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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 贵阳市 1800 余

所中小学开学，全市 88 万余位中小

学生迎来新学年。今年的开学典礼，

贵阳市各大中小学校将安全教育放

在首位，分别开展了交通安全知识、

人身安全等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在南明区甲秀高级中学的操场

上，200余名师生在嘹亮的国歌声中

举行首届开学典礼，学校校长张志敏

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给首届新生上了

第一节课， 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鼓

励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学会坚

持、做好规划，勇攀高峰；南明区花果

园第一小学，则通过国旗下的讲话引

导全校同学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培

养良好学习、生活习惯和思想品德。

新学期， 学校还让每位学生认领一

盆植物负责打理， 以此为学校的绿

化事业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 在云

岩区向阳实验小学， 老师们带着一

年级新生朗诵三字经， 引导学生学

习传统文化、礼仪；达德学校门口，20

名学生身着警服，当起了“小交警” ，

引导开车接送的家长，即停即走。

此外， 贵阳市第十八中学、南

明小学、达德学校等，还分别邀请

交警和辖区派出所民警走进校园，

开展安全知识宣讲活动，提醒广大

师生及家长，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

力。 同时提醒家长，送孩子进校应

尽量在早上 7 点 40 前出门， 错时

错峰出行，不要让孩子乘坐没有营

运资格的车辆。

贵阳市实验小学、环西小学、省

府路小学等学校在新学年的第一堂

课上，也分别通过主题班会、国旗下

的讲话、朗诵等形式开展文明、安全

等主题教育活动。

据悉，截至 2017 年底，贵阳市

各级各类学校共有 1818所（民办学

校 925 所）， 在校学生 88.85 万人。

其中， 幼儿园有 910 所 （民办 679

所），在园幼儿 17.07万人；小学 542

所（民办 94所），在校学生 37.04 万

人；初中 245 所(民办 110 所），在校

学生 14.66 万人；高中 70 所（民办

26所），在校学生 8.79万人，中等职

业学校 32 所（民办 17 所），在校学

生 4.82万人； 特殊教育学校 10所，

在校学生 1832 人； 工读学校 3 所，

在校学生 260 人； 市属高等教育学

校 6 所，在校学生 6.27 万人。 全市

有教职员工 6.87 万人，其中专职教

师 5.42万人。 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

率 91.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6.36%，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1.7%，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7.8� %。

（冷冰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接受励志教育，学习安全知识，吟诵国学经典……

本报讯 花果园第三小学 3000

余师生昨日齐聚一堂， 吟诵《开学

吟》，以国学启蒙礼，开启新学期。

昨日上午， 花果园第三小学全

体师生以 “扣好人生第一颗纽扣”

为主题，在操场隆重举行开学典礼，

典礼分两个校区进行，3000 多名师

生参与。 悠悠古韵、文化长存，花三

小全体师生向孔老夫子及历代先贤

行古礼，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

学校校长陈刘洪对全体师生致

以诚挚的问候和祝福，并带领全体教

职工为每一个孩子播下“礼”的种子：

“希望在这个学期，我们能以播种之

情、收获之心、感恩之义、努力之源，

共同谱写花三小的新篇章。 ”

紧接着，987名一年级新生与其

他 2000余名在校生以及老师们一起

吟诵《开学吟》，用诵读国学经典的

方式来表达立志好学的决心，以此开

启新学期的学习之旅。 活动还邀请

花果园交警大队的警察为全体师生

进行了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在教育孩

子们知礼重礼的同时，倡导学生要珍

爱生命，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第一。同

时，学校还对上学期在“家校合作，

共建校园” 活动中有突出贡献的家

长进行颁奖， 共有 50余名家长获得

了花果园第三小学最美家长称号。

（韩圣武 本报记者 王杰）

三千师生 同诵《开学吟》

花果园第三小学以国学启蒙礼开启新学期

本报讯 在公办学校的师生们迎

来新学期的同时，昨日上午，2018年中

央财政支持贵州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服务项目———“关爱民工子女免费午

餐助学计划”正式启动，贵阳市花溪海

洋民工子女学校的 380名困难民工子

女，获得 25万元的免费午餐资助。

海洋民工子女学校位于花溪区

清溪南路 9855 厂内，该校一至九年

级的 506 名学生中， 有 466 人是贵

州各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其

中，有 40 名为留守儿童。 因种种原

因， 该校至今未纳入到国家实行的

学生“营养午餐计划” 。

贵州省励志助学中心是负责实

施“关爱民工子女免费午餐助学计划”

的慈善公益社会组织，该中心秘书长周

巧明介绍，经过大量调查走访，最终确

定将海洋民工子女学校作为资助对象，

遴选了该校 380名困难民工子女，向他

们提供 6个月（每月按 22天计算）的

营养午餐，帮扶资金总计 25万元。

“这笔爱心资金真是雪中送

炭。 ” 海洋民工子女学校校长韦波

说，以前没有实行学生免费午餐时，

很多家庭困难的孩子自己带中午饭

到学校， 甚至不少学生简单地吃一

两个包子馒头就当成是中餐。 有了

这笔钱， 学生们就可以享受到稳定

可靠的营养午餐了。 按照相关部门

的规定， 除了保证菜品的安全、卫

生、新鲜之外，还将充分考虑孩子们

的营养均衡，一星期内，鸡、鸭、鱼、

肉、虾、各种蔬菜会轮番“登场” 。每

餐至少都是一荤一素的搭配， 饭和

汤则无限量供应。 （曾秦）

本报讯 本周，贵阳晚报小记

者团将携手贵阳市图书馆开启探

秘活动，邀请 30 组小记者家庭走

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当一回小

小图书管理员，提高阅读热情。

活动一开始， 贵阳市图书馆

的老师将为小记者介绍图书馆历

史， 带领小记者参观图书馆各阅

览室并介绍参观图书馆的各种功

能。参观过程中，图书馆老师将教

授如何快速查找书籍、 信息和资

料以及图书馆借阅流程和规定。

通过老师的讲解和介绍，小

记者将现场对书籍进行分类，并

由老师评定分类是否正确。

其中，在“我是图书管理员”

环节，小记者们将分组抽题，进入

书库寻书。在报刊上架比赛中，小

记者们将分组整理不同的报刊

架。手工包书环节，小记者们将使

用环保的牛皮纸给书穿上 “衣

服” ，锻炼动手能力，提升爱护书

籍的意识。 （孙维娜）

本报讯 教师节即将来临，作

为一名小学生，你想好送给老师哪

些惊喜了吗？临近教师节，贵阳晚报

小记者团将组织一场别样的教师节

贺卡比赛，你亲手制作、造型别致、

富有艺术性的贺卡， 将被发布在晚

报小记者团的微信公众号上。

“活动即日启动，于 9月 6日

12:00 截止， 愿对老师表达感情

的，可将你制作贺卡的过程、完成

的贺卡拍照， 传入小记者团公共

邮箱，我们将排期发布。 ” 贵阳晚

报小记者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送

给老师的礼物， 并不需要多么昂

贵，只要是你花心思完成的，那就

是特别的心意。 此次组织线上感

恩教师节贺卡 DIY 评比活动，就

是让小记者们通过亲手制作贺卡

的举动，学会感恩老师，回报老师

的付出。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昨日新学期开学，南明交警一

中队民警走进辖区中小学，为学生

们送去交通安全第一课，并发起了

“和谐交通，共治、共享” 的文明出

行倡议。 ■本报记者 李强

校园“第一课”

学习交通安全

民工子女 获免费午餐资助

浓浓师生情

贺卡来感恩

晚报小记者团邀你参与

线上感恩教师节贺卡

DIY 评比活动

晚报小记者

邀你当图书管理员

时间为本周五下午，将招

募 30 位小记者

活动时间：2018年 8 月 31 日

（13：30———17：00）

活动地点：贵阳市图书馆

招募对象：30 组晚报小记者

家庭

报名方式： 关注“贵阳小记

者” 微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

台回复“小小图书管理员 +姓名

+学校+年级 +电话” 。活动详情:

详见“贵阳小记者”微信公众号。

贵阳88万中小学生 开学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