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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明志 逐梦复兴
洪雅县各学校围绕“理想照亮未

来”这一主题，分别开展了“星星闪耀

心向党 与时‘炬’进迎新篇”“请党放

心 强国有我”等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

课”。通过讲党史故事、诵红色经典、

唱爱国歌曲等形式，引领学生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

爱国情怀；教育学生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开学第一天，曾任雷锋班第八任

班长、7次立功受奖的曾树林爷爷，来

到成都市七中育才汇源校区，为师生

们讲述了自己身在雷锋班学习和成长

的历程。他说：“无论时代怎么演变，

雷锋精神永放光芒，要把自己变成一

颗螺丝钉，牢牢地扎根在自己的岗位

上。希望同学们能够践行雷锋全心全

意投入工作的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

的复兴积聚力量！”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小学的党员教师、青年教师、少先队

员代表们满怀豪情地朗诵了诗歌《请

党放心 强国有我》，传递出共同努力、

追寻梦想、奋进前行的坚定信念。

成都市马家沟小学校以唱榜样、

画榜样、写榜样、演榜样、说榜样等丰

富多彩的形式，呈现生活中各行各业

的榜样，并号召孩子们以“新时代好少

年”的成长准则，传递、践行榜样精神，

开启新学期的新篇章。

在成都市成飞中学的开学典礼

上，航空工业成飞老专家方锦星，“八

一勋章”获得者、空军试飞专家、空军

指挥学院原训练部副部长李中华，原

空军试飞局副局长、空军特级试飞员、

2004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梁万

俊，空军某部特级试飞员宋奎，在开学

典礼现场被聘为成飞中学特聘航空科

技教育专家，并现场回答来自学生代

表的提问。“新时代中学生要有家国情

怀！希望同学们眼中有星辰，心中有

梦想，珍惜时光，不负韶华，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专家们向全体学生寄语道。

围绕感恩主题，成都市草堂小学

西区分校分年级举行各类活动，通过

绘制明信片、制作“感恩罐”等方式，致

敬在疫情和洪水等灾情中挺身而出的

英雄，以及自己的父母、老师等等，号

召学生成长为勇于担当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弘扬奥运精神 积蓄前进力量
成都市棕北中学科院校区举行

2021-2022 年学年度上期开学典礼。

学校邀请到奥运冠军张山作分享。张

山以超越自我的信念、高超的运动技

能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完美地诠释了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也激励和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张

山鼓励同学们以“超越自我”为目标，

奋发向上，为国争光，传承奥运精神，

努力追逐梦想。

在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附属小

学，本届奥运会双杠冠军邹敬园也给

孩子们带来了视频祝福。邹敬园的恩

师、王小刚教练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冠

军小时候的故事。孩子们听得津津有

味。讲完故事，王小刚带着全校师生

一起活动筋骨，点燃所有师生心中的

运动激情。

攀枝花市第十小学校“学奥运精

神，迎北京冬奥”为主题的开学典礼点

燃全场。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各年

级学子手举冠军照片，向全校师生介

绍 38个奥运世界冠军。随后，各年级

带来的足球操点燃了孩子们的运动热

情，整齐划一的动作，充满激情的呼号

声激荡在校园上空。

9月 1日上午，攀枝花市第一小学

校“小奥运健儿们”，给全校师生展示

击剑的三种格斗方式：花剑、佩剑和重

剑，台下师生看得热血沸腾。据悉，这

也是孩子们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成果的

一次充分展示。别出心裁的“开学第

一课”，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

与交流的平台，而且让孩子们享受到

击剑运动带来的快乐与自信，在运动

中磨炼坚毅的品格。

普及防疫知识 加强安全教育
9月 1日，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

心小学利用“开学第一课”，向学生普

及“七步”洗手法、正确配戴口罩等防

疫知识，引导学生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据了解，纳溪区各学校通过仿真体验、

知识讲解、现场感受等方式教授学生

安全知识、环保知识、疫情防控技能，

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上好“开学第一

课”，为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助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如何每日进行自我健康监测、如

何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如何防范毒

品的危害……眉山市彭山区第二小学

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对学生进行

禁毒教育、安全教育和思想教育，提高

了全校学生的疫情防控和安全意识，

以及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自我保护意

识。

绵阳市云凤小学认真组织各班上

好新学期“安全教育第一课”。各班

从实际出发，结合身边事例，紧紧围

绕疫情防控、森林防火、交通安全、用

电安全、食品安全、防校园欺凌、防溺

水等方面、多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讲

解，使全体学生受益匪浅。各班还结

合爱国主义教育、秋季传染病防控教

育、生命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开学第一天，在阆中市白塔小学

校，除了一年级新生正在报名外，其余

年级学生正按照学校制定的报名程序

开始举行“开学第一课”。班主任老师

致开学欢迎词，组织学生学习“入学培

训课程”，对学生进行安全及心理健康

教育；表演集体手势舞《天天向上》，激

发同学们不断奋发向上。

内江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民警

走进内江市东兴区五星小学，在“开学

第一课”通过现场讲解、有奖问答、交

通体验等方式，为学生普及交通安全

知识，提高学生安全文明出行的意识。

（本报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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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又到开学季，孩子们带着新希望，走进新学期。号召学生

怀感恩之心，铭报国之志；奥运冠军送上开学寄语；开展安全防范宣传教
育……在开学第一天，我省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营造温馨和谐的开学氛围，激发师生爱
党爱国情怀，开启元气满满的新学年。

“今天‘开学第一课’里革命先烈的

故事，让孩子明白了幸福生活的确来之

不易。”观看我省中小学“开学第一课”

后，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二年级学生江一

峥的父亲有些激动地说，“开学第一课”，

也是孩子的人生课。

8 月 31 日晚上 8:00，2021 四川省中

小学“开学第一课”正式开课。第一课以

“红色照我心”为主题，聚焦庆祝建党百

年，以“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四大篇章

为时间线，由来自全省各地的 11位中小

学生代表登台，讲述了百年历史中包括

中国共产党成立、万里长征、全民抗战、

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时的宪法颁布、四

川的“三线建设”、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和

全民抗疫等重要事件，生动呈现了全省

中小学生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

生动、鲜活的课程，在师生、家长中

间迅速引发讨论，他们纷纷分享自己的

感受，表达坚定跟党走、为祖国繁荣贡献

自己的力量的决心。

礼赞党的伟大，感恩先辈的奉献
峨眉山市教育局组织全市中小学按

时收看“开学第一课”，师生收获颇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真不容

易。我深深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领我

们不断向前进。”峨眉山市九里镇欣隆小

学五年级学生张芷萱温习波澜壮阔的党

史后，啧啧赞叹。

别开生面的故事讲述，让山区孩子

受到教育的同时也增长了知识。巴中市

恩阳区渔溪小学五·一班学生彭泓翰说，

我收看了“开学第一课”，深有感触，知道

了五星红旗是我们先辈用鲜血换来的，

如果没有先辈的战斗、流血、牺牲，就没

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倍加

珍惜。

平昌县板庙小学组织收看的形式多

样，有电视直播、有预设话题讨论、有红

诗诵读、有集体承诺。在板庙小学校长

刘德政看来，这不仅是一堂现场党史课，

更是一堂有血肉的思政课，乡村学生在

学习和感悟中增添了前行的动力源，这

也是对“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

上”的最好诠释。

百年党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

史，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汗水铸就

的。平昌县元石小学教师何海霞说，“开

学第一课”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万

里长征、“三线建设”、改革开放、脱贫攻

坚和全民抗疫等重要事件，让大家深刻

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

伟大真理。

“这堂课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些感

人的故事，还有更多的震撼、崇敬与自

豪。”井研县研城中学七年级学生彭春

棠豪迈地说，“我骄傲，我是一名中国

人！”

“‘开学第一课’以孩子们的讲述为

主，主持人的讲解为辅，把舞台交给了年

轻的一代，这种方式更能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让学生懂得要向英雄模范人物学

习，为国家作贡献。”夹江县云吟职中

2019级学生曾羽馨的家长说。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先锋
师生观看“开学第一课”，学习了党

的百年历史，深受震撼，更加坚定了跟党

走的决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代党

员有一代党员的责任，我现在一定要认

真学习，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优秀的党

员。”巴中市恩阳区玉山小学四年级学

生沈磊说。

峨眉山市九里镇欣隆小学教师张玉

莲谈道：“全省的‘开学第一课’，是引导

我们重温党史、感悟党恩的重要一课，更

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师生纷纷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将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

时代里奋发有为。”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

学 2019级学生兰婷说，我们要做祖国的

青松，压而不倒，折而不弯。

听了革命先辈们的故事后，和谐幼

儿园老师王丽十分激动，“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我们要铭记党恩，青春向

党，担当向上，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

先锋，在工作岗位上闪耀自己的光彩。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没有忘记

收看“开学第一课”。成都市青羊区特殊

教育学校及时组织师生通过各种形式收

看，教师潘汝佳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

中，我们是见证者，也是建设者，愿吾辈

当自强。”

学史力行，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省‘开学第一课’给了我们很多

启发，在今后的艺术教育引领上，我们可

以融入更多党史元素。”峨眉山市九里镇

欣隆小学校长罗珩说，学校将结合艺体

特色，以学习党史为契机，不断提高教学

质量。

成都市青羊区特校教师刘丹说，特

殊教育离不开党的关怀，特殊学生的

成长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教师，需

从小加强特殊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让

更多的青少年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范家小学班主

任覃丹丹告诉自己，一定要给予乡村学

生更多关怀，让他们立志成才，学习历

史，熟知社会，将来建设自己的家乡，为

乡村振兴出力，为国家进步助力。

“作为一名思政教师，我将从自己做

起，从红色革命精神中汲取强大信仰力

量，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积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眉山市丹棱

中学高二年级思政课教师向谦说。

井研中学党委副书记彭勇观课后表

示，作为一名学校管理者，要爱岗敬业，

爱生乐教，不负韶华，努力当好新时代高

中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坚定跟党走 奋斗新时代
——我省“开学第一课”在师生和家长中引发热烈反响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何元凯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开学典礼举行升旗仪式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开学典礼举行升旗仪式（（江承勇江承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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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天，阆中市白塔小学学生互赠礼物后开心比心。（张晓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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