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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西安市
中小学生将于2月27日至28日开
学报到，3月1日将开启新学期，学
校开学准备怎样了？新冠疫情防
控做得怎样？2月25日,本报记者
进入部分学校，对此进行了实地
采访。

学校防疫物资设施
提前到位

上午10时许，记者一行来到
西安市新城区康乐路上的华山实
验小学。校门外的测温通道已经
被后勤人员重新施划，清晰整洁，
自动测温仪已经能正常工作，门卫
见到记者来访，要求记者刷健康码
并进行测温。

“为了学校顺利开学，学校后勤
及防疫系统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一
周到岗。”学校教导处副主任丁红介
绍。进入校园在门卫室附近，记者
不仅见到了防疫要求设立的“观察
室”，而且在学校卫生室及库房见到
了已经准备好的大量防疫物资，如
消毒液、口罩、洗手液、额温枪、护目
眼镜等。学校的防疫人员正使用
喷雾器喷洒药液，对学校的教学楼
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作业，教室内消杀已经开启了紫光
灯，在走廊的洗手池附近，已经更换
了新的洗手液。

提醒学生上下学戴口罩
每天进行晨午检

华山实验小学校长邓小强介
绍，按照防疫要求，开学前及开学
后，每天专职防疫人员要对公共
区域进行 4次消杀，教室在放学
后开启紫光灯进行消杀。开学要
求学生严格按照放寒假前的要
求，提供开学的前14天健康监测
台账报告和由家长签字的健康安
全承诺书，上下学过程中要佩戴
口罩。从开学开始在学校大门口
对学生进行体温检测的基础上，
学生进入教室后，班主任还要对
学生再次测温进行晨午检，并对
学生的健康状况进行记录。

邓校长说，学校目前有24个
班1033名学生，彻底消除了50人
以上大班额，班额控制在标准 45
人以下。这些为新学期疫情防控
和校园安全管理及教学质量的提
升奠定了坚实基础。最近这几天
老师们也将陆续到岗，按照要求每
人至少准备了两周以上的课程，在
寒假前和开学前组织教师对《教育
惩戒规则》《教师职业规范》等相关
业务规定进行了学习培训，并与家
长进行了沟通。目前就等孩子们
入校报到，师生共同开启新学
期了。

高校开学错时错峰
严格执行防疫要求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西安其他
地区的中小学，不同学校采取各自
的方式，帮助学生及家长们开启新
学期。在莲湖区庆安小学，学校通
过“美篇”等网络信息平台提前向
学生及家长发送开学攻略，比如指
导家长帮孩子做好入学疫情防控，
帮助孩子调整假期作息生物钟，将
孩子的生物钟调整到“上学模式”；
帮孩子整理寒假作业和学习用品
和制定新学期的学习计划等，指导
孩子顺利入学，开启新学期。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高校本
着应开尽开、错时错峰、安全有序

的原则，制定了师生返校防疫方
案。由于各校寒假放假时间和时
长有差异，各学校返校的时间也有
差异。在长安大学，学校返校安排
显示，学校2月27日、28日经分批
审批后返校报到注册（从2月26日
起可陆续返校），3月 1日正式上
课。返校要求严格实行测温和查
验健康码、身份验证、行李消杀等
规定，对返校前14日内来自中高
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或旅居
史）的师生,凭健康绿码以及7日内
核酸检测阴性检测报告申请返校，
明确返校时的送行人员及车辆不
得进入校园。

本报讯（记者 杨丽）今天是
元宵节，吃元宵、汤圆是元宵佳
节必不可少的项目。为此，三秦
网、秦闻客户端推出秦闻互动：
正月十五邀你一起接“元宵”！
通过互动小游戏，感受传统佳节

的乐趣。
秦闻互动“正月十五邀你一

起接元宵”，趣味性强，点击开始
后，一个个可爱的“元宵宝宝”、

“汤圆宝宝”从天而降，同时也会
掉下来各种“暗器”。你可以用

手指滑动画面底部的“碗”，在规
定时间内接“元宵”“汤圆”，并躲
避掉“暗器”，完成游戏后计算分
值，最后可查看排名谁接的最
多。当然，“碗”里面还有神奇的
秦闻宝宝陪你！

宅在家里
也可以过一个
有意义的传统
佳节元宵节，扫
二维码，一起来
玩玩吧。

春晚圆满收官，元宵晚会惊
喜接力。昨日记者了解到，今晚，
从央视到各大卫视都将推出元宵
晚会，可谓热闹非凡，精彩纷呈。

央视元宵晚会向来有“小春
晚”之称，会有不少“春晚遗珠”登
场。据悉，今晚播出的央视元宵
晚会以“花好月圆元宵夜”为主
题，由康辉、尼格买提、任鲁豫、李
思思和李梓萌共同主持。今年的
央视元宵晚会将进行一些节目创
新，开场表演就是由百位主持人
合作的《难忘今宵》。在牛年春晚
上首次搭档合作歌曲《灯火里的
中国》的张也、周深将为观众带来
轻松欢快的歌曲。此外，廖昌永

将和阿云嘎、蔡程昱合作歌曲，孙
楠将和容祖儿合作。在牛年春晚
舞台上搭档刘德华、关晓彤、王一
博同台演出的“墨小牛”，也将在
元宵晚会上以特别方式再度
亮相。

除此之外，2021元宵戏曲晚
会将在CCTV-11播出，晚会涵盖
了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
戏、川剧、粤剧、北路梆子、花灯
戏、婺剧等近20个剧种，数十位南
北名家倾情献演，清音佳韵、吴侬
软语轮番亮相，充分展现中国戏
曲百花园的花团锦簇。

卫视春晚更是争奇斗艳。湖
南卫视元宵喜乐会以“星素”同

台、喜乐不断为特色。蔡国庆将
联手以热歌辣舞见长的孟佳，以
及李锐、李浩菲，上演一出沉浸式
音乐喜剧。拥有众多喜剧IP的开
心麻花带来的小品在演绎亲情故
事的同时还融合了音乐等元素，
喜剧体验耳目一新。

江苏卫视元宵荔枝灯会定位
为“青春歌会”，希望以青春与活
力，唱出美好期待与祝福。在本
次灯会上，新生代歌手段奥娟、黄
霄云将唱响新歌，送上甜美祝福，
霍尊与等什么君也将再次同台。

山东卫视“幸福中国年”欢乐
元宵夜邀请了许魏洲、张韶涵、冯
提莫、大碗娱乐、张继科、廖昌永、

寇振海等加盟。毛阿敏也将为观
众带来一首非常符合节日氛围的
歌曲《青玉案·元夕》。

值得一提的是，“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迎十四运云上非遗
音乐会也将于今日12:30开演，这
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典，也是一道
具有“年味”“全运味”“时代味”的
文化大餐。据悉，在这场云上非
遗音乐会中，邀请了10组优秀的
非遗音乐代表性项目和流行音乐
融合编排，充分融入非遗元素、流
行元素与全运元素，将向观众呈
现一场具有时代特征、创新精神
及艺术价值的非遗音乐盛会。

本报记者王娇莉

由三秦都市报、三秦网、秦闻
客户端联合西安市灯谜学会共同
推出的迎春灯谜竞猜活动将于今
日12时截止，届时投送谜底通道
将同时关闭。本次迎春灯谜猜射
活动共发布5期谜面供读者及网
友猜射。整个活动得到众多谜友
的热情参与，大家纷纷留言反映，
今年的谜面新颖，内容丰富，知识
面广，灯谜中涉及到陕西作家、地
名、中草药、体育、陕西特色产品、
商业活动等等，猜射起来非常
有趣。

本次“无灯谜 不元宵！迎春
灯谜猜射”活动得到了西安市灯
谜学会张斌礼、陈雪江、裴靖、陈
光作、王汉生、张士华、秦明科、李
川、王刚、苏剑等老师的大力支
持，在此表示感谢。

西安市灯谜学会是西安市文
联领导下经民政局注册登记的社
会团体，成立于2000年12月。学
会成立后，曾多次与西安市各大
公园、商场、超市、单位及媒体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有奖竞猜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近年

来，学会重点着力于“灯谜进校
园”活动，相继在西安交大、西工
大举办了大型专题灯谜展猜活
动、灯谜知识讲座，为灯谜的普及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成东丽

第五组（10条）

1、灯节之后再会山（7笔字）
2、辛丑年大献爱心（9笔字）
3、五百米外再见面（2字南美

城市简称）
4、后宫佳丽三千人（3字网络

新词）
5、嘉峪日出一片红（3字歌星）
6、两岸统一是正道（3字西安

街道）
7、关中大地迎新年（3字动物）
8、家在关中爱秦岭（3字抗疫名人）
9、一对夫妻一个娃（2字科幻小说）
10、论剑应上北峰顶（3字湖

北名胜）
上期谜底

1.等2.搂3.拜登4.牛首5.天
牛6.创新港7.康复路8.建设路9.
谢军10.花好月圆

随迁子女高中阶段
在陕学籍须满3年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2月25日记
者从陕西省教育厅获悉，为做好外省来
陕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陕西户籍在
陕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在陕参加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工作，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
精神和陕西省实际，日前省教育厅、省
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
制定了新的实施细则。

新公布的外省来陕进城务工人员
及其他非陕西户籍在陕就业人员随迁
子女在陕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实施
细则规定，申请在陕报名参加高考的
随迁子女，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身体状
况符合相关要求；截至高考当年，高级
中等教育阶段（包括普通高中、普通中
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在
陕学籍满3年，即从第一学期开始，在
我省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学校注册学籍
并连续实际就读 3年，按规定完成学
业并获得陕西省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学
校颁发的毕业证书；截至高考当年 8
月31日，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持
陕西省居住证 3年以上（指所持陕西
省居住证有效年限累计达 3年或 3年
以上）；截至高考当年 8月 31日，父亲
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按照国家规定在
陕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年以上
（含3年）。

实施细则同时明确，在陕西省高级
中等教育阶段学校毕业的随迁子女往
届生，除满足上述要求外，自毕业至高
考当年8月31日，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
监护人仍须持有陕西省居住证，且在陕
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同时明确，截至高考当年 8月 31
日，学籍在陕满 3年但户籍在陕不满
3年，在户籍迁入我省前，其父亲或母
亲或法定监护人持有陕西省居住证，
且持证期间在陕缴纳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
的陕西省居住证时间与其取得陕西
户籍时间连续，且两项时间相加满 3
年，可申请在户籍所在县（区）报名参
加高考。

实施细则还就报考资格认定及学
籍、法定监护人在陕居住境况和在陕参
保缴费情况的认定办理手续等进行了
详细规定，具体可登录陕西省教育厅网
站查询。不符合我省报考条件的随迁
子女，以及户籍已迁入我省但不符合我
省报考条件的考生，细则明确必须及时
返回户籍所在省份或原户籍省份参加
高考报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
力措施，细致做好解释和引导，使不符
合我省报考条件的考生能够尽早回户
籍所在省份或原户籍省份参加高考，以
免错过户籍所在省份或原户籍省份高
考报名时间。

研考初试成绩
明日公布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2月25
日从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根据教育
部相关安排，陕西省2021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定于2月27
日公布。

省教育考试院明确，今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由陕西省各
招生单位负责公布。届时，考生可按照
所报考招生单位发布的时间和渠道进
行成绩查询。

报考陕西省招生单位的考生如对
成绩有异议，可按照所报考招生单位规
定的申请时间和办法，向招生单位提出
成绩复核申请。复核结果由招生单位
告知考生。

为确保春季顺利开学

学校提前一周做防疫消杀

正月十五秦闻邀你接“元宵”

迎春灯谜竞猜活动今日12时截止

元宵晚会精彩纷呈喜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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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春季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