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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啦！

广州不少新校和新校区昨迎新生

逾1800名学生入读新校园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卢舒曼 韩春华 李欣煦（除署名外）

昨日， 广州各地上演开学大

片，孩子们背着书包踏入校园，开

启人生新的篇章。 记者走访发现，

今年广州有不少新学校和新校区

亮相， 譬如天河区新开办 4 所公

办小学和 18 所公办幼儿园区；番

禺区石楼镇有两所小学改变“借

读”状态，新校园投入使用；荔湾

区的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小学

部和初中部也同时开办。

天河：

4 所公办小学开办

今年， 天河区开办了 4 所公办小

学：天河第一小学

（珠江新城

A

区配套

小学）

、 奥体东小学

（华润天合配套小

学）

、志远小学

（远洋天骄配套小学）

、天

英小学

（天河星作配套小学）

，可提供优

质学位 4050 个， 今年共招收 11 个班。

为应对“二孩”入园高峰，今年天河区还

新增了 18 所公办幼儿园园区， 增加

3960 个公办学前教育学位。

据了解，位于天河区元辉街 2 号的

志远小学，建设规模为 18 个班，今年招

收一年级新生 2 个班，共 78 人。 天河教

育局从名校先烈东小学抽派优秀管理

团队和骨干教师到志远小学工作和任

教，学校设有“远航”特色课程，分为立

德立志、践行砺行、闪光发光三个模块；

同时，志远小学将打造“一班一志”

（志

向和兴趣 ）

特色，这正是在先烈东小学

的“一班一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位

于天河区合景路 149 号的天英小学，计

划规模是 12 个教学班， 今年共招生 2

个班，约 80 人。 开学当天，学校举办开

学典礼暨亲子科技嘉年华活动，呈现天

英小学科技创新的办学特色。

番禺：

两校告别“借地上学”

新学期开始，对于番禺区石楼镇重

文小学和清流村的清流小学的学生来

说，他们将告别以往在其他学校场地上

学的状态，因为这两个学校的新校园正

式投入使用。 石楼镇重文小学是去年新

开办的学校，当时由于校园正在建设当

中，学校暂时借用天誉小学教学。 经多

方努力，新校园终于在开学前完工。 而

创立于 1950 年的清流小学， 因规划原

址重建，学校于 2012 年 9 月搬迁，学生

先后在亚运城小学和天誉小学“借读”。

去年开始，清流小学新校重建，经过一

年多的建设，环境雅致、设备完善的全

新校园展现在师生面前。 在清流小学任

职 20 年的郭老师感叹道：“能够拥有这

样一座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学校是多少

老师和学生的梦想，清流小学将迎接崭

新的开始。 ”

荔湾：

省实荔湾学校来了

昨日上午，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在小学部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欢迎首批

新生入学。 据了解，该校是由百年名校

广东实验中学管理的一所九年制义务

教育新样态公办学校，分小学部与初中

部两个校区。 小学部位于广钢新城华尚

一街 8 号，初中部地处广钢新城北文街

2 号。该校预计小学一年级招 6 个班、每

个班 45 人左右，共约 270 人；初一招收

8 个班、每个班 40 人左右，共约 320 人。

开学典礼上， 省实校长全汉炎致

辞，“我们将高起点办好省实荔湾学校，

坚持一校一品建设， 打造生长教育，创

办一座生长型学校。 ”随后，初一新生们

一齐朗诵《少年中国说》，以诗明志。 在

初中师兄师姐的表率下，小学部的孩子

们也用《我爱北京天安门》歌舞表达对

祖国的热爱。

全方位检测

让家长放心

由于是新学校投入使用，不少

家长担心存在装修污染，对校园环

保问题颇为关注。“学校新装修，比

较担心甲醛、 空气环境等问题，希

望学校足够重视，务必保证小花朵

们健康成长。 ”一位家长语重心长

地说道。

记者就此向各个学校了解了

其环保检测情况。记者在番禺区石

楼镇重文小学现场注意到，每间课

室门口都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印有

专业公司处理甲醛过程的照片，处

理完毕后会贴上“此区域已除甲

醛”的告示，让家长和孩子们使用

新课室时更放心。省实荔湾学校小

学部副校长林琳也表示，开学前学

校已经请了专业的环境监测公司

对学校进行了全方位检测， 荔湾

区、白鹤洞街道也多次派环境监测

小组到学校进行检测，确保无甲醛

残留，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良好的

开学环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林锐 梁荣忠 交宣）

广州市公安局

新闻办公室 9 月 2 日通报：9 月 2 日，

全市 3200 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 210

万名学生儿童全面开学。 为切实维护

秋季开学期间校园安全稳定， 首日开

学，全市共出动民警 5800 人次、辅警

8500 人次、警车 1500 辆次，实现了涉

校园重大案件、事故的零发生。

开学首日， 市公安局内保支队会

同有关警种组成多个工作小组， 分赴

市内 11 个区开展开学首日校园安保

督导检查。 重点督导检查各区公安分

局、 基层派出所落实上放学高峰时段

护学岗勤务工作， 检查各学校落实校

园安全防范措施情况。

各区公安分局也高度重视， 对秋

季开学安保工作进行细致部署， 切实

做到“见警灯、见警车、见警察”，提高

校园及周边地区见警率， 并针对治安

复杂区域的学校在上、 放学高峰时段

加强巡控力度。 各区公安分局联同各

级教育部门检查学校幼儿园， 指导辖

区校园加大校园门口秩序维护和学校

内部巡查力度， 严密防范各类校园突

发事件。

开学首日， 广州交警在全市范围

内中小学、 幼儿园校车集中通行的路

段及事故多发路段设置整治点， 对过

往校车进行检查，发现违法立即查处。

重点整治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

提供校车服务的

（即 “黑校车 ”）

、不按

照经审核确定线路行驶的、 不按照规

定在校车停靠站点停靠的、 校车驾驶

人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等重

点违法。 据统计，开学首日，广州交警

全警出动， 共设置校车查车点 54 个，

护学岗 97 个， 检查校车 700 多辆，共

查处校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2 宗。

同日，广州交警联合相关部门，在

广州 5 所学校同步互动开展“童心同

行，守护安全·2019 年交通安全‘开学

第一课’”活动，通过全国首创运用 5G

同步直播技术，实现实时、互动教学的

目的。

广州警方出动民警5800人次护航秋季开学安全

荨

省实荔湾学校的学生在崭新的

教室里上课。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

2019

年交通安全 ‘开学第一课’” 运用

5G

同步直播技术在

5

所学校同步开展。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见习记者 胡瀛斌 摄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