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孩子在开学时都会有这
样或那样的不适应，这就是所谓的

“开学综合征”。为了应对孩子的开
学综合征，顺利进入新学期，各学校
也纷纷为学生和家长支招，助力孩
子从假期模式调整到入学模式。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二小学校

长唐琼介绍，学校通过举办“仁爱
成长营”，助力学生返校收心，迅速
适应新学期。“学校提前给家长们
发信息提醒家长尽早帮助孩子进
行作息调整，定时作息、早睡早起，
帮助孩子进入学习状态，按时完成
作业和提前进行预习，同时也提醒

家长及时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促
进家校合作。”她说。

珠海市第十中学校长谢晟介
绍，为了帮助学生尽快收心，珠海
市第十中学从狠抓教学常规工作
的落实，加强巡查巡视，促进家校
良性互动等多方面入手，帮助学生

尽快收心，提高学习效率，保障全
体学生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学业当
中。十中初二学生康艺博说：“进
入这个新学期，代表我的初中生涯
已经走完了一半，我会努力学习、
尽快收心，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会
考以及中考取得好成绩。”

摆脱开学综合征，顺利进入新学期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 赵岩报
道：寒假过后，又是全新开学季！2
月22日，金湾区与珠海经济技术开
发区109所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
学。首日迎来返校学生47538人，
其中高中生182人（金湾区红旗中
学），初中生 10109 人，小学生
28913人，幼儿园8334人。

开学季，返校季。为了给返校
学子们一个颇具“仪式感”的开学季，
不少学校纷纷举行了一系列特色活
动，为新学期开了一个“好彩头”。

在金湾区航空新城小学，学校
为孩子们准备了一本别具特色的成
长纪念册，以供学生与家长们共同填
写。“学校发放这个本子的初衷，是为
了鼓励学生们从这个学期开始，能有
新的成长、新的改变。”航空新城小学
辅导员老师王盈对记者介绍道。

在红旗镇中心幼儿园，园方特
地以“年”为主题布置了开学的主会
场。当天，园方举行了挂心愿、领福
袋、点朱砂、敲鸣鼓等一系列精彩的
仪式，迎接孩子们回归校园。随后，
园方还举办了庙会、游园等趣味十
足的开学“预热”活动，为孩子们带
来难忘的开学记忆。

此外，平沙连湾小学还举办了
精彩的舞狮表演，由学生组成的醒
狮队为在场的老师与同学们带来精

彩的表演，振奋开学“新气象”；金湾
金山实验学校、平沙华丰幼儿园则
通过“红包送祝福”的方式，为学生
们的新学期送上由衷的鼓励。

疫情防控常态化，落实开学防
疫工作尤为重要。事实上，开学前
夕，金湾区教育局已组织6个检查
小组，分赴全区各校督导防疫工作
落实情况。

开学当天，记者走访多个学校
看到，各校防疫工作均得到严格执
行，未出现任何疫情相关突发情
况。其间，在航空新城小学，记者看
到，返校学生均需经过入校、入课室
前的两项测温程序，才能回到所在
班级里报道。此外，校门还设立了
分流栅栏，避免返校学生聚集。

在平沙华丰小学，新落成的教
学楼配备了完善的体温监测系统，
能及时发现体温异常的学生；此外，
学校还设计了完善的返校流程，以
及一整套应急情况处置预案，为学
校的安全开学、学生的安心返校保
驾护航。

据了解，金湾区与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各校均已进行了全面的环境
清洁整治，有效消除卫生死角和蚊虫
孳生地，并对宿舍、食堂、教室等重点
场所做好了预防性消毒，确保全区学
生迎来一个安心、放心的开学季。

金湾区109所学校4万余名学生返校

各校举办特色活动迎接开学季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2月22
日，又是一年开学日，斗门区约8.9
万名中小学学生、幼儿园孩子返
校。除了精心准备的开学典礼，不
少学校把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作为开
学第一课的内容，让孩子们在新年
伊始提升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
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22日上午，井岸镇第一小学的
第一堂课，是关于垃圾分类知识教
育暨寒假垃圾分类工作成果展示
活动。如何正确投放垃圾？老师
再次示范，同学们踊跃参与。亲子
制作的垃圾分类手抄报、“变废为
宝”垃圾分类小制作、我是家里的
垃圾分类记录员……同学们纷纷展
示自己在寒假期间践行垃圾分类的
得意之作。

在斗门区第一幼儿园内，513
名师生齐聚操场。该园园长陈杏梅
以“用心分类、绿色‘童’行”为主题，

上了开园第一课。此前，该园充分发
掘生活垃圾中的“宝贝”，“圾”中生
智，不断探索、创建“生活垃圾园区内
循环”优化投放模式，实现垃圾分类、
生态文明教育进校园、进课堂。

白蕉镇中心幼儿园开学第一
天，大三班的孩子们上演了一场垃
圾分类T台秀：过年的红包变成了
大红灯笼；拜年的废旧垃圾袋被制
成彩色衣服，纸皮变成了漂亮的头
饰……T台秀让孩子们对垃圾分类
有了最初级的认知。

开学第一天，斗门区第二实验
小学开展一系列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宣传教育活动。七彩舞台上，学生
们随着欢快的音乐，跳着垃圾分类
舞。直观、活泼的表演，进一步增加
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增强

“绿色、低碳、环保”理念，不断提高
学生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
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斗门区8.9万名学生返校

第一课学的是垃圾分类知识

全市全市2929万中小学生返校万中小学生返校，，开学首日年味儿十足开学首日年味儿十足

学校花式迎新 孩子轻松归校

记者从市教
育局获悉，2月22
日上午，全市有
29万中小学生返
校，开始了新学期
的生活和学习。
新学期伊始，各校
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通过沾
福仪式、贴对联、
舞龙舞狮、写心愿
包等丰富多彩、富
有意义的活动迎
接归校的学子。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黄 维

摄影：本报记者 朱 习

2月22日一大早，珠海市香洲
区梅华幼儿园的三位园长妈妈携
金童玉女、年画娃娃、财神爷，站在
园门口迎接小朋友和家长。她们
为每一位萌娃送上一封装有巧克
力金币的红包迎接着新学期的到
来，让孩子们在热闹喜庆中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之美。

“摸摸葱，聪明伶俐好孩子。

摸苹果，平平安安一辈子。摸桔子，
大吉大利好吉祥……”梅华幼儿园
为小朋友们举行的沾福仪式带着
真挚的祝福，为小朋友新的一年增
添喜气。随后伴随着铿锵有力、热
闹非凡的阵阵锣鼓声，迎来了开场
舞《龙腾闹狮》，幼儿园以三句半、
情景剧等形式，给孩子们一个精彩
纷呈、格外难忘的开学典礼。

梅华幼儿园园长谭玉梅介绍，
园方采取全覆盖摸排、全方位了
解、全过程跟进、全封闭管理的四
环模式，严格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工作，教职工在开学前加班加点地
清洁校园、曝晒物品、创设环境、排
练节目等，以干净、喜庆、充满年味
的新面貌，欢迎小朋友回到漂亮温
暖的“梅华大家庭”。

在珠海市博爱幼儿园，小朋友
代表装扮成可爱的小牛，在门口发
利是封、福袋，里面装着金币巧克
力、利是糖。学生和老师们还开
展“团拜”活动，互相说着新年祝
福语。小朋友们还带着提前与爸
爸妈妈们一起做的元宵节灯笼到
幼儿园，每位孩子的脸上都写满开
心。

幼儿园里喜气洋洋，萌娃开心回归大家庭

“2021你最牛！”2月22日上
午，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二小学
2000多名学生陆续来到校门口，
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学生代表们
穿着红色衣服在学校门口迎接同
学，现场还有各种喜庆的手幅卡、
打卡神器，同学们开心地和同伴们
拍照打卡。

香洲区十二小校长唐琼说：
“为了让孩子轻松愉快地回到学
校，开学首日孩子可以不穿校服，

而是穿自己最喜欢的衣服，以崭新
的面貌回到学校。同时孩子可以
将自己的心愿写下来装进红包，进
校后贴在学校的心愿墙上，作为本
学期奋斗的目标，帮助学生成为更
了不起的自己。”

二年级学生汪晨蕊（音）身着
一身汉服走进学校，藕粉色和红
色相间的特殊款式令人眼前一
亮，“我平时就很喜欢穿汉服，今
天特意穿了一件比较喜庆的汉服

来学校。”汪晨蕊的寒假生活丰富
多彩，她说：“寒假里，我去了草莓
园摘草莓、小番茄、青枣等，还去了
长隆海洋王国，坐了过山车，这是
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新的一年，我
的愿望是能取得一个好成绩，能有
更多时间陪双胞胎妹妹一起玩
耍。”

8时左右，孩子们都已经进入
教室吃早餐、领课本。许多班级的
孩子们还将自己写的“福”字和对

联贴在教室的门上，将教室装扮得
年味十足。在随后的开学典礼上，
全校学生同唱《好运来》，共同祝福
新的一年大吉大利。

唐琼介绍，在防疫方面，学校
开学前已给学生和家长们发放开
学一封信，每位同学返校需准备相
应的防疫物资，同时，学校已经将
各教室提前进行了消杀，也为师生
储备好了防疫物资，包括足量口
罩、消毒液、消毒湿巾等。

写“福”字、贴对联，小学校园年味浓

除了年味十足的活动，各校也
通过开学典礼对学生们如何尽快
收心适应新学期学习和生活、如何
做好个人卫生健康等方面进行了
教育。

在珠海市第十中学的开学典
礼上，十余名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排
练的舞龙舞狮节目令人眼前一亮，
他们身着黄红相间的服装熟练地
舞出各种花样，引来掌声一片。珠
海市第十中学校长谢晟说：“这是

学校为同学们准备的特别开学礼，
我们希望用精彩的传统表演让孩
子们期待开学，盼望开学！”

他介绍说，在疫情防控工作方
面，学校在保证报道申请、防疫物
资、公共消杀等环节有效进行的同
时，还在开学典礼上请来了卫生健
康副校长，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为
师生做出详细的教育讲解，从“病
从口入”等多方面告诫师生注意饮
食卫生、合理膳食。

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横琴一中的开学典礼采取了线上
线下相结合、同步直播的方式，该
校九年级的学生来到多功能室参
加开学典礼，其余学生则在教室里
通过直播观看典礼。

在开学典礼上，横琴一中校
长沈铁建带来以“因专注而美丽，
因梦想而精彩”为主题的致辞，通
过“高考0分学生徐孟南”“硕士保
姆刘双”“抗疫英雄”的三则短故

事，告诉学子们“读书的确苦，但
不读书的人生更苦”，她号召同学
们“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去走出属
于自己的道路”。随后，各个年级
的学生代表分享了自己假期里的
逐梦故事，学校领导还随机抽取
了幸运学生并为他们送上祝福卡
片、小礼物等。最后，学生在“新
学期收心仪式”环节集体宣誓，决
心在新的学期“抓住宝贵的今天，
创造美好的明天”。

学校把好校园防疫关，初中生决心尽快收心

斗门区
白蕉镇中心
幼儿园大三
班的宝贝们
为大家带来
一场创意T
台秀。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陈雁南
报道：2月22日，开学首日，我市约
有37万名学生和家长加入了早高
峰大军。记者从珠海交警了解到，
当天早高峰时段，我市交通总体平
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拥堵。

据珠海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
22日早高峰从7时持续至9时半，
尽管当天有更多车上路，但早高峰
总时长被拉长，车流也随之被稀
释，总体交通情况“忙而不乱”。车
流最密集的时间段为7时半至8时

半，由于很多市民提前出门，即使在
车流出行最密集的时段，交通总量
也比平日早高峰少。除了在一些学
校门口路段，因部分接送车辆聚集，
行车较为缓慢以外，其他道路都比
较畅通。

据了解，开学前，珠海交警提前
做好了周密安排，各交警大队将全部
警力调到路面。据统计，开学首日交
警部门共出动警力847人，在全市学
校周边路段及重要的交通节点安排
固定执勤和巡逻管控警力，全力保障

道路交通顺畅、安全。
此外，为了迎接开学，珠海交

警根据最新的交通流量变化，准备
了一套开学季信号灯配时方案。
当天一早，交警将凤凰路交乐园路
路口、情侣南路潮香半岛路口、情
侣南路宏海湾花园路口等50多个
路口，共100多座信号灯陆续调整
成开学模式。

比如，市四中附近的吉柠路
交白莲路口，交警部门将早高峰
人行绿灯由原来的 24 秒增加到

30秒，满足了学生的过街需求；香
洲区第十七小学旁的敬业路交心
华路口，交警部门将信号灯周期
扩大了20秒，有效地提升了道路
通行效率。

尽管开学首日，我市早高峰整
体交通状况较为平稳，珠海交警仍
建议市民错峰出行，尽量绕开学校
周边路段行驶。同时，交警提醒开
车接送孩子的家长，不要长时间停
留，更不要违停，要做到即停即走，
否则会受到严格处罚。

开学首日我市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林
琦琦报道：“同学们，新年好！”22日
上午7时，在老师的指引下，横琴新
区第一小学1300多名学生陆续返
校。记者在现场看到，孩子们积极
配合测量体温，洗手消毒，向老师和
同学们问好，兴致勃勃地迎接新学
期的开始。

“我太期待这一天了，终于可以
和老师同学们见面啦！”从澳门转学
到横琴一小的五年级学生邓焯华兴
奋地对记者说，他希望自己在新的
学期里成绩有更大进步，同时能交
到更多朋友。

据横琴一小校长张浩亮介绍，
为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横琴一小每
学期会开设包括美术、陶艺、书法、
舞蹈等在内的90多门兴趣课程，学
生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进行选择。
此外，该校还开展了中医药文化进
校园系列活动，被评为“珠海市首批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试点学校”。

“孩子的变化真的很大，无论是
成绩还是兴趣特长，都有很大的进
步。”学生家长魏玉梅感慨道，孩子
的学习状态“充实而快乐”。

“春节到，人欢笑，贴窗花，放鞭
炮……”上午9时30分，记者来到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学校
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形式丰富、别
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据了解，该校是横琴新区与全
国“双一流”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合作
办学的现代化公办小学，整个校园规
划设计24个班，是为适应横琴新区人
口规模的快速增长，满足适龄儿童入
学需求而建设的高标准小学。目前已
开设了1-2年级，共12个班。

“我们重视教学理念的更新，尤
其要摒弃‘唯分数论’‘唯升学论’，会
继续多措并举地推进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伯牙小学校长王春荣表示。
近年来，随着横琴新区快速发

展，各项基础设施相继完善，教育资
源也逐渐增加。此次春季开学，横
琴新区共有9所学校和幼儿园投入
使用，在校学生逾5500人，其中5
所为公办学校，包括横琴一中、横琴
一小、伯牙小学、横琴中心幼儿园、
子期幼儿园等。

昨天上午，备受关注的珠海哈
罗礼德学校也正式开班教学，迎来
了2021年春季首批200余名新同
学。与此同时，作为首批寄宿学生，
他们也将开启难忘的寄宿生活体验。

“作为哈罗教育中最具特色的
一环，我们的寄宿制将不同年级的
学生汇聚成一个新的家庭，为孩子
们提供个性化的关怀与支持，促使
他们实现全方位发展。”哈罗珠海创
校校长Claire Adby表示。

作为横琴引进的高端国际化
教育项目之一，珠海哈罗礼德学校
的课程以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大纲
为核心，提供G1-G9年级的国际
化双语教育，并在课程设计中融入
了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注重培
养学生的“创造力”“沟通力”和“领
导力”。

“随着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脚步
加快，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人
才在这里干事创业、安家落户，也对
区域教育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横琴新区教育党工委负责人表示，
哈罗礼德学校等相继落子，为推进
横琴教育事业国际化现代化发展，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
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了解，今年横琴还将有7所
公民办学校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
在增加学位资源供给的同时，进一
步提升横琴教育水平，打造琴澳教
育品牌。

横琴新区逾5500名学生迎来“开学第一课”

国际化现代化教育绽放“新气象”

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香洲十二小的学生们香洲十二小的学生们，，穿穿
上喜爱的新衣服上学上喜爱的新衣服上学。。图为升旗仪式图为升旗仪式。。

▶梅华幼儿园的老
师正在给孩子们进行卫
生防疫安全课。

▶香洲梅华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和老师跳起欢快
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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