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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成都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正式施行。同时，成都市

草堂小学西区分校的师生们也迎

来了新学期的第一天。在开学典

礼上，一首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童

谣正式发布，让师生们直呼动听。

“如果你是瓜果皮，请到餐厨

绿桶里；倘若你是杀虫剂，有害垃

圾必是你；假设你为废玻璃，请来

可回收群体；假若你是小烟蒂，其

他垃圾接收你……”这首名为《垃

圾分类“YI”起来》的童谣是草堂小

学西区分校师生的原创作品。学

校三年级 4 班学生魏驿鸥和同学

一起在网上查找垃圾分类的标准，

然后动手写下了歌词，“歌词写完

过后，我也更加理解了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做好垃圾分

类。”学校音乐教师杨鑫玥为童谣

进行了谱曲，“整首歌第一部分比

较优美，第二部分比较活泼，而且

明确了垃圾分类的具体做法，希望

通过这种形式，能够更好地培养学

生的垃圾分类意识。”

草堂小学西区分校还进行了

“垃圾分类大作战”等游戏环节，让

学生从“玩”中学到垃圾分类的知

识。“通过这次开学典礼，我们更好

地向同学们发出了倡议。”学校大

队辅导员熊娟介绍道，除了童谣

外，学校还将继续通过垃圾分类小

游戏、主题班会、集体午会等形式，

让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养成

垃圾分类的习惯，为环保贡献力

量。

“同学们昨天领教材时，牛皮

纸包装属于哪类垃圾？食堂厨房

的剩菜和菜叶等又属于哪类垃

圾？”开学典礼上，成都市盐道街小

学科学教师刘红在垃圾分类桶旁

给学生讲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3月 1日是成都市正式实施垃

圾分类管理的日子，普及垃圾分类

知识也成为盐道街小学开学典礼

的重要主题。学生表演了童谣《绿

色地球我塑造》，引导同学们形成

绿色环保意识，养成垃圾分类好习

惯，带动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

到垃圾分类中来。刘红介绍，学校

为学生准备了开学第一份礼物

——垃圾分类知识小书签，学生进

校门后就可看见醒目的科普展板，

每班班主任和副班主任早已做好

阵地建设，会有专题讲解和主题班

会。此外，学校每月还会开展主题

活动，学生做主题手抄报，结合劳

动节等节日开展劳动教育，结合社

区实践活动，去宣讲垃圾分类知识

等。

据悉，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为学校师生编写了《垃圾分

类校本实施指导手册》，给每所学

校提供了落实垃圾分类活动可借

鉴的操作策略。去年，锦江区教育

局就已经将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学

校环保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区学

校以课程、活动的形式推进。

为响应 3 月 1 日《成都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成都师

范附属小学（以下简称“成师附

小”）师生精心组织策划，在开学典

礼向全市少先队员发出“垃圾分类

倡议书”，号召全市少先队员们，

“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学校、社

会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

其中，学校红领巾优秀社团——雏

鹰合唱团乐耳乐队和音乐老师们，

利用寒假假期创作《蓉娃“净”行

曲》的童谣，同学们穿着自制的垃

圾分类箱表演服装，拿起吉他乐

器，用新颖的方式将垃圾分类的理

念传递给了全校师生，引起强烈反

响。

“成都市少工委在放寒假前为

全市少先队员布置了‘唱响美好未

来，绿色地球我塑造’寒假作业，我

们全校少先队员立刻行动起来，自

己作词作曲，一显身手。从今天开

始，我们全校队员要一起来传唱这

首歌曲，每个中队更要扎实开展好

垃圾分类活动。”成师附小大队辅

导员黄鹭说。

3月 1日上午，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附属

小学的师生及四川省警备纠察队官兵齐聚一

堂，举行了“文翁少年心向党”庆祝建党100周

年开学典礼。

解放军叔叔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

将新学期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嘹亮的国

歌声振奋人心。学校师生齐唱石室中学校

歌，牢记古训，弘扬时代精神。

典礼上，同学们专心致志地聆听校外辅

导员——贵州省军区原副政委何洪江将军为

大家讲述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建立的故事，从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

美好生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叶盈杉老师深情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

听》。同时，各班同学们传递、抚摸党徽，致敬

党徽的神圣，表达对党的热爱。

3月 1日上午，成都市武侯实小师生用充

满创意、精彩纷呈的开学典礼表达了对党、对

祖国、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新学期的期望。

学校邀请三·一班学生郜姝涵的爸爸、共

产党员郜筱亮担任党员升旗手。他和护旗队

的同学们一起，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了新

学期第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师生、家长唱

响国歌，齐唱校歌《智慧花开》，在国旗下庄严

宣誓。

郜姝涵还与父亲同台为全校师生带来了

主题为《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的本学期

第一次思政大讲堂活动。父女二人结合小学

生学党史、听故事的特点，用“12345”问答的

形式概括了一个伟大政党、两个宗旨、三个伟

人、四个重点时期、五个标志性时间和事件，

图文并茂地与全校师生共同学习党的发展历

史，并鼓励孩子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明晰

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责任和使命，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

成都市棕北中学科院校区举行了庆祝建

党 100 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暨 2020-2021 学年

度下期开学典礼。学校邀请某部队指导员熊

翼给大家分享了戍边英雄的感人事迹。熊翼

向同学们讲述了边境的艰苦环境，分享了戍

边英雄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他们用双臂搭

起长城，把肉身当作界碑，大无畏的革命情怀

让在场的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熊翼还号召

同学们要心怀炽热的爱国心，充满对祖国的

忠诚和热爱，树立远大的理想，努力学习，提

高本领，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

的人。

春季开学第一天，泸州市江阳区各校园

也以红色为主题，让学生以喜闻乐见的方式

了解党的历史，给学生上了一堂意义深远的

“开学第一课”。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将

“开学第一课”主题定为“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课上，老师分成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

三个板块，对同学们进行党史教育，号召学生

在新学期更多地了解党史。全区各校园纷纷

探索多种方式，在“开学第一课”上通过诗朗

诵、快板、书信、演讲、歌曲等形式，抒发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家乡变化、祖国蓬勃发展

的热爱。

为引领师生牢记党史、不忘党恩、欢庆建

党 100周年，武胜县五谷湾小学校在 3月 1日

开展了“学党史，跟党走”主题活动。在“从小

学党史”的主题班队会上，中队辅导员老师们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光

辉历程、伟大业绩和优秀人物，让少先队员们

了解党史，牢牢树立热爱党、热爱祖国、爱家

乡、热爱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该校少先队

员还大量查阅了党史资料在班队活动课上进

行共享交流。

日前，凉山州各级各类学校同

步开展了 2021 年春季学期百万师

生同上“森林草原防灭火、疫情防

控暨校园安全”主题教育的“开学

第一课”，以此提高师生的森林草

原防灭火意识，让师生绷紧疫情防

控之弦，巩固疫情防控战果。

开学第一天，普格县各中小

学、幼儿园以多形式，从多角度分

别开展了 2021 年春季学期“开学

第一课·百万师生同上森林草原防

灭火 疫情防控暨校园安全”主题

教育活动，辐射全县师生、家长共

10万余人。

活动强调，要抓住森林草原防

火源头，严管火源；师生是疫情防控

的重点人群，要严格实行“亮码”“扫

码”“双报告”等制度；要时刻做到眼

睛亮、见识早、行动快，不折不扣抓

好校园安全；要切实抓好“校长向教

师、教师向学生、学生向家长”宣讲

工作，广泛开展好“小手拉大手”活

动，进一步扩大宣传广度和深度，切

实打好校（园）安全“保卫战”；要建

立健全学校校（园）长负总责，分管

领导具体抓，具体人员亲自抓的安

全工作体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日前，雷波县各中小学校按照

州教体科局的安排部署，有序地开

展了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课·
百万师生同上森林草原防灭火疫情

防控暨校园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本次活动雷波县教体系统的

主会场设在城关小学锦屏校区，其

他乡镇中心校设立分会场进行。

活动紧紧围绕“防火防疫防事故”

当前学校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迭

次展开。对广大师生进行了新冠

疫情防控知识和森林草原防火防

范知识以及校园食品安全、防溺

水、防一氧化碳中毒、道路交通安

全等相关安全防范、自救知识学习

和自救技能训练。了解相关法律

法规，落实省州对学校安全工作的

要求。倡导低碳生活，建设生态环

境，共赢绿色未来，达到共抓共管

共护校的目的。

在雷波县金沙镇中心校，副校

长刘江组织开展了“开学第一课”

教育活动。全校师生在操场观看

了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片《火

殇》。接着，学生代表表达了要汲

取火灾教训，共同保护森林草原意

愿，同时，向家长宣传森林草原防

灭火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最后，

刘江带领全校师生共同宣读了《凉

山州人民政府森林草原禁火令》，

并与师生在森草防灭火宣传横幅

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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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楠 梁鹅芬 钟超 林梦婷 本报记者 葛仁鑫 何文鑫 陈朝和）

雷波县金沙镇中心校学生有序在防火宣传横幅上签名（钟超 摄）

成师附小学生演唱垃圾分类童谣（陈朝和 摄）

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附小学生传递、抚摸党
徽，致敬党徽的神圣。（周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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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院校动态 讲述校园故事

校事

阳春三月鲜花盛开，在幸福祥和的日子里，我省中小学师生带着对新学期的憧憬返回校园，在春风中开启新
学期。开学典礼上，一堂堂意义深远的“爱国课”“森林草原防灭火课”“垃圾分类课”……各地各学校围绕不同
主题，以多种形式给学生上了精彩纷呈的“开学第一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学子迎来元气满满的开学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