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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南通市文联迅速发出通知，号召广大
文艺工作者积极创作鼓舞士气、提振
精神的作品，得到热烈响应。截至目
前，已收到应征作品700余件。

700多件文艺作品全部聚焦
战“疫”主题，涵盖小说、散文、诗
歌、中国画等形式。不少作品已在
中央和省级媒体上发表，仅摄影作
品在《人民日报》等省级以上媒体
刊发就超过15件。

从除夕到现在，南通市漫画研

究会会长朱晋已创作了 4 幅抗
“疫”漫画，在学习强国客户端上海
学习平台、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发表，总浏览量超10万次。

“一方有难，八方相助。”南通
市文联主席姜平说，南通市文联与
市慈善总会正筹划举办南通市文
艺界义捐文艺作品慈善活动。倡
议发出后，仅1天多时间，就收到
138位文艺家捐赠的书画、民间工
艺作品100多件。

（徐 超 陈 明）

用另一种姿态投入战“疫”
南通文艺界创作战“疫”作品700多件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江苏的诸多国际友城、友好交
流城市、众多国际友人、荣誉市民
发来驰援讯息，对抗击疫情的情况
表达关切和慰问。

“在日本看到报道说苏州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都很担
心。加油啊！”日本池田市日中友
好协会副会长堀内要佐说。2月5
日，池田市前市长、日中友好协会
会长、苏州市荣誉市民仓田薰也发
来慰问函，表示相信大家一定能克
服困难，战胜疫情。同时，池田市
捐赠的2万只口罩也已经运出。

2月6日，刚果（布）黑角市市长
让·弗朗索瓦·康铎给苏州发来慰问
函。他在信中表示，我们十分关注在
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我谨代
表黑角市政府和全体黑角市民向中
国、向我们的友城苏州表示慰问和支

持。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黑角市还
将捐赠1万只医用防护口罩。

日本金泽市从库存中筹集1
万只口罩赠予友城苏州。“捐赠的
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希望你们能接
受。”金泽市国际交流课课长辅佐
真边淳说。友好交流城市日本龟
冈市捐赠的2万只口罩也已经运
出。龟冈市工作人员传来了物资
照片，箱子上“中国挺住！苏州加
油！”八个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

韩国蔚山南区和盐城市是友好
城市，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传到蔚
山，蔚山市韩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
局长、蔚山科学大学教授崔宰荣多
方筹措抗疫物资。2月10日下午，
崔宰荣教授在市政府广场、科学大
学、体育会办公室等地发动市民为
武汉加油、送上祝福，“让我们风雨
同舟，共渡难关！”（卫 鑫 孙 庆）

国际友城驰援江苏

本报讯 南京浦口经开区积
极应对疫情，近日创新启动“云招
商”模式，截至目前已签下亿元以
上项目42个，总投资额达116.82
亿元，提前完成一季度招商目标。

浦口经开区主动求变，提出招
商信息“不封闭”、招商工作“不休
假”、招商项目“不隔离”、招商任务

“不打折”的“四不原则”，创新运
用“云洽谈”“云签约”“云推介”
等不见面招商手段，打开招商突
破新局面。截至目前，浦口经开

区通过电话、网络、视频会议等
“不见面招商”方式，接洽、对接
企业百余家，进入深度洽谈阶段
项目 40 余个，项目总投资额近
200亿元。通过“云签约”等方式，
完成亿元以上项目签约42个，项
目总投资额达116.82亿元，签约
项目涵盖集成电路产业、新能源汽
车及高端交通装备产业、新型研发
机构及科技创新载体、基金等方
面，已提前完成一季度“开门红”目
标任务。 （盛文虎）

招商“不隔离”创新“云洽谈”
浦口经开区云招商签约超百亿

本报讯 记者10日从国家统计
局江苏调查总队获悉，今年1月，江
苏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涨
幅较去年12月上扬0.7个百分点。
就环比而言，涨幅为1.2%。

同比来看，1月份，城市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5.1%，农村上涨6.3%；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14.7%，非食品
烟酒价格上涨1.7%；消费品价格上
涨7.8%，服务价格上涨1.6%。

数据面板显示，食品烟酒是撬
动1月CPI上涨的主导因素，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4.13个百分

点。其中，猪肉价格同比涨幅为
110.0%，拉动CPI上升2.45个百分点。

1月份，其他七大类商品及服
务价格同比均为上涨。衣着价格上
涨1.9%，居住价格上涨1.2%，生活
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4%，交通和
通信价格上涨2.0%，教育文化和娱
乐价格上涨2.6%，医疗保健价格上
涨0.1%，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5.5%。其中，食品烟酒价格环比上
涨 2.7%，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6%；消费品价格上涨1.5%，服务
价格上涨0.7%。 （李睿哲）

1月江苏CPI同比上涨5.4%
食品价格涨幅居前

本报讯 10日，苏州如意食品
集团致电本报读者热线（025－
84701119），表示愿为全国抗疫一
线医护人员长期免费供餐。

拥有2000多家如意馄饨连锁
店的该集团，心系疫区。从除夕
起，其武汉市近300家如意馄饨门
店就陆续为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
市第九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等10多家医院部

分医护人员免费供餐。近期，随着
门店复工人数增加，日均可提供20
多万人次用餐，如意食品集团又与合
作伙伴美团外卖，发出向医院送公益
餐倡议。集团负责人表示，除继续重
点服务好武汉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外，
他们还有余力为全国其他抗疫地
区医护人员提供爱心餐饮。预约
联系手机为15161581090。

（杨 昉 祁惠钰）

苏州一餐饮企业倡议公益餐

本报讯 10日上午9点，新华
云课堂首门课程《宇宙简史》正式
开课。在疫情期间，这门曾获评

“最美慕课”的爆款课程更吸引了
大批社会民众学习思考。

授课教师、南京大学天文与空
间科学学院教授李向东认为，从

“我们在哪儿”这个问题起，可以构
筑起一个宏大的宇宙观，从而更深入
地了解宇宙、认识世界。十几分钟的
时间内，托勒密模型、哥白尼模型、开
普勒模型、牛顿定律等复杂的知识，
被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知识点。在每

个知识点背后，是科学家们对真理孜
孜以求、迈向更远处的身影。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的刘兆菲说，这几天她一直
为考研复试准备，这节课让她暂时
放下了书本，沉浸于人类与宇宙的
思考。渺小的人类一次次探索宇
宙的奥秘，一次次在挫败中成长，
恰恰是人类的伟大之处。网友“业
翀”表示：“越是疫情严重，越要坚
定对科学的信仰。”人类耗时百余
年搭建的科学宇宙观，是一步步走
近真理的探索。 （杨频萍）

新华云课堂《宇宙简史》开课

延迟开学，让今年的寒假变成
“加长版”假期。不过，从2月10日
起，省内多地中小学正式启动“线上
教学”，这给学校教育开辟了一个新
的领域和空间，同时，也是对老师和
家长的一次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
期，上好疫情人生课，让孩子们的精
神世界有所收获，懂得感恩、担当和
责任，和学习知识同样重要。

穿校服唱校歌
线上开学满满仪式感
上午8：15，全体师生保持肃

立，熟悉的校歌响起，每一个人都
“回到”校园，畅想新学期……南京
游府西街小学2000余名师生虽然
身处家中，但在“线上开学仪式”上，
学生们还特意穿上校服、戴上红领
巾，仪式感满满。8：20，班会开始，
每个班的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
向同学们介绍“在线学习”的具体要
求。8：30，师生问好，正式上课。

上周，南京市教育部门要求，从
2月10日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正
式启动线上教学，按照“一区一策”
的原则，由各区教育部门对线上教
学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和指导，决定
教学内容。南京市秦淮区、鼓楼
区、建邺区等由区里统一录制相关
视频，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这次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了
孩子们的担当和成长。”南京游府
西街小学副校长朱勇说。

据南京市秦淮区教育局副局
长成剑介绍，全区8万名学生，每
个年级都有一张课表。“比如小学
阶段，集中学习安排在上午，下午

以自主学习、阅读活动为主。每节
课30分钟，中间还有眼保健操、体
育大课间等活动。”课程视频除了
每天按照课表播放，还有回播、点
播功能，以满足不同时间段学生们
的学习需求。他说：“正式开学后，
学校还是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和教学规律，制定教学计划，循序
渐进地开展教学和训练。”

线上开学第一课
进行疫情防控科普
通过在线教育平台，许多老师

变身“主播”，以网络直播等方式对
学生进行辅导、答疑。

拿起麦克风，打开摄像头……
在淮安周恩来红军小学，四年级二
班的张晓玉老师，正在给班上的孩
子们进行线上辅导、答疑。“要让学
生在家也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张晓玉说，除了开设语文、数
学、英语等文化课程的在线答疑，
学校还把体育线上课堂作为空中
课堂的亮点和特色进行推广，让学
生们在疫情期间，每天进行居家体
育活动，增强体质。此外学校还录
制了一批疫情防控科普视频，通过
线上开学第一课的形式，让老师

“点对点”对每个学生家庭进行防
控知识宣传。

“别看一节语文课才20分钟，
前期准备至少要3个小时。”南京
致远外国语小学副校长、南京语文
学科带头人李筱静制作的微课特
别受学生喜爱。从2月1日上线之
后，在“建邺云课堂”上的点击量已
超过15000。“目前微课的内容主要

是导学。让孩子在特殊时期里‘停
课不停学’是我们老师的责任，视频
剪辑、文字图片添加、串联语……
微课的录制和制作对我们来说也
是一种挑战。”李筱静说。

在线教学，对家长也是一次全
新的挑战。“家校配合，家长当好

‘助教’很重要。”南京致远外国语
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学习内容挺丰富的，但对于自控
力、自理能力较弱的小学生来说，
课程的学习，也需要家长大力配
合。不单单是下载打印材料、拍照
上传作业等‘技术活’，还要督促孩
子预习、听课、写作业、订正，给孩
子讲解错题、录制读书背书的音频
等，帮助孩子保质保量完成线上学
习任务。”一整天“助教”当下来，李
女士深感不易，同时也担心，自己复
工后孩子如何独立完成学习任务。

儿子在南京二十九中读初二的
华女士说，线上学习必然用到电子产
品，她最担心的是，手机、平板电脑一
整个白天都在孩子手上，会不会网课
没有好好上，反而去打游戏看动漫
了。“不能指望他白天效率有多高，只
能晚上下班后回去抓一抓了。”

心理调试关注社会
也是疫情中的“人生课”

“线上课程只是在家学习的一
部分，我们更鼓励家长与孩子们进
行高质量的亲子活动，例如共读一
本书、整理家庭照片、共写抗疫日
记、家务学习等。”苏州金阊教育集
团金阊实验小学德育处主任张丹
说，家长要帮助孩子安排好学习与

休息的时间，多了解关于疫情的内
容，做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参与。“在
这个特殊的时期，上好疫情人生课，
让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有所收获，懂
得感恩、担当和责任，远比知识学习
更为重要。”一位教育专家表示。

“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
常生活：尽量足不出户、不聚会、
不约见……完全不是那个我们预
想中的假期。于是我们渐生烦
躁、不安、无所适从的心理。”南师
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小红说，“我
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变消极情
绪。比如，静下心想一想有哪些
人需要特别感谢，给他们用心手
写一份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尝试
一下虽然你平时不擅长但却很想
掌握的文体技能等。”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家庭教育专家殷飞老师认为：“每
一个学校、每个部门都在探索不同
的在线教育平台。我觉得这是给
我们传统教育工作者的机会和挑
战。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
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多一
点包容，家长也要多一点耐心。”
本报记者 葛灵丹 蔡姝雯 王 拓

上左图:盐城市大丰区新丰中
学教室内，学科带头人施信忠老师
正利用网络直播平台给高三的学生
们答疑解惑。

邱 鹏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上右图:南京秦淮区全面启动

“秦淮e学堂·小学部”线上教学指
导，小学生们可以在家学习了。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全省中小学昨日正式启动线上教学

“开学”了：老师变主播 家长当助教

2月10日，是企业有序复工第一
天。记者在南京街头看到，多数公交
车和地铁线车厢内乘客并不多，部分
热门线路早晚高峰客流有所回升。
由于当前仍处新冠肺炎防控期间，我
省部分城市优先恢复连接交通枢纽、
城市中心城区、主要生产生活等区域
的公共交通，保障人们通勤出行。

热门公交线客流也不稠密

当天早上8点，记者戴着口罩
在南京江东南路新亭街站坐上160
路公交车，车上仅4位乘客。约15分
钟后到元通地铁站，只见地铁客流和
春节前工作日相比下降明显，平峰时
期长长的车厢内只有一二十人。

记者从南京交通部门了解到，复
工首日，大部分公交线路早晚高峰期
客流量并不大，平时客流较大的13、
21、39、62路等线路，高峰期约有二
十来位乘客，其余时间客流较少。

“根据复工客流量，增加了早晚
高峰班次，同时灵活调度，动态调整
运力。”南京公交集团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除南京南站、南京站等交通
枢纽接驳线路外，其余市区公交线路
首班发车时间均为7:00，末班收车时
间为19:00。夜间线路、村村通、旅游
线路、跨省跨市毗邻线路、开发区和
工业园区内通勤线路、区间线、社区
短驳线仍暂停运营。城区线路发班
间隔调整为30分钟，远郊线路发班
间隔调整为60-90分钟。

公交车上路，司乘人员、站务员

测量体温正常方可上岗，全程戴口
罩。乘客也须戴口罩，并配合驾驶
员测量体温后上车。省交通运输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所有运
营的公交车、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按照“一车不落，全面覆盖”的
标准，做到每日消毒通风。

疫情期间，南京公交自行车公
司每天对车辆消毒。“10日运行数据
显示，单车用车需求多为短途接驳，
我们会对车座、车把多次消毒。”青
桔单车工作人员说，南京大行宫、张
府园、浮桥地铁站早晚高峰时段需
求量较大。后台骑行数据显示，3公
里以上骑行量占比增加，成为公交
间隔期的有力补充方式。

乘出租车要扫码采集个人信息

昨天下午，记者在河西大街乘
上一辆出租车，看到汽车后排窗口
位置张贴着二维码。驾驶员提醒：

“要扫描填写有效联系方式才能乘
车。”记者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进入
小程序，一键授权完成登记。

记者和南京交通部门工作人员
联系了解到，2月10日起，南京全市
1.2万余辆市域经营权出租汽车后
排窗口上都贴了二维码，实名采集
乘客乘坐出租汽车出行信息，畅通
全市疫情跟踪、筛查渠道。

南京市客管处在禄口国际机
场、南京南站、南京火车站等客运枢
纽出租汽车候客点加强工作人员配
备，有序组织乘车登记。若乘客未

带手机，可由驾驶员手工登记。这
些信息为疫情防控追溯使用，交通
部门不会外泄。

“受近期疫情影响，生意下降到
平时的三成左右。”记者乘坐的出租
车驾驶员周师傅说。南京市客管处
工作人员许兵介绍，目前南京已提
出在疫情防控期间给予出租汽车驾
驶员阶段性临时减免承包金，以调
动驾驶员们防疫情、保出行的积极
性，最大限度保障运营秩序。

下午4点，记者又叫了一辆滴
滴网约车。“现在车不多，叫车的也
不多。”司机李师傅说，车上中午刚
消一次毒，“这是对乘客负责，也是
对自己负责，我们每天接触的乘客
来自四面八方，一定要加强防范。”

出租汽车是新型冠状病毒“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的重要管控环节。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各巡游车、网约
车驾驶员必须戴口罩上岗，驾驶员要
及时到消毒点消毒、测量体温，并做
好相关台账记录，监控发现未落实相
关要求的驾驶员，应召回、停运。各
巡游车企业和网约车平台公司要根
据运行趟次、客流情况实施更高频次
消毒，每班次多频次通风，做好督促
工作。同时逐人逐车排查并掌握驾
驶员疫区旅居史、接触史，建立驾乘
人员健康档案和驾驶员上岗体温日
报表，对情况异常乘客应做好记录，
及时上报地方卫健部门。对防疫期
间不配合监管、出现重大疫情防控责
任的，依法暂停企业运营。

鼓励居民自驾错峰出行

10日早晚出行高峰期，南京长
江大桥南北双向、卡子门立交车流
量较前日激增，出现不同程度拥
堵。疫情防控期间，许多过去乘坐
公共交通上下班的居民改为驾车出
行。下午5点多，华为路南向北车
多缓行，一位车主说，“因为华为南
京研究所复工了”。

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统计，2月
10日，徐州、泰州两市停运公交线
路，其中徐州保留 1 条高铁站与
火车站的接驳专线，其他 11个城
市公交线路减班运行，全省有 36
个县区全部停运公交线路。全省
城市公交停运 2963 条线路，占线
路总数的75%。

省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交通防控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疫情防控期间，公交运力要优先
连接交通枢纽、城市中心城区、主
要生产生活等区域，强化运输组
织调度，加强公路、公交、地铁、铁
路、民航等各种运输方式协同衔
接，同时做好应急运力组织，为医
生、公共服务人员、老弱病残孕等
人员出行提供必要保障。

省交通部门建议，眼下各地
宜引导企业错开上下班时间，鼓
励市民使用自行车出行，有条件
的自驾车出行，以降低公共交通
的旅客密度。

本报记者 梅剑飞 顾巍钟

企业复工首日，记者探访城市公共交通——

公交保基本，安全是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