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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厦门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
昨天公布了：小学从 7月 4日至
8月 31日，
初中从 7月 23日至 8
月 31日，高中包括中职从 7月
29日至 8月 31日。
其中，小学的暑假时间跟去
年一样，没有延迟，初中和高中暑
假时间相较去年推迟了半个月左
右。

与此同时，各年级的期末考
试也作出了调整：小学六年级毕
业考是 6月 29日、
30日；初中期
末考试是 7月 14日、
15日；高中
期末考分两个时间点，高一第一
阶段考试是 7月 15日、
16日，第
二阶段考试、高二期末考试是 7
月 22日至 24日。
高考和中考时间此前已公
布，分别是在 7月 7日、
8日和 7

月 18日至 20日。
截至目前，厦门除了小学一
二年级和幼儿园外，小学其他年
级以及初中高中学生均已复学。
至于小学一二年级和幼儿园的复
学时间，目前暂时还没有消息，要
等待省教育厅通知。
不过，今年幼儿园和小学一
年级的报名时间已经明确：幼儿
园是 8月 9日报名，本市户籍的

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时间是 7月
12日、
13日。
小升初派位时间，岛内是 7
月 3日，
岛外待公布。初中新生报
到时间是 7月 25日。
另外，根据省教育厅通知，省
级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合格性考试将于 6月 20日至 22
日举行，共有语文、数学、外语、物
理、化学、历史、地理、思想政治、

生物、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 11
门科目，其中，外语科目分英语、
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等 6个语种，考生任选其中 1个
语种参加考试。报名时间为 5月
22日至 26日，
逾期不予报名。普
通高中学生在考籍所在学校报
名。普通高中学生之外的考生到
户籍所在地的招生考试机构报
7"#!!"8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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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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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其中，
《防控手册》根据《福
厦门医学院迎来数千
xyz昨日，
建省2020年春季学期高等学校复
名非毕业班学生，沉寂了近四个
学准备工 作 评估 导则 》 和 学校
月的校园再次热闹起来。同学们
“两案八制”疫情防控制度编写，
激动万分：
回到学校感觉真好！
按照“错峰开学、适当延后、 内容翔实，一看就懂且实用性强、
便于携带，全校师生员工一册在
暑假弥补”的原则，
厦门医学院从
手即可掌握返校复学后校园防疫
5月16日起组织全校学生分六批
全流程。
返岗、返校，其中非毕业年级学生
昨日，厦门医学院党委书记
主要集中在昨天和今天返校。
徐国庆、校长吴小南等校领导深
六批师生志愿者近500人次
入学生入校环节各地点，实地察
为返校学生提供服务，他们有的
看返校报到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前往厦门北站、机场接站，有的在
校门口迎接、引导学生有序报到， 欢迎同学们“回家”。校领导先后
来到学校报到入口处、验证扫码
有的在食堂维序，提醒大家保持
区、测温区、临时留观点、食堂、宿
安全距离、
错峰就餐。
舍等地点，详细了解学生返校工
学校还为每一名学生精心准
备了温馨大礼包，内含6个口罩、
1 作，并对返校报到过程中的重点
环节、风险点和防控点提出了具
支体温计、
1个餐盒和1本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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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指导意见。
在学生宿舍，校领导亲切询
问他们居家防疫、线上课程开展

情况，介绍学校疫情防控措施，希
望大家时刻保持防控意识，在做
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尽快适应复课

后的学习生活。
据悉，学生返校后，校园将实
行封闭式管理，辅导员24小时值
班。学生严格执行“晨午晚体温检
测” 和 “日报告”、
“零报告”制
度，错峰上下课，戴好口罩，做好
个人防护。学生以到教室、
实验室
上课为主，
线上学习为辅。学校图
书馆、自习室限流使用，保持安全
间距就座。
学校还制定了错峰就餐、分
散就餐方案，鼓励师生自带餐具，
打包后带回办公室、
宿舍用餐。如
果在食堂用餐，应一人一桌，保持
距离，
同向就餐。
厦门医学院表示，已做好充
分准备，让学生返校后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条件下有序地学习和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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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每年都参加晨报
‘六一爱心格子’活动，认捐格
子。今年，我更希望能为‘六一
爱心格子’代言。”知名主持人
彭军昨再次认捐爱心格子，为
建“候鸟图书角”助力。
许多连续多年认捐 “爱心
格子” 的读者今年也继续参与
进来，
支持这一爱心公益项目。

]cdefghijk
晨报 “六一爱心格子”已
走过15年历程，有一群忠实老
友与“爱心格子”相依相伴，彭
军便是其中之一。他与“爱心格
子”结缘是在2006年首期“六
一爱心格子”活动中。此后，几

乎每年他都会认捐“格子”。
“厦门是座爱心城市。‘爱
心格子’ 这个项目很能代表这
座城市涌动的温情。这个项目
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用时间
和爱铸就了品牌。同时，
项目又
不断创新，从扶贫助困，到捐书
育人，每年的活动都有新意。”
彭军说，
“爱心格子” 在每年
“六一”推出，参与这个活动，
会让人回归初心，
拥抱梦想。
今年，
“六一爱心格子”将
在厦门偏远山区的小学、社区
建设6个“候鸟图书角”。这一
举措得到彭军的认同。他表示，
他曾在翔安鲁藜小学创办 “乡
村诗歌诵读班”，深知知识和文
化对孩子们的重要性，所以捐
建图书角很有意义。

子。
“阅读使人快乐，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阅读吧！”李女士的儿
昨日，在认捐“爱心格子” 子希望更多小朋友能阅读到优
的热心人中，我们又发现了不
质书籍。
少“熟面孔”。连续三年认捐爱
今年6月1日，晨报将把报
心格子的布拉兔亲子平台今年
纸头版分成“爱心格子”，爱心
再度认捐3个格子。布拉兔亲子
企 业 和 市 民 可 按 每 格 200元
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是 （或以上）的爱心款认捐，并在
亲子活动平台，深知阅读的重
格子里刊发照片、企业标志或
要性。
“我们经常组织各类亲子
自己想说的话。同时，
我们也发
活动，促进亲子关系，丰富孩子
起“候鸟图书角”代言人活动。
们的阅历。‘候鸟图书角’这个
只要您发起募捐，募捐到5000
项目很有意义，我们愿意大力
元以上的善款，就可以在“候鸟
支持，当作是‘六一’儿童节的
图书角”留下您的专属印记。
祝福，送给厦门偏远山区学校、
“领读中国”“六一爱心格
社区的孩子们。”
子” 特别行动捐款渠道将开通
市民李女士连续多年认捐
至2020年5月29日，欢迎广大爱
“爱心格子”，今年，她动员儿
心企业、
市民踊跃献爱心。
子捐出压岁钱，认捐了一个格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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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以扫描上方二维码!认捐
&
. 爱心格子" 扫码认捐时!请备注#六一
/
爱心格子$!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0
晨报记者会拨打电话回访!收集爱心
格子里填写的内容"

! '(%&
OPQ 吕 岭 路 !"" 号 厦 门 日 报
报业大厦 !"#! 室
RSQ!$"$%##&"$" 李慧婷
TUQ 请在上班时间至 !"#! 室
捐款!并留下您想刊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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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Q 厦门市红十字基金会
XYQ$%!# !%%" ##!# %"%# $#&"
Z[\Q 建设银行厦门思明支行
TUQ 请 留 言 &红 十 字 六 一 格
子$并留下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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