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彩心中有大爱：“彩
票是国家为筹集公益金而
发行的公益事业，我以后
会继续支持。”这样的话常
出现在中奖购彩者口中，
令人感动。这不，我省一购
彩者喜中“排列5”20万元
大奖，他第一时间并不是
考虑奖金怎么花，而是今
后如何继续支持体彩公益
事业。

昨日，记者从体彩焦
作分中心了解到，近日，我
省张先生喜中第21235期

“排列5”一等奖2注，收获
奖金20万元。

据了解，张先生的购
彩经历已有10余年，他尤
其喜欢“排列5”玩法。闲暇

时，他喜欢去体彩实体店
买上几注碰碰运气。9月2
日晚上，张先生散步时正
好路过彩票店，随即进店
花10元钱购买了3注机选
和2注自选号的“排列5”。
没想到第四组、第五组号
码让他中了大奖。

兑奖后，张先生笑着
说：“购彩已经是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了，
同时买体育彩票还能为国
家公益事业作贡献，中不
中奖我都愿意支持体彩公
益事业。”

作为“体育事业生命
线、公益事业助推器”的中
国体育彩票，在坚持做“负
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

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同时，
也忠实履行了“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国家彩票发
行宗旨，将“公益体彩、乐
善人生”的理念随着公益
的脚步送到群众身边。多
年来，我省体彩中心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体育彩票的
公益属性，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社会责任。中国体育
彩票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多元文化娱乐需求的同
时，其筹集的公益金有力
地助推了体
育事业发展
和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⑨

赵改玲

“排列5”20万元大奖得主：中不中奖，我都愿意支持体彩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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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非法集资手段花样翻新，变种
层出不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其以
给付回报为诱饵、非法面向社会公众吸
收资金(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
会性)的特征不变。只要做到“三要、三
不要”，是可以有效规避陷阱的。

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
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
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
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
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
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
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
眼！

二要稳健，不要冒
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
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

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
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
险投资！

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
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都很可
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
目随大流投资。⑨

杜 玲

如何规避非法集资陷阱？三要、三不要！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太
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
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我去上学校……”9月13日，我
市小学二、三年级学生线下开
学了。

8时、8时30分……学生开
学，各个学校严格落实分批返
校、错时返校的要求。当天8时
许，记者在解放区丰泽园小学
门口看到，每个学生在校门口
都要进行手部消毒。解放区学
生路小学提醒家长只送孩子到
离学校 50 米处，避免人员扎
堆，影响交通秩序。

开学了，家长还是不放
心。记者在塔南路小学、焦东
路小学、丰泽园小学门口看
到，孩子走进校园了，家长还
隔着学校铁门或围栏目送孩
子到教学楼，眼神一刻都不愿
意离开。

不少学生出现了“开学综
合征”，情绪不是太高，还有的

哭鼻子。不少老师建议，家长
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倾听
孩子的心声，做孩子的朋友，从
多方面帮助孩子尽快从放假模
式切换到开学模式。

好久不见，分外想念，有的
学校开学仪式感满满。学生路
小学各个班级的黑板报内容都
是迎新模式，“欢迎回家”几个
大字，把不少学生都看哭了。
该校二（2）班的老师和每个学
生都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并给
每人送一朵向日葵，表达想念
和祝福。“上学了，孩子开心，我
们也开心。”一名家长说。

孩子们还带来很多“宝
贝”，有的带来自己的手工作
品，有的带来羽毛球拍等。“我
迫不及待想见到同学们，感觉
校园更美了。”丰泽园小学三年
级学生果果对记者说。

当天虽然是开学报到日，
学生路小学已传出琅琅读书
声，孩子们大声念：“新学期奋

发向上！”听上去，元气满满。
9月14日，是我市小学一

年级开学的日子。届时，我市
中小学校全部实现线下开学。

新学期，随着教育部相关
文件发布及“双减”政策落地，
中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迎来了
不少变化。

上学时间：中学不早于8
时，小学不早于8时20分，禁止
将手机带入课堂。

体育活动：在校期间每天
30分钟大课间，保证校内有1
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小学一、
二年级每周4节体育课，小学三
年级至六年级、初中每周3节体
育课。

考试安排：小学一、二年级
不举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每
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
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按考试
结果分班、排座次。

元气满满的新学期开始
了，加油！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幼儿
园啥时候开学？这是不少家长
近期最为关注的话题。9月13
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我市
大部分幼儿园将于9月16日开
学。

“疫”尘不染，“净”待归
来。目前，很多幼儿园都对校
园进行了消杀，做好了开学准
备工作。近日，市实验幼儿园
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对园区内
外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卫生大扫
除；老师们严格按照消毒配比，
对幼儿园活动室、公共区域、户
外运动场、大型玩具、厨房等区
域和角落进行彻底清洁与消
毒；邀请专业人员对园区所有
教室、厨房、走廊、卫生间、下水
道等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彻
底消灭蚊蝇、鼠患、蟑螂的滋生
场所，确保疫情防控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为幼儿的健康成长
提供保障。

每次幼儿园开学，幼儿园
门口都会上演几场“哭戏”。为
此，我市各个幼儿园也给家长
写了一封信，告知家长解决方
案。市解放区智慧树幼儿园建
议孩子开学前作好心理准备：
初入园的孩子出现哭闹、惊慌、
沮丧、暴躁等现象是十分正常
的，一般持续时间为一周到两
周，最长的有两个月。入园前，
家长应为孩子作好心理建设，
让孩子对上幼儿园产生期待，
这样能很好地缓解孩子的分离
焦虑；教会孩子大胆表达自己
的感受，如“老师，我想上厕所”

“还想吃一点”等，让老师及时
了解孩子的需求，还要培养自
理能力和午睡习惯。

不少幼儿园通过微信公众

号告知家长，开学第一天，要愉
快地与孩子说“再见”。父母送
孩子入园，将孩子交给老师后
应尽快离开，千万不要听到孩
子的哭声就回头看孩子，甚至
将孩子带回家。否则，孩子有
此“经验”，第二天入园只会哭
得更加厉害。

没有开学的幼儿园孩子都
在忙什么呢？9月13日上午，
记者在市人民公园、市新华书
店等看到不少老年人带着孙
子、孙女们在闲逛，从采访中得
知，漫长的假期有点百无聊赖，
他们都渴望开学。

目前，不少幼儿园已开始
提醒家长，帮助孩子恢复作息
时间、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让
孩子知道愉快的假期马上就要
结束，要作好开学准备了。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随

着我市中小学各年级学生陆
续开学，校园周边的交通管
理又成为家长关注的重点。
记者昨日从市公安交警支队
获悉，我市各级交警部门已
在校园周边加强警力部署，
同时全面开展校车安全大检
查、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等
活动，全面确保校园周边道
路安全。

开学季，为营造校园周
边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我
市各级交警部门提前分析研
判早晚高峰车流、人流情况，
统筹优化学校门口及周边道
路交通组织，制订校园周边
道路交通疏导预案，在上下
学高峰时段将警力重点向学
校周边倾斜。

9月13日7时20分许，
记者来到了位于山阳路的东
环小学门前，看到学校附近
有多名交警在指挥交通。该
校大门对面有一条斑马线，
南侧有红绿灯，车辆极易在
此停靠等待，如果没人指挥
疏导，高峰期容易造成拥
堵。现场一名交警根据红绿
灯的变换时间合理指挥车辆
等待或快速通过，不但保障
了学生安全通行，也避免了
车辆出现拥堵。

“学校南边路口车流量
大，我们也特意增派了警力，
除了加强疏导外，还重点劝

阻一些家长骑电动车逆行、
在机动车道行驶等违法行
为。”在建设路与山阳路交叉
口附近执勤的市公安交警支
队山阳交警大队民警称，该
大队近期部署警力，对校园
周边加大了巡防力度，及时
处理相关交通违法，切实做
好学校及周边安全防范工
作。

除了加强校园周边的疏
导管控外，我市各级交警部
门还积极会同交通运输、教
育等部门开展了校车安全专
项检查，提前对校车行车路
线、年检情况、安全设施配
备、车辆性能等进行检查，督
促学校、校车企业落实交通
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校
车安全管理规定，严防“黑校
车”“病校车”上路。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交
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我市各级交警部门还积
极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开
展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通过讲解典型事故案例、交
通安全常识、“一盔一带”等
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学生养
成自觉遵守交规、安全文明
出行的习惯，提升自我防范
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上图 交警在学校周边
疏导交通，保障学生安全通
行。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我市幼儿园开学时间定了

给学生爱的抱抱和向日葵

二、三年级学生昨日返校啦

校园周边加强警力部署

交警部门开启护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