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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学生“开学第一课”学什么？

Rap唱响垃圾分类 体验5G智慧课堂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庞泽欣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晏文龙 徐珊珊 庞泽欣 蔡晓素 梁启明

通讯员 穗教宣 朱碧莹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除署名外）

开学啦！ 昨日， 广州市内各中小学上演“开学大片”。

广州学生开学第一课学什么？ 有的学校开展“防爆防恐第

一课”， 有的学校则以“垃圾分类” 为主题。 当然， 也少不

了黑科技亮相， 广州市第五中学 5G+MR 智慧课堂则让学

生大开眼界。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绝不是三分

钟热度。 垃圾分类有几种嘿，一二三四

有四种嘿！ ”

昨日， 在广州市天河区华康小学

开学典礼上， 该校老师梁晟和街舞队

上台表演街舞“垃圾分类就是新时

尚”， 开场来了一段 rap， 厉害了我的

师！ 华康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垃圾分

类看似小事， 实则关乎生态文明建设

大局。 开学第一课，要培养学生共同行

动起来，一起为改善生活环境而努力。

为了讲好这一课， 老师和同学们

也是花了不少心思，采用了小剧场、说

唱、街舞等形式，力求给同学们留下深

刻的印象。 五年级的王皓澜同学告诉

记者， 暑假在家里已经对垃圾进行分

类， 他说：“以前我们只是分可回收和

其他垃圾。 现在有了更细致的指引，我

们可以把垃圾分得更细， 既有助于减

少垃圾，也保护了环境。 ”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以

“垃圾细分类，校园更文明”系列活动

为同学们开启了新学期第一课。 从早

餐开始，同学们就在志愿者的指引下，

认真地将垃圾等分类投放。 在随后的

“垃圾细分类， 校园更文明” 主题班

会上， 初中各年级以游戏、 辩论等体

验形式为主， 同学们积极思考， 踊跃

发言， 提出不少关于班级、 家庭垃圾

分类的切实做法， 并在课后联名发出

垃圾分类“小手拉大手” 倡议。 高中

各年级以讨论、 辩论、 建议等形式为

主， 为班级、 家庭垃圾分类提出许多

可行性建议， 课后集体制定了班级垃

圾分类公约， 并各自撰写家庭垃圾分

类初步方案。

新颖好玩，说唱、街舞玩转垃圾分类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装备真酷！ ”

广州市第一中学的师生在开学日上了

防爆防恐第一课。 昨日，广州市第一中

学举行开学典礼暨防暴防恐应急知识

进校园活动。

活动上， 特警防暴装甲车炫酷登

场。 荔湾区公安分局特警大队、反恐大

队的特警战士们走进校园， 为广州市

一中的师生展示了先进的反恐装备，

通过模拟演练的方式指导师生使用反

恐器械， 传授正确应对突发暴恐事件

的知识和技能。 现场的同学们观看得

非常认真，掌声不断，纷纷向特警们投

去崇敬的目光。“现场感受特警力量，

让我倍感安心！ ”“特警叔叔讲授的应

急技能真是实用，我感觉能量满满。 ”

一中的同学们纷纷为今年开学典礼这

一特别环节点赞。 该校校长胡革新表

示，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工作很重要性，

要求全体师生增强安全防护意识。

初三（1）班黎祉君同学作题为《五

星红旗，我为你自豪》的发言，并带领

全体同学宣誓， 以铮铮誓言表达浓浓

的爱校之心、爱国之情。“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一千四百多名

一中师生对祖国的深情歌颂久久回荡

在黄沙大道的上空。

模拟演练，学习反恐知识

广州市协和小学开展了主题为

“拒绝性侵害，守护健康童年”的开学

第一课， 来自荔湾区人民检察院的检

察官许旎娜， 通过真实案件、 情景模

拟、短视频、现场问答等方式，让孩子

们大声喊出“抗狼三十六计”，学会防

性侵实战技能。

近年来未成年人被性侵， 网友作

案就占了近两成。 在同学们的模拟情

景剧中就上演了网络案———网友“主

人”要求“女仆” 把衣服脱至肩膀进行

拍照，否则就不提供游戏装备，“女仆”

为了换取游戏装备， 还承诺不把秘密

告诉爸妈。 面对这样的新式性侵，你会

怎么做呢？ 检察官姐姐从案例说起，引

导孩子们了解性侵是什么、如何保护好自

己的身体，碰到性侵时应该怎么做。 比

如在公共场合如果遭遇性侵害， 会说

这几句话很可能把坏人吓跑： 我不喜

欢你老摸我的头？ 妈妈说了这些地方

不许碰！ 我报警啦，你不怕坐牢呀？

她还特别提醒， 如果在封闭的空

间碰到性侵， 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可

以偷偷发微信到 12110 报警，如果受到

性侵一定不能忍气吞声， 要告诉爸爸

妈妈。 如果不幸遭遇性侵又无法逃脱

时，切忌采取激烈对抗惹怒坏人，保护

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拒绝性侵，教你“抗狼三十六计”

你往四周看，同学、老师、教室都

消失了， 发现自己置身于校门口、操

场、饭堂或者校园里任何一个角落。 这

是科幻小说里的场景吗？ 这其实是广

州市第五中学 5G+MR 智慧课堂。

昨日上午，该校开学第一课《安全

教育课》 迎来了 5G+MR 智慧“黑科

技”，学生只要戴上 MR 眼镜，通过 5G

网络， 不仅能看到显示器中的立体场

景， 还可以自己动手， 改变物体的角

度、状态，使自己置身在校门口、教学

楼楼道等地方， 身临其境看到这些地

方有哪些安全隐患。

授课老师翁昭侃介绍， 与传统的

课堂相比，MR 教学更加直观、 生动。

此外，MR 教学能够打破传统课堂的

互动局限性， 学生完全是沉浸在特定

的虚拟场景中，完全参与到整个课堂。

“今天整个教学过程还通过 5G 网络推

送到家长和其他教职工的微信上进行

直播，非常高效便捷。 ”

五中高一年级陈同学告诉记者，

“戴上 MR 眼镜，通过相应的图标选择

就可以进入到不同的场景， 如同身临

其境，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这种技术运

用到其他学科的学习， 那么我们的课

堂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

据悉， 广州第五中学作为海珠区

5G+智慧教育试点中学，目前在全市区

学校中率先实现校园 5G 网络全面覆

盖， 全部学生课室将逐步更新智慧课

堂教学设备。 五中校长裘志坚介绍，依

托 5G 技术，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轻松

实现画质清晰流畅的互动教学， 更可

为师生们提供沉浸式体验教学、 远程

互动教学、 虚拟操作培训等多种教学

方式，极大丰富了教学手段，有效提高

教学效率、提升教学质量。

此外， 人脸识别巡逻机器人也亮

相了，可以在直径 20 米范围内识别人

脸， 读取的信息与公安局数据库进行

匹配， 大大提高了校园安全管理。 夜

间， 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设定的路线在

校园进行巡逻。

5G+MR智慧课堂，满满“黑科技”

昨日上午，由荔湾区教育局、海龙

街道办事处主办，广州市禁毒教育馆、

海龙街社工服务站协办的“拒绝毒品，

抵制邪教，共建和谐家园”校园宣传活

动在荔湾区龙溪小学开展。

学校为上学期在国际禁毒日教育

宣传活动中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学生代

表进行表彰， 并在广州市公安局荔湾

区分局局长夏福贤的带领下向全校 13

个班级代表授予了禁毒先锋队旗帜，

荔湾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罗锦虹带

领全校师生宣誓禁毒誓词。 宣誓仪式

结束后， 由各班学生代表为大家带来

情景朗诵《少年中国说》，海龙派出所

警员向学生介绍识毒拒毒防毒的实用

防护技巧。

当天， 广州市禁毒教育馆在现场

布置了毒品模型展览和禁毒宣传展

板， 让同学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到毒品

的原貌， 加深对毒品的认识。 一系列

与毒品相关的游戏互动体验， 以寓教

于乐的形式提高学生们防毒、 拒毒

的意识， 增强科学辨识毒品真伪的

能 力， 营造出积极健康的校园环

境。

部分受访学生表示， 这次活动非

常特别， 警醒自己今后要加强自我保

护， 坚决做到远离毒品、 健康生活。

“禁毒防邪教” 做好自我保护

学 生 戴 上

MR

眼镜上课。

信息时报记者

蔡晓素 摄

开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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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康小学开学第一课，以小剧场、说唱、街舞等形式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孩子们看得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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