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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值金秋开学季。9月1日，金湾区117所中小学、幼儿园近
6.5万名学生、幼儿如期开学。记者走访了解到，金湾区各所学
校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迎新。在海澄小学，老师们为新生戴上“小
橙帽”；在平沙华丰幼儿园，幼儿们在老师制作的升班“车票”上，
按下自己的彩色手印；在连湾小学，校长陈郭恒讲思政教育开学
第一课，勉励同学们踔厉奋发，有梦有为……这些精心策划、富有
特色的开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兴奋、惊喜中开启新学期征程。

今年以来，金湾区锚定“产业第一”，以民生为要，大力实
施学位攻坚计划，全力推动学校（幼儿园）建设。据金湾区教
育局介绍，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金湾区有平沙新城学校、金
湾区第二小学、金帆幼儿园、观澜幼儿园、创业幼儿园、汇海幼
儿园6所新校（园）投入使用，可提供600个中学学位、2430
个小学学位、1710个幼儿园学位，极大缓解当前金湾区学位
紧张的状况。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30
日上午，由南水镇综治办主办，珠海市
慧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粤心
安”项目组在高岚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心声入户”——南水镇企业员工
心理健康主题讲座，把专业服务送进企
业，让更多员工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提升心理保健意识。

项目组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林栢添来到该公司为企业员工开展

“健心舒压”心理健康主题讲座，林栢
添通过有趣的例子介绍心理健康与身
体健康的相关性，对企业员工进行健
康科普。随后，林栢添通过铜条测试、

心率测试等心理互动环节和相关理论
讲解，引导员工把心理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最后，林栢添为企业员工带来
日常情绪疏导的小技巧，教导企业员
工如何避免因负面情绪积压影响日常
工作与生活。

据了解，“粤心安”项目2020年12
月启动，目前已经进入第二年的服务周
期，已在南水镇建立镇级社会心理服务
站、8个社区（村居）建立社会心理服务
室，逐渐构建起以心理知识宣传普及为
前端、心理问题监测预警为中端、高危
人群精准干预为末端的“社会心理健康
全程服务链”。

南水镇举办企业员工心理健康主题讲座

用专业服务为员工“健心舒压”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林伟民
1887年10月生于香山县三灶岛的西
洋田村，也就是现在的鱼月村。他是中
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首任书记，中华
全国总工会的第一任执行委员长，是中
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近日，在
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
馆（以下简称“陈列馆”），“小小讲解员”
在为现场观众讲述林伟民的故事。

这不仅是一次才艺展示，更是对讲
解员们业务能力的一次考核，因为当
天，陈列馆的新一批“红色志愿讲解员”
顺利结业。

据介绍，为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
用，今年8月，三灶镇文化服务中心主
办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陈列馆
红色志愿讲解员培训班”，面向社会招
募志愿讲解员，充实陈列馆红色宣讲队
伍，进一步扩大传播红色文化的影响
力，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讲解员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系
统学习讲解礼仪、讲解技巧等专业知识，
并进行实地实践讲解，经过考评后，合格
的志愿讲解员获得结业证书。陈列馆将

在周末安排志愿讲解员上岗讲解。
来自航空新城小学的“小小讲解

员”方梓萌说，能成为红色志愿讲解员，
她感到很荣幸，今后会努力通过自己的
讲解，让更多人了解三灶的红色故事，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我觉得参加
这个培训对自己有很大帮助，不仅能增
长自己的文博知识，还可以把红色文化
带进校园。”志愿讲解员邹鑫说。

三灶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郭圣希
介绍，往年陈列馆都会开展“小小讲解
员”培训及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培训招
募对象从青少年扩展到成年人，一共有
54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其中，33名青少
年，21名成年人，志愿讲解员除了金湾
区的居民外，还有来自香洲区和斗门区
的居民。

“志愿讲解员经过专业培训后，不
仅能在陈列馆参加志愿讲解服务，还可
以在学校、家庭中，向同学、亲人宣讲红
色故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郭圣希说，今后陈列馆还
将持续开展红色志愿讲解员培训和各
类红色文化活动。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记者从
金湾区民政局获悉，根据《关于撤销珠
海高栏港经济区婚姻登记处的公告》，
自2022年9月1日起，高栏港经济区
婚姻登记处正式停用，相关业务划入金
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据介绍，2011年1月3日，珠海高
栏港经济区婚姻登记处正式揭牌成
立。在高栏港经济区婚姻登记处设立
的近12年时间里，其见证了7659对新
人步入婚姻殿堂，留下了一段段关于爱
情的甜蜜回忆。

此外，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和管理机
构的变迁，高栏港经济区婚姻登记处刚

设立的那几年，陆续迎来了一些20世
纪七八十年代在平沙地区登记结婚的
老夫妻。他们多为专程回到平沙，查询
档案资料，寻找往昔记忆。

20多年前在平沙登记结婚的罗女
士夫妇，曾经特地从深圳赶来，想补办结
婚证，完成她和老伴的心愿。可是日新
月异的发展，早已让平沙镇变了模样。
当年的华侨农场已不复存在，平沙民政
事务的管辖也几经变迁。本以为几十
年前的历史档案早已湮灭，没想到竟然
能在高栏港经济区婚姻登记处成功找
到了原始档案。像这样的场景，在高栏
港经济区婚姻登记处曾不时出现。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推动
南水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
成效，8月30日，南水镇党委组织开展
主题学习教育活动，来自农村、非公企
业的青年党员近40人参加。

本次活动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青年先行”为主题，通过“产业
第一”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让青年党
员在学习教育中接受洗礼，在“追寻榜
样足迹、纵览珠海发展”中感悟初心，以
实际行动践行使命，争当新时代先锋。

活动首站来到珠海云洲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参观云洲科技无人艇展厅，
体会珠海加快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格局，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奋力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创新高地的决心。第二站来
到唐家湾镇会同村，深入了解“广东乡
村振兴五强村”建设历程，实地考察特
色项目，学习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有机
融合的经验和思路。第三站来到珠海
规划展览馆，领略珠海历史沿革、生态
保护、建设重点、各区风采、规划蓝图和
城市气质等内容，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提振信心、增添力量。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三灶新一批“红色志愿讲解员”顺利结业

高栏港经济区婚姻登记处正式停用
曾见证7659对新人步入婚姻殿堂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青年先行
南水镇开展农村和非公企业青年党员主题学习教育活动

活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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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
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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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讲解员”
培训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6.5万名学生、幼儿如期开学，6所新校（园）投用

启航新学期 扬帆再出发

9月1日7时30分，位于金
湾区平沙新城汇海路 60 号
的平沙新城学校开始热闹起
来，一个写有“新校园、新学期、
新起点”的红色拱门立在学校
门口。

“欢迎你们来到平沙新城
学校！”本学期是平沙新城学校
启用后首次迎来新生。当天8
时许，一年级和七年级新生在
老师带领下，按照班级顺序排
队走上校方早已准备好的红地
毯进入校园，并用手指在“让每
个生命都出彩”的纸板上留下
属于自己的印记。

该校校长孙新透露，作为金
湾区新学年投入使用的新学校
之一，该校今年迎来一年级4个
班 185 名学生，七年级两个班
108名学生，此外还有24名老师
加入学校教师队伍。

据介绍，平沙新城学校为九
年一贯制学校，设置36个教学
班，其中小学为24个班，可提供
学位1080个；中学12个班，可
提供学位600个。

“绿化做得好、建筑很气
派”，这是七年级二班学生张钰
洋对新校园的第一印象。平沙
新城学校被平沙新城湿地公
园、平沙新城中心公园环绕，是

长在“绿肺”生态中的“绿色学
校”。

除了全新的校园，记者还在
该学校课室看到一款多功能可
折叠的全新课桌椅。座椅不仅
可以根据同学身高进行高度调
整，还能和课桌“联动”组成午休
床，供同学们放松休息使用。孙
新表示，该校也是金湾区首家采
用多功能可折叠课桌椅的学校。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五、四、三、二、一！”随着孩子们
的齐声倒数，当天上午9时，金
湾区新学年投入使用的另一所
新校（园）——观澜幼儿园举行
了揭牌仪式。仪式上，该园为小
朋友们准备了鼓舞和舞狮表
演。在正式揭牌后，100余名小
班的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踏入
校园，接过“入园车票”，通过“启
智站台”，触摸代表着平平安安、
心想事成、大吉大利、全年旺旺
的苹果、橙子等水果。

据了解，观澜幼儿园位于
金湾区航空新城盛林街61号，
是一所全日制公办幼儿园。
办学规模为 18 个班，可提供
540个学位，目前该园有47名
教职工，包括23名幼师和2名
校医。本次开学设5个小班、3
个中班、1个大班，共有215名

幼儿。应疫情防控错峰开学
的要求，揭牌当天上午是小班
孩子入园，下午是中班孩子入
园，次日才是大班孩子入园。

“我们给每个孩子都发了一
张‘车票’，欢迎他们从家里来到

‘观澜自然乐园’，告诉他们在这
里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而且

‘乐园’这个名字比‘幼儿园’更
易于让小朋友接受。”观澜幼儿
园园长叶丹表示，“希望他们能
在这里自然成长，也希望我们这
所新幼儿园能让孩子喜欢，让家
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在今年新建成投入使用的
金湾区第二小学，开学日也同
样热闹。当天，一年级的孩子
们拿着自己亲手准备的名字牌
走进了各自班级，开启成长的
崭新旅程。在开学典礼仪式
上，老师自我介绍、师生合唱
《听我说谢谢你》、各班学生代
表才艺表演等环节，拉近了师
生间的距离，也让同学们的开
学第一天变得丰富精彩。记者
了解到，金湾二小规划配建30
个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

当天，金帆幼儿园、创业幼
儿园、汇海幼儿园等新学年投入
使用的幼儿园也陆续迎来了第
一批新生。

新校园、新起点：

6所新校（园）开门迎接新同学

统筹：本报记者 蒋毅槿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9月1日8时30分，平沙新
城学校的开学第一课正式开
课。和以往开学第一课不一样
的是，学校此次选择为同学们播
放8月31日举办的金湾区“强国
复兴有我”青少年演讲比赛精彩
视频，让同学们感受金湾区青少
年的抱负与担当。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比赛选
手们结合亲身经历、身边故事、
道德模范、传统文化等内容，以
小切口、微视角，用真挚的语言
为同学们讲述了一个个触动人
心的故事，当中有追忆党的光辉
历程的，有讲述扶贫干部黄文秀
牺牲在扶贫一线的感人故事的，
有展现抗疫一线逆行身影的，有
介绍自己如何在学习生活中奋
斗自强的……

“哥哥姐姐们的精彩演讲，激
励我在新的学期里更加努力地学

习，将来成为一名对社会、国家更
有用的人。”看完演讲比赛视频
的平沙新城学校七年级新生萧雨
欣说。

在南水中心小学，校园电视
台直播间邀请学校法治副校长、
金湾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郭俊
给同学们上开学第一课，教导同
学们遵纪守法，系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除了开学第一课，金湾不少
学校也为返校同学们准备了“厚
礼”。

在红旗镇中心幼儿园，老师
们为孩子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开
学仪式。现场准备的鼓、苹果、
橘子、大葱、棒棒糖等物品，寓意
孩子们平平安安、聪明伶俐、健
康成长；小朋友们通过幼儿园精
心准备的跨栏，则寓意今后平平
安安、健康成长。

在林伟民纪念小学，校方为
每位新生准备了一本学校独创
的新生入学素养手册。在这本
手册里，不仅包含了学校简介、
入学须知，同时也有文明礼仪知
识、安全知识等生活小常识。校
方介绍，学生翻开这本手册，不
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学校，也能更
明确自己进入学校之后要做什
么和怎么做。

同时，在新学期里，迎接
同学们的还有公安民警、社区
工作人员、家长志愿者，他们
在现场及周边维持秩序，为孩
子们的开学保驾护航。此外，
环境消杀、进门消毒、戴好口
罩、保持一米距离……各校疫
情防控工作一件不落，做足防
疫准备，让同学们在健康的环
境中开启崭新的学习与成长
之旅。

新学期、新征程：

特色开学活动喜迎新学年

▲金帆幼儿园的小朋友跨过启航门、启慧门、
启梦门，到达许愿树，许下第一个金色愿望。

▲航空新城小学北校区，一年级新生击鼓以
明志后开启新的学习阶段。

▲三灶镇中心小学孩子们有序走红毯进入校
园，并印上自己的手印，留下美好瞬间。

平沙新城学校是金湾区新学年投入使用的新学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