行敬佩和社会赞誉。

大家都知道，遇到危险时要拨打
“110”。但是，你知道“110”背后的故事
吗？你知道接警员是如何工作的吗？你
知道警察是如何快速联动保障社会平

安的吗？在第 35个“110”宣传日和首
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临汾
日报小记者团 50余名小记者走进市
公安局，直击“110”的“台前幕后”，切
身感受公安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您好，这里是‘110’”“请问有什
么需要帮助”“请您留下联系人、联系
方式和详细地址”……走进“110”接处
警大厅，急促的电话铃声、键盘声、通
话声此起彼伏。一位民警阿姨告诉小
记者们，“110”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
一条维护百姓安全的“生命线”。这里，

全天24小时在线，全年365天不休。只
要电话铃声响起，接警员必须在第一
时间接起，准确记录报警信息，然后立
即分配到相关辖区派出所。

“目前，我们有电话、短信、便民服
务在线等报警服务渠道，日均报警量
600余起。但是，有效警情只占三分之
一，其中骚扰“110”服务台的情况屡禁
不止。有的觉得好奇，有的是喝多了恶
意骚扰，有的甚至直接辱骂接警员。”
只听，民警阿姨话锋一转，以工作中的

“奇葩”遭遇提醒小记者们，“无所不

能”的“110”是有受理范围的。大家不
能随意、恶意拨打，以免延误有效警情
的受理和消耗有效的警力资源。

原来，“110”这个数字背后承载着
许多民警的付出和努力，是一座维系
警民鱼水深情的爱心桥梁。小记者刘
臻怿感叹：“我要把刚刚学到的知识分
享给更多同学，积极推广‘110’的正确
拨打方式，共同维护警力资源，把这条

‘生命线’留给真正需要求助或遇到危
险的人。”

接着，小记者们跟随民警阿姨
的脚步，先参观了新型犯罪研究中
心，后去往相邻的一个大厅。只听，
大家“哇”的一声，不由被眼前呈现

“多宫格”的大屏幕所震撼，继而惊
喜地发现，“看到我们学校了”“那条
街离我家不远”“去生龙国际逛街的
人好多呀”……

不用惊奇，这就是传说中的“天
眼”！只见，民警叔叔轻点鼠标，即可控
制监控探头旋转，锁定某个部位并放
大缩小。小记者陈颜霜看得目瞪口呆：

“听民警叔叔说，这里可以看到全市的
重点部位，不同的分格对应着不同区
域实时监控的情况，坐在大厅就能完
成巡查、追踪、锁定等工作，可以有效
预防、打击犯罪。有这双‘眼睛’不眠不
休地保护我们，我们会更安心、更放
心。”

“身披着霞光，沐浴着骄阳，用那
汗水浇灌平安一方……”“110”探秘之
旅在歌声中进入尾声，正如这首歌所
唱的那样，再苦再难都不怕，保卫国
家、成为人民的依靠令警察心中自豪。
小记者郑俊浩郑重地说：“我以后也要
成为一名警察，守护国家安全，保卫一
方平安，为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保
驾护航。”

民警们用责任和使命守护着我们
的城市，他们用付出和奉献换来了城
市的繁荣与发展。小记者们由衷地向
眼前的叔叔阿姨竖起大拇指：“谢谢你
们，辛苦了！祝你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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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 俊）“报告，一
名学生体温异常，现已带入隔离区复
测，请求应急处置组支援。”

“收到，请第一时间通知学生家长
并联系专业医疗队伍……”

上面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
临汾市解放路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演练”现场，该校为切实提高全校师生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能力，近
日，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疫情防控
安全演练。

演练开始前，该校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紧急召开筹备会议，细化了体温检测
队、消毒队、医疗保健队、疫情处置队、
演练学生队、演练教师队等多小组的责
任，力求将演练工作与效果落到实处。

活动中，该校模拟多个场景，有在
校门口发现体温异常同学进行紧急处理
的，还有在班级上课过程中发现学生出
现发烧和干咳症状，体温高于 37.3℃进
行有效隔离措施的，并在隔离后进行校
园全面消杀工作。同时，为避免引起学生
恐慌，学校心理健康教师第一时间进入
班级，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安抚……

通过这一系列的场景模拟演练，着
实提高了该校师生应对疫情、防控疫情
的能力，端正了疫情防控的态度。

“这次演练，使我校的工作人员熟
悉了应急处置流程，为有效阻止传染
源，保证师生安全提供了保障，更有效
地提高了我校传染病处置的应急反应
能力。”该校德育处主任乔艳彪表示。

本报讯 （记者 赵 俊） 为培养学
生创新文化，提高科学意识，日前，临汾
市第三小学全体师生积极参与了市科
协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 2020年科普
系列活动。

活动邀请到临汾市中心医院的医
护人员为学生们现场讲解，帮助学生掌
握基本的急救知识。随后，该校三至六
年级学生还参加了图书漂流活动，通过
这种方式阅读科普绘本，共同讨论、交
流收获和感受。为激发更多学生的阅读
兴趣，市科协还向临汾市第三小学捐赠
了10套《共和国脊梁科学家故事绘本》，
旨在提高青少年的科普素养。

“我们学校一直鼓励学生爱科学、
爱读书，成长为有内涵、有思想、有文
化、有修养的新时代少年。”该校校长燕
加强表示：此次科普系列活动，正好与
学校长期坚持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因
此学校也是大力支持，希望在专业权威
部门的指导下，帮助学生搭建更广阔的
增长知识的平台。

据悉，系列活动结束后，该校学生
提交了多篇读后感，经过市科协认真严
格评选，19名同学斩获殊荣，在学生群
体中营造了比学赶超、热爱科学、热爱
读书的良好学习氛围。

本报讯 （记 者 赵 俊 李晓洁）
“安全至上，健康第一。”寒假前夕，临汾
时代风华特色学校紧急在全校范围内
安排了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

1月18日14时，我市义务教育阶段
放寒假前一天，记者在临汾时代风华特
色学校门口看到，该校高年级段学生有
序间隔安全距离排队进校，通过体温测
量后依次进入校园。“进入冬季以来，我
校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做好学生日
常防疫工作。”该校政教主任李永艳表

示：疫情防控工作是学校重抓的常态化
工作之一，即使放假在即，也不能松懈。

面对突然提前的寒假，该校也紧锣
密鼓地安排部署了假期防疫工作。

据了解，为增强学生体质，积极响
应防疫少出门、不聚集的号召，临汾时
代风华特色学校要求学生在假期生活
中开展室内体育锻炼，如跳绳、踢毽子、
仰卧起坐等，每日坚持 30分钟，帮助学
生锻造良好身体素质，共同度过一个健
康、平安的假期。

本报讯（记者 赵 俊 李晓洁） 为
进一步落实校园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寒
假前夕，尧都区三元小学在全校开展了

“疫情防控知识讲座”主题班会，将假期
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与安全知识灌输给
更多学生。

主题班会上，该校老师从日常七步
洗手法、正确佩戴、存放口罩等注意事
项讲起，倡导学生减少外出、减少聚集、
非必要尽量避免流动外地过年，要求学
生每日测量体温并作记录，不要去中高
风险区。

同时，为丰富学生假期生活，该校

各年级老师根据学生年龄层次，分门别
类地布置了形式多样的手工作业，涵盖
手抄报、主题画、亲子手工作品、亲子阅
读以及科技类小制作等多个类型。“我
们希望学生们的假期生活可以丰富一
些，通过手脑结合，提高他们的参与性
与积极性。”该校政教主任高琳琳表示。

据悉，主题班会结束后，该校还给
全校学生家长写了《致家长的一封信》，
并发放了每日体温测量记录表，呼吁家
长作好表率，学生积极参与，严格要求
自身行为，共同携手打赢这场“特殊”的
战役。

临汾市解放路学校

疫情防控演练圆满完成

临汾市第三小学

图书进校园 科普在行动

临汾时代风华特色学校

提倡运动假期 锻炼学生体质

尧都区三元小学

开展疫情防控主题班会

临汾市漪汾小学

班主任主题沙龙活动获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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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记 者 播 报

临汾时代风华特色学校 四（4）班 韩雨函
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时，临汾日报小记者
团老师带领小记者走进临汾市公安局近距离感
受警察的工作。走进公安局，我感受到警察的不
易，举家团圆的日子，是他们坚守岗位保护我
们，我要向他们致敬。随后，警察阿姨告诉我们拨
打“110”报警电话是免费的，但不能随意打，只有
面临危险时才可以拨打。

通过今天的参观，使我懂得我们现在的

幸福生活离不开警察叔叔的保护。他们为了
人民的安宁，默默的奉献，这种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

临汾 市 第 一 小 学 四 5 班 贺思涵 2021
年的第一天，我跟随临汾日报小记者团的老师
参观了临汾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第一次走
进公安局的大楼，我们都被震撼了。负责讲解的
警察叔叔告诉我们，“110”指挥中心系统是临汾
市应急指挥的中枢，是网络中心，也是信息发布

中心、通讯中心、调度中心、监控中心的功能汇
集。随后，警察阿姨告诉我们如遇到校园欺凌、
交通事故、家庭暴力、火灾、溺水等情况，可以拨
打“110”报警电话，她们接警后，会分配到相应
的公安局或者派出所负责出警处理，但大家要
注意，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是不能够拨打这个特
殊电话的。“110”指挥中心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安
全保护枢纽，它的良好运行是我们每一个人幸
福平安的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