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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22日电（记者徐慧玲）沉寂
了1个多月的校园，今天又热闹了起来。2月
22日，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天，三亚市第
五小学新校区启用，该校近千名学生在新校园
里迎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优美的校园环境，崭新的教学楼，温馨
舒适的宿舍楼，图书阅览室、游泳池、多媒
体教室、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走进三亚
市第五小学新校区，该校五年级学生林玉
婷眼前一亮，“每层教学楼都有图书角，今
后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阅读了。”

三亚市第五小学校长陈运翰介绍，该校有
40年办学历史，老校区规模较小，教学区面积
有限，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新校区占地面积13.8亩，总建筑面积1.32
万平方米，教学楼共有6层，能容纳36个教学
班，提供1600多个学位，将有效缓解周边社区
居民子女上学压力。

充足的空间也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陈运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新校园设有
手工、美术、实验等多个功能教室，可以满足
学生多样和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同时，教学楼
顶楼还建有标准的室外游泳池，操场面积也
扩大了不少，学生的活动空间更大。

据悉，开学前夕，三亚市第五小学还组织
教职工对学校教室、功能室、宿舍等区域开展
全面清洁、消杀，全力营造一个安全、干净、舒
适的校园环境。

本报牙叉2月22日电 （记者曾毓慧 通
讯员王昭）2月22日是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
第一天，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学校，教学
楼传来琅琅读书声。二年级（2）班教室里，
本学期多了几张新面孔——符泽轩等3名来
自生态搬迁村高峰新村的学生。

“学校很大，教室很新，同学很多，能在这
里上学很开心。”面对新校园、新老师与新同
学，符泽轩感到十分新鲜与兴奋。该班班主任
郑作丽介绍，她将与各科任老师一起努力，帮
助孩子们学好功课，让他们在新校园里健康快
乐地成长。

同样，对于在白沙思源实验学校就读的
30余名来自高峰新村的学生来说，新学期也

有了新变化。在未实施整村生态搬迁之前，
由于村庄距离学校路途遥远，来自南开乡高
峰村的学生都是住校，只有节假日才能回
家。“现在，高峰村实现整村生态搬迁，孩子
们离家更近，上下学更方便了，希望这些孩
子在学习上能有更大的进步。”该校副校长
杨丽银说。

高峰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志
明介绍，经统计，目前全村有30余名适龄学
生就近安排在白沙思源实验学校、白沙民族
中学就读中学，另有30余名学生被就近安排
在白沙学校等就读小学，生态搬迁让原本身
处大山里的孩子全部实现就近就读，并得以
享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白沙生态搬迁村的适龄学生全部实现就近就读

搬出大山，走进“家门口的学校”
三亚市第五小学新校区迎来近千名学生

启用新校，满足优质教育需求

新学期
新变化

关注春季学期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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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各学校结合自身特色，
开展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

花式“第一课”
开启多彩新学期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计思佳）2月
22日，海口市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全面开学，学
生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新学期。各个学校纷纷
结合自身特色，围绕崇德尚礼、爱国教育、科学
探究、垃圾分类等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
第一课”活动，让学生们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当天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
验学校一年级学生通过一堂妙趣横生的礼仪课
开启了新学期。课堂上，来自海南航空公司的
礼仪培训师、乘务员从仪容仪表、坐立行走、待
人接物等方面，给同学们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
中的礼仪规范。

“我们学校一直非常重视礼仪教育，已将其
纳入常规课程中，让学生们从小逐步养成自尊、
自爱、自律的良好品格。”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古诗‘接力’赛”“跳绳嗨翻天”“‘棋’开
得胜”……在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学生
们的“开学第一课”是一场欢乐游园活动。“考
虑到开学第一天，很多同学还没有完全回到学
习的状态。因此，学校策划了游园活动，根据
学生们的寒假实践活动作业设计游戏项目，让
同学们感受学习之趣、体会成长之乐。”该校校
长阙平介绍。

垃圾分类和禁塑也是多个学校“开学第一
课”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
的“开学第一课”上，该校老师黄芬通过数据与
生动的事例向同学们阐释了垃圾分类和“禁塑”
的重要性，并以问答和抢答的形式与同学们展
开互动，让同学们长知识、学环保。

屯昌创新“开学第一课”特色课程

武术“第一课”
打出蓬勃精气神

本报屯城2月22日电（记者贾磊 特约记
者邓积钊 通讯员林小丹）身着蓝白色相间的校
服，摆出整齐的方阵，动作齐整有力……2月22
日，开学第一天，阳光洒在屯昌新兴中心学校的
操场上，该校四年级至六年级共计360余名学
生，在武术老师的指导下，以一套坡陈五行桩
拳，打出新学期的精气神，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崭
新面貌。

“新兴镇是武术之乡，坡陈村的大马五行桩
拳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学校开办武术特色课
程也有8年时间了，今天把武术课作为开学第
一课，是希望孩子们既要有好的成绩，也要有健
康的体魄。”屯昌县新兴镇新兴中心小学校长陈
全表示，这也是该校响应国家关于深化体教融
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号召的重要举措。

据悉，屯昌县创新开展“开学第一课”特色
课程，借助武术项目内外兼修的特点，促进全体
学生全面发展，深入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
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

儋州各学校“第一课”聚焦安全教育

安全“第一课”
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本报那大2月22日电 （记者林书喜 特
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2月 22日，儋州
市260所中小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开学、
213所幼儿园开园，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

“开学第一课”内容，均是开展安全教育，确保
师生健康安全。

学校人员密集，是很多常见呼吸道传染病
疫情高发场所。儋州市加强对各学校教室、食
堂、宿舍等重点场所的消杀通风，所有进校人
员须戴口罩，做到防控关口前移，将疫情挡在
校门外，以实际行动上好疫情防控的安全教育

“第一课”。
那大镇一小升完国旗后，各班班主任带领

学生到教室上安全教育课的“第一课”，重点讲
述如何预防新冠肺炎病毒等知识，引导学生深
入了解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增强学生防疫意识，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儋州市第三中学的“开学第一课”，向全体
学生讲述防范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
安全等安全教育内容，引导学生做知法、懂法、
守法的新时代好学生。

旭日初升，三亚市第九小学好不
热闹。一大早，戴着口罩的学生就在
校门口有序排队测温，教职工扮成小
牛玩偶欢迎学生们重返校园。

新学期，疫情防控仍是一项重要
工作。各地各校坚持疫情一天不退、干
劲一天不减、防控一天不松，毫不放松、
细之又细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定安县要求各校指导师生员工
提前14天进行健康打卡；儋州市要
求各校对寒假离琼师生员工的健康
情况进行摸排，一对一确认核酸检测
结果；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在每
间教室设置测温消毒点并配备防疫

物资；海南省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聘
请专业消杀人员，对幼儿园的教室、
活动室、功能室、洗手间等进行了多
轮全面消杀……

此外，各地各校均严格落实省教
育厅防疫要求，不允许14天内有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以及本人或
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
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的
师生员工返校。有发热、咳嗽、腹泻等
症状的师生员工，须治愈且排除新冠肺
炎感染后，报学校批准方可返校。

各地各校聚力守护菁菁校园，给
孩子们留下了片片净土。

严控疫情，守护校园净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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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亭中学，每个教室都放有一
个铁柜子。这个柜子的作用是什么？

原来，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了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
通知》，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入
校。省教育厅、省卫健委及时印发文
件强调，原则上不允许中小学生将手
机带入校园，切实做好学生近视防控
工作。保亭中学的铁柜子，就是用来
保管学生手机的。

“我们对这项规定十分支持、坚决
落实。”保亭中学校长周小华说，早在
两年前，该校就已禁止学生带手机入
校，同时要求老师不得依赖电子产品
教学和布置作业。为减轻学生对手机
的依赖，学校还将10万册藏书从图书
馆挪出来，放置到大厅、走廊等校园内

的其他场所，实施“开放式自主阅读”。
对于这项新规，海口市滨海第九

小学同样严格执行。该校校长潘华
莉介绍，为了防控近视，学校要求老
师不给一二年级的学生留书面作业，
严控三年级至六年级学生作业时长，
同时通过设计具有海南特色的体育
艺术项目，吸引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活
动，培育“健康阳光、好学上进、勤劳
诚信、文明朴实”的特色印记。

手机不能进入校园，学生如何与
家长联系？多所学校表示，学生可以携
带具有通话功能的电话手表等进入校
园。周小华说：“学校在宿舍、教学楼等
地均设有公用电话，家长也可以通过老
师与孩子联系。禁用手机在我们学校
已经得到了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禁带手机，保护学生双眸B

2月21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海
口附属学校开学典礼后，该校校长陆
炳荣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一个利
好消息：北师大附校小学部及初中部
都将于今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其
中，小学部共安排了36个教学班，最
多可为周边学生提供1620个学位。

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
学，是我省教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近几年，通过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

“一市（县）两校一园”工程实施等举
措，海南孩子“家门口的学校”越办越
多、越办越好。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韩小
雨介绍，截至目前，仅通过“一市（县）
两校一园”工程，全省就已经引进或

正在洽谈的合作办学项目共 104
个。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
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
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
等 51个优质合作办学项目已经开
学，覆盖到全省各个市县（区），提供
了13万个优质学位。

“通过这一工程，全省引进的名
校之多，引进优秀管理团队之强，是
海南前所未有的，不仅提升了海南基
础教育整体水平，还对优化海南营商
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韩小雨说，该
厅将不断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力
度，加快推进更多合作项目签约、建
设，让更多海南孩子尽早享受到更优
质的教育。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

引进资源，提供优质教育C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将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主力军，请拿出‘到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迈气概，乘风破浪、坚毅前行！”2月22日，
我省幼儿园、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正式开学，海南中学校长王宏在
开学典礼上向意气风发的少年们寄予祝福。

疫情防控不能松劲，国家新规亟须落实……面对新的学期、新的
挑战，各地各校（幼儿园）教职工均提前回归工作岗位，围绕疫情防控、
教育教学、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等开展了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

牛角挂书，奔向春天，孩子们的春季学期顺利开启。

2月22日，春季学期开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学生
回到校园，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上图
为玉沙实验学校学生领取书本。下图为玉沙实验学校学
生在“开学第一课”上宣读班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新学期
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