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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各中小学昨日上演“开学大片”

醒狮利是“牛”面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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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广州中小学生开学第一天，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各所学

校喜迎牛年新学期。同学们戴上各种牛年头饰返校，十分抢镜，有的

戴上了用纸盒制作的“牛头”，有些则头顶利是封帽子。 同时，学生们

戴好了口罩，进校前测量体温。而“开学第一课”不仅有各类年味十足的

表演，还安排了花样安全教育活动。

灯笼醒狮“牛”头饰，花样秀年味

开学首日， 多间中小学都以

“牛”作为创意主题。

天河第一小学各班都举办了以

“牛”为主题的班会课，包括诵牛、唱

牛、画牛以及学习牛文化、牛字成语

等。“牛气冲天”“牛高马大”“庖丁解

牛”“对牛弹琴” ……四年 5 班传出

了一阵阵笑声和欢呼声， 原来这是

在进行一场“斗”牛成语的比赛。 为

了取得胜利， 同学们绞尽脑汁，连

“蜗牛慢慢爬”都脱口而出。

在东风东路小学， 不仅礼仪队

戴上牛年头饰欢迎返校同学， 同学

们也戴上各种“牛” 头装备喜迎开

学。 他们有的利用纸盒制作“牛头”，

有的头顶可爱的毛绒玩具， 还有的

直接利用利是封制成头饰， 十分抢

镜。 头戴“利是封”的吕同学告诉记

者：“我希望自己是财神爷， 能给大

家派利是，寓意新年财源滚滚。 ”五

年 1 班的周同学介绍， 他的帽子上

有一只“大牛”、一只“小牛”，分别代

表自己和弟弟。“今天跟弟弟戴同款

‘牛帽子’，希望新的一年牛年大吉、

扭转乾坤！ ”周同学解释。

在旧部前小学， 每个班级精心

布置教室， 营造新年氛围。 记者看

到，每个班级都在门口挂上了芹菜、

生菜、桔子等物品。“新的学期开始

了，我们挂上这些物品，也是寄托了

美好的寓意， 比如桔子寓意新的一

年大家吉吉利利， 香葱则希望孩子

们聪聪明明。 ”校方介绍。

在沙面小学御景校区， 学校结

合“秀出年味”主题以及寒假的综合

实践作业，制作了美食、年花神兽、

习俗、 醒狮等视频， 在开学礼上播

放。 学生们在寒假中收集了各种文

化风俗，在开学第一天集中展示，秀

出年味。“希望同学们在过节的同时

也多了解节日中的各项风俗传统，

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和挖掘的有趣

知识。 ”沙面小学负责人介绍。 在开

学典礼后， 醒狮队伍走进每一个班

级，为孩子们送上祝福。

大红的炮仗、高挂的灯笼、校道

的鲜花，每一样都年味十足。 在康有

为纪念小学的开学典礼上， 校长苏

苑勋送上了新学期的思政第一课

《学习“三牛”精神，做新时代有为少

年》，她希望康小学子在新学期里都

能朝着新的目标努力奋进，发扬“三

牛” 精神， 并祝愿全校师生牛年大

吉。

无死角消杀，赠送健康小福袋

广州白云广雅实验学校在开学前组织全

体教职工回校进行检测核酸， 并进行全场室

无死角消杀工作。

在荔湾区何香凝纪念学校的开学礼上，

学校公布了“防疫防控优秀家庭”名单，表彰

一批响应号召留穗过年的家庭。 其中，祖籍江

苏徐州的马浩楠和姐姐跟着爸妈在广州过了

一个特别的春节。

昨日上午， 荔湾区合兴苑小学开展了

“书声琅琅合兴苑， 袅袅书香满校园” ———

2020 学年第二学期荔湾区合兴苑小学开学典

礼。 老家在湖北的李粤瑶同学， 作为积极响

应“就地过年” 号召的学生代表， 给同学们

分享了她今年在广州过年感受到的“不一样

的年味”。 活动最后， 两只活泼可爱的“牛

娃” 蹦蹦跳跳地向舞台走来， 和嘉宾、 校长

们一起向 27 个班的学生代表赠送暖心健康

小福袋， 福袋里装有免洗洗手液、 测温枪等

防疫物资。

黄埔区东荟花园小学的同学们在教室观

看了开学典礼。 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

序幕，随后，师生一同观看安全第一课。 据悉，

东荟花园小学每年都邀请民警来到学校，为

同学们讲解安全知识。

收利是收“船票”“免交作业卡”

“老师发红包啦！ ”开学第一天，在天河区

车陂小学校门口迎接同学们的， 除了两只卡

通的“牛娃娃”，还有校长和老师们，他们还派

送开学红包。“红包里面有一个金币巧克力，

还有老师给孩子们的寄语， 给孩子们送上新

学期的祝福。 ”车陂小学副校长招浩军介绍。

在广东实验中学的开学典礼上， 学校为

学生们送上新年礼物。 由校长抽取新年的幸

运大奖，获奖同学可以获得“自主学习卡”一

张，可以自主安排一次作业，在和老师沟通后

可申请免交作业一次！ 最终，校长抽到 25 号，

也就是说，每个班学号为 25 号的同学都可以

获此大奖。

昨日早上，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三个校

区的师生们都参与了主题为“乘红船、 齐抗

疫、守安全”的“开学第一课”活动。 在金碧校

区，师生们聆听“红船故事”，党委书记、校长

林黎华还为各班代表颁发了“百年船票”。

越秀区文德路小学的同学们则收到一份

特殊的开学礼物， 来自吴伟哲同学的自制文

创产品。 在开学典礼上，“小小红色志愿讲解

员” 吴伟哲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红色研学的成

果之一———《红色研学先锋棋》， 该文创作品

将党史知识和越秀区的红色研学资源、 少先

队礼仪等有机融合，寓教于乐，受到同学们的

喜爱。 据了解，这副棋将作为开学礼物送给每

一位学生， 并作为本学期特色研学的小道具

之一。

抽安全红包演互动情景剧

昨日上午， 广州白云区三元里小学开展

主题为“大爱‘三元里’，安全伴成长”的开学

安全第一课。 师生们身着传统喜庆服饰，手举

新年祝福卡、春联等，喊着整齐的安全口号，

喜气洋洋地进场参加活动。 上学期，同学们给

学校提交了一份提案， 其中提到希望能穿自

己喜欢的传统服饰进校园。 学生们的这一建

议在昨日变成了现实。 学校还安排了花样活

动助力安全教育学习， 其中的抽安全红包活

动富有新意， 以生动的方式让同学们学习和

掌握安全知识。

开学首日，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猎德

幼儿园聚焦公共安全教育， 结合 3～6 岁幼儿

认知特点，通过应急演练、情境体验等形式组

织全体师幼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安全教

育第一课”。 猎德幼儿园以应急演练的形式开

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 全园师幼有序地按规

定逃生路线撤离疏散，在指定区域集合，演练

过程快速、安全、有序。 随后，由师幼共同演绎

的安全情景剧《走失我不怕》拉开帷幕。 看完

表演，孩子们对走失后如何寻求帮助、自我保

护有了进一步了解。 幼儿安全情景剧《交通安

全我知道》 生动形象的表演也让孩子们深刻

了解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园长陈蓓蓓

表示：“我们给孩子设计了这种能够直接感知

和体验的活动。 从他们的欢声笑语中可以看

出来，孩子们看得懂，听得明白，我想这样的

效果应该比说教要好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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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首日喜洋洋

守好校园防疫线

开学礼物诚意满

安全教育花样多

华 师 附

小， 学生们戴

上了有新春特

色的装饰。

东 风 东 路

小学四年级的

吕同学用利是

封制成头饰。

东 风 东 路

小学，同学佩戴

着栩栩如生的

牛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