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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妈期盼的眼神里，在老师鼓励
的目光中，新学期开始了。

2日，全国各地大中小学迎来新学
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因此这
个开学季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致敬祖
国母亲、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历史使命、
传播中华文化……各地学生以自己的方
式祝愿祖国，书写奋斗，展现青春年少最
亮丽的底色。而在孩子眼中，新学期是
彩色的。

它 是 红 色 的

红色是国旗的颜色：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新学期的校园，飘扬着鲜
红的国旗，回荡着响亮的国歌。我们沿
着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倾听那些动人
的故事。

“今年的开学典礼与众不同，具有深
刻的意义。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北京小学校长、党总支书记李明
新在新学期寄语中对同学们说，“北京小
学和新中国一起诞生，与伟大首都同龄，
格外令人自豪。在我们的老校歌中就唱
到——蓝天高,硝烟散,五星红旗插云
端。为了建设新中国，学习、劳动、锻
炼！爱国不是空话，要从自己一言一行
的要求开始，从一点一滴的进步做起。
培养好习惯、塑造好品德，代表中国少年
的精神。”

在青藏高原，22岁的多杰南木加说，
新学期是红色的，而且一直是红色的。
来自西藏日喀则定结县的他，现在是西
藏大学一名大四学生。新学期，作为行
政管理专业的党支部书记，多杰南木加
带着学生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观看
红色电影、学习红色经典著作。他说，小
时候全家时常受到党员的帮助，帮着盖
房子、浇田地，党员在家乡很受欢迎和尊
敬，自己毕业后也要把这份感情传递给
更多的人。

升国旗、奏国歌、敬队礼，在湖北武
汉市武昌中华路小学，3000多名同学带

着鲜红的红领巾、脸上贴着国旗的小贴
画、手上拿着小国旗，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听学校国旗
护卫班的 2 名预备队员讲讲国旗课。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升起了
第一面五星红旗……”

红色还是爱心的颜色：妈妈亲手做
的便当，学校的放心午餐，老师的耐心教
导，同学们间的互助友爱，社会各界对学
生们的关心和呵护……都在他们心中漾
起阵阵暖意。

2019年8月9日至11日，浙江台州
临海经历了台风“利奇马”的肆虐，临海
永丰镇中心校受灾严重。

“灾后的学校面目全非，教室被淹，
桌椅被毁……”“可是，不断有老师、家长
和学生们赶到学校，帮助清理淤泥、搬运
垃圾、清洗桌椅、打扫宿舍食堂……”校
长汪正宽讲述着背后感人的故事。“再大
的困难也阻止不了大家尽快重建校园的
决心。”

六（1）班学生王俊义家里受灾十分
严重。2日，他穿上了学校送来的新校
服、新球鞋，成为开学典礼上的护旗手。
他把开学典礼上的那句主题词写进了作
文里：“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岁月不止，
努力不息。”

沈阳建筑大学大二学生古丽亚尔·
牙生江说：“在开学典礼上，参加‘同升国
旗 共唱国歌’这样的爱国主题教育活动
我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在国家和党的
关怀下，我从偏远的农村来到了大城市，
实现了我的求学之梦，我感受到了党和
国家的温暖。”

它 是 绿 色 的

绿色代表环保。新学期，孩子们学
习垃圾分类，争当环保小使者，传播环保
小贴士，让校园、社区、城市地面更清洁，
空气更清新，环境更美丽。

在广州广雅小学的开学典礼上，五
年 4 班的于佳琛说，“新学期是绿色

的”。她说：“分出新精彩，绿出新未来”
是我们开学典礼的主题，让我们了解了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建设美丽中国，要从
小做起。

当看到宣传片里堆积到三十几层楼
高的垃圾山，每天产生5000多斤剩菜剩
饭，一个易拉罐要200年才能降解，环卫
工人全年无休、夜以继日地处理垃圾时，
孩子们发出了惊叹。“环卫工人很辛苦，
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垃圾正
在侵蚀我们的地球，我们要行动起来
了！”大家由衷地说。

绿色代表健康。新学期伊始，孩子
们聆听消防员叔叔、医生阿姨、专家们
讲述如何在灾难中自救、互救，如何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远离疾病，如何保护
视力，如何在学习中面对压力和管理好
情绪等。

在广州市协和小学，针对近年来屡
屡出现的未成年人被性侵害问题，来自
荔湾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姐姐通过情境判
断，情境演示，宣读倡议书等形式，从认
识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身体，掌握防
范性侵害技能三个方面生动讲解，提高
学生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绿色还代表诚信。中山大学传播与
设计学院的学子在开学典礼上进行了一
个特殊的仪式：为遵守学术规范宣誓。
同学们右手握拳，举过肩膀，字字铿锵：
我宣誓，在今后的学术科研中：崇尚科学
道德，树立诚信学风；遵守学术规范，恪
守学术诚信；维护学术尊严，抵制学术不
端；提高学术质量，追求学术创新。

它 是 金 色 的

金色是梦想的色彩。新的学期，孩
子们放飞梦想。

在甘肃临夏回民中学，宽敞明亮的教
室、清新幽雅的校园、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个深度贫困地区的高
中，毫不逊色大城市的标准化学校。来自
甘肃东乡县龙泉镇中林村，16岁的马良

和同学们一起正在操场上军训。
他说：“父母在家务农，哥哥在外地

打工，文化水平都是初中以下，他是家里
学历最高的‘读书人’”。今年刚考上这
所中学的马良说，虽然家里还没有脱贫，
但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上学读书都是政
府和国家资助，没花多少钱。“我的梦想
是考上大学。”

孩子们的未来也是金色的，像太阳
那样，既给世界带来智慧之光，又给人们
带来温暖。

北京小学一年级新生张增旭说：“我
上学了！老师很温柔，还多了好多小伙
伴，太开心了。”

广州市陈嘉庚纪念中学初一6班吴
嘉霖说，新学期，我从小学步入到了中
学，认识了很多新同学，既紧张又兴奋。
我喜欢运动，爱跑步，爱跳绳，我希望以
后能成为一名运动员。

“高一立梦、高二筑梦、高三圆梦。
如何度过高三这一年，我有三个目标与
大家共勉：一是勤学苦练，只争朝夕；二
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三是学会感恩，
懂得回报。”开学典礼上，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2）班学生胡子豪说。

次仁班典今年考入西藏大学，走进
校园，他拿出录取通知书合影留念，通过
微信发给父母。次仁班典的家乡在日喀
则康马县涅如堆乡，海拔4500多米，以
牧业为生。从小在草原上随牛羊奔跑的
他，通过努力成为家中第一个“跑”出来
的大学生。国家的“三包”（包吃、包住、
包基本学习费用）政策也让他求学一路
很顺利。他说，希望自己能学有所成，未
来投身到西藏的教育事业中，让知识的
金色光辉洒遍西藏的每一处角落。

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戎振纲常务
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勉励学生：“要珍惜
时间，努力拼搏。相信未来的一天，回放
岁月的时光，是曾经手不释卷的样子，是
奋笔疾书时的神态，是跑步时挥汗如雨
的风采。”

新华社东京9月2日电 日本财务
省2日发布的法人企业统计公报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尽管日本全行业设备投
资总额继续增长，但制造业设备投资同
比大幅下滑。

统计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
度日本全行业设备投资（除金融保险业）
增长1.9%，达10.8687万亿日元（约106
日元合1美元），连续11个季度同比增
长。但当季日本制造业设备投资下降
6.9%至3.6156万亿日元，其中信息通信

机械行业设备投资下降43%。
日本媒体认为，制造业设备投资下

滑，特别是信息通信机械行业设备投资
大幅下降，与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半导体
产业进入调整阶段有关。同时，由于美
国政府对华为实施禁令，日本智能手机
配件订单减少，影响了企业投资。

数据还显示，第二季度日本非制造
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7%至7.2531万亿
日元。拉动非制造业设备投资增长的主
要是不动产业，投资增幅达46%。

日本二季度
制造业设备投资同比下滑6.9%

新华社莫斯科9月2日电 俄罗斯
经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日前接受俄塔
斯社采访时表示，俄罗斯 2014 年至
2019年期间实行的经济改革将被写入
历史。

奥列什金说，在过去5年里，俄罗斯
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实行通货膨
胀目标制、制定新的财政规则、转向浮
动汇率等。他说，“2014年至2019年，
俄宏观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必将被写
入历史。”

他认为，如果国际油价跌至每桶

40美元，俄投资发展新项目将变得困
难，但不会给俄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
巨大压力；若油价处于每桶60美元水
平时，俄罗斯可正常进行投资发展新
项目。

俄经济发展部8月预计2019年油
价为每桶62.2 美元，此前预期为每桶
63.4美元；2020年油价为每桶57美元，
此前预期为每桶59.7美元。俄经济发
展部还预测，2021年至2024年国际油
价将分别跌至每桶56美元、55美元、54
美元和53美元。

俄经济发展部长认为
经济改革成绩显著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
国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7个月，用于实体经济的人民
币贷款增加10.8万亿元，同比多
增7798亿元，重点支持基础设施、
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改造、社会服
务等领域。

数据显示，前7个月基础设施
行业贷款、制造业贷款、居民服务
及科教文卫贷款、信息技术服务
业贷款分别增加1.7万亿元、5021
亿元、2245亿元、1001亿元。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26.5%，综合融资成本下降超过1
个百分点。

保险业充分发挥风险管理和
保障功能，今年以来已累计为全
社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3849万亿
元，赔付支出7254亿元。

风险防控方面，银行业不良

贷款率总体稳定。商业银行流动
性整体平稳，流动性比例、流动性
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分别达
到55.8%、140.2%、122.1%，中小
银行主要流动性指标整体满足监
管要求。

数据显示，7月末，商业银行
拨备覆盖率188.1%，较上年同期
上升10.3个百分点。商业银行利
用更多创新型工具多渠道补充资
本，今年以来共发行无固定期限
债券和二级资本债超过7000亿
元，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目前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14.12%,
较上年同期上升0.58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持续整治金融市场
乱象，前7个月，共处罚银行保险
机构 1239家次、责任人 1664人
次，罚没款合计5.94亿元。（完）

新华社新德里9月2日电 印度空
间研究组织2日表示，印度“月船2号”
探测器携带的着陆器当天下午与轨道
器成功分离，开始朝月球表面飞行。
这意味着“月船2号”任务已进入最后
阶段。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在一份声明中
说，“月船2号”着陆器在印度标准时间
13时15分（北京时间15时45分）与轨
道器分离。按计划，着陆器分离后将在

9月3日和4日再进行两次变轨，最终于
7日在月球表面实施软着陆，而轨道器
将继续在目前轨道上绕月飞行。

“月船2号”于7月22日发射升空，
它重达3850千克，包括轨道器、着陆器
和月球车3个模块，携带了10多个各类
研究装置。

印度曾于2008年成功发射首个月
球探测器“月船1号”，获得了大量图像
和探测数据。

印度“月船2号”着陆器成功分离

新华社苏瓦9月2日电 南太平洋
岛国斐济海域2日凌晨发生6.7级地震，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

这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日3时
54分（北京时间1日23时54分）。据美
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这次地

震的震中位于斐济东南部恩多伊岛东北
约34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604.1公里。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没有针对这
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斐济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因
地壳板块相互碰撞地震频发。

斐济海域发生6.7级地震

“中华慈善日”
正式迎来专属标志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9月5日
将迎来我国第四个“中华慈善日”。民
政部2日在京发布了“中华慈善日”专
属标志，以此更好传播慈善理念和文
化，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激发社
会各界参与慈善的热情。

据介绍，“中华慈善日”标志自
2018年9月5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设
计方案，共收到应征作品379份，经过
严格筛选、评审和社会公示等程序，民
政部确定了“中华慈善日”标志。该标
志以红色为基色，整体为圆形，内部分
别由上方图形和下方“中华慈善日”中
文或英文文字构成。图形中，数字9
和5，组成一盏明灯。绿色数字5，与
白色数字9结构上融为一体，共同展
示出“中华慈善日”的日期。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司长贾晓九表示，“中华慈善日”标
志也是中华慈善事业的标志，为做好
标志使用管理工作，民政部已印发通
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有计划、有步骤
地推动标志的普遍使用，并做好标志
管理工作。

新华社曼谷9月2日电 据泰国内
政部防灾减灾厅2日在其网站上发布
的通报，热带风暴“杨柳”自8月29日
起影响泰国，截至 2 日已造成 3 人死
亡、1人受伤，共有39857户家庭受到
影响。

通报说，“杨柳”过境泰国带来强降
雨，造成泰国东北部、北部的26个府出

现洪水、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灾情，孔
敬等9府目前仍有灾情，有关部门已累
计转移灾民600余人。

另外，泰国气象部门1日晚发布预
警说，又一个在中国南海上方形成的热
带低压正在向西移动，预计将形成新的
热带风暴，并给泰国东北部带来新一波
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防备。

热带风暴“杨柳”在泰国
造成3人死亡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水利部副部
长魏山忠日前表示，近年来全国年用水总量
稳定在6000亿立方米左右，用水效率也不
断提升。

他是日前在由水利部举办的2019年全
国节约用水知识大赛启动仪式上作出上述
表示的。

魏山忠介绍说，近年来，水利部大力推
进节水制度建设、节水技术改造和节水载体
建设，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节
约用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年用水总
量总体得到控制，稳定在6000亿立方米左
右。用水效率也不断提升，2018年全国万
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66.8立方米、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41.3立方米，与2015年
相比分别下降18.9%和20.9%；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4，与2015年相比提
高0.018。

“我国以用水总量的微增长保障了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节约用水工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魏山忠说，但也要看到，节约用水工
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全社会对节水的重要性
认识还很不充分。

他说，为了普及节约用水知识，增强全
民节水意识，水利部举办全国节约用水知识
大赛，旨在通过开展集知识性、实用性、趣味
性、科普性于一体的比赛，增强社会公众的
节水意识和能力，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据全国节约用水知识大赛组委会介绍，
大赛分为两个阶段，8月30日至9月10日
为节水知识普及阶段，主要通过水利部官方
网站、“全国节约用水知识大赛”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发布相关知识点。9月11日至10月
10日为线上答题竞赛阶段，各界公众均可
登录水利部官方网站答题专区和“全国节约
用水知识大赛”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答题。
内容主要包括我国基本水情、节约用水基本
知识、节约用水政策、农业节约用水、工业节
约用水、城镇生活与服务业节约用水、国外
节约用水经验做法等。

新 学 期 是 彩 色 的
——各地2019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扫描

□新华社记者

9月2日，工人在山南市泽当车站进行铺轨作业。
当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铺轨到达山南市泽当车站。泽当车站的通轨意味着从拉萨至

山南已经满足了基础的施工行车需求。 □据新华社

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铺轨到泽当车站

银保监会：

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8万亿元
全国年用水总量

稳定在6000亿立方米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