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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德育课 激发爱党爱国情怀
2月17日，泸州市82.2万余名学生平安重

返校园，迎来春季学期开学。

泸州市将思政课建设摆在首位，各校纷

纷围绕爱国主义教育、本土红色文化等主题

开展思政教育，让“开学第一课”成为学生的

“精神营养餐”。

纳溪区棉花坡小学组织学生到纳溪区百

年护国战壕遗址，与武警干事一起聆听党史故

事、参观战壕遗址，让学生感受不一样的“开学

第一课”，激发孩子们的爱党爱国情怀。泸州

一中、泸南中学等学校结合百年红色文化校

史，开展《红色泸南》课本剧表演等活动，引导

学生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龙马潭区组织学生

开展收听（看）“百年印记·红色党史”故事、学

唱一首红色歌曲等主题活动，增强学生爱国情

怀。合江县依托《合江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同

上一堂课”，引领青少年学生认识时代使命和

责任担当。

泸县以“9·16”抗震救灾先进事迹为背景，

组织学生以手语舞、演讲、贴心愿等形式，表达

对党和政府以及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社会各

界人士的感恩之情。

“同学们，熟悉这个画面吗？你们知道这

张图片背后的故事吗？”

“老师，我知道，它讲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长

津湖的故事！”

2 月 17 日，在通江县实验小学“开学第一

课”上，老师张自容带领孩子们一起重温了那

段浴血奋战的历史。

“我们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也是

因为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我们要勇往直

前，超越自我。”学生苟涵怡接过老师的话筒激

动地说。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老师讲到动情处，

孩子们全体起立，并将右手高高地举过头顶，

向先辈们庄严地行队礼。

“通过一段段文字，一张张图片和一个个

视频，让孩子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从小努

力学习，长大为社会作贡献。”张自容说。

2月16日，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校迎来

“开学第一课”。在“红领巾学党史”中，孩子们

学习党的历史，讲《长津湖》故事，观看我党发

展历史视频。孩子们相互交流，在讨论中明白

了当代青少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一堂励志课 激发学生拼搏精神
北京冬奥会成为不少学校“开学第一课”

的关键词。

随着发令枪响，学生们一队队跃出起跑线

……开学第一天，成都市龙江路小学组织学

生在东安湖体育公园开展环湖健康跑活动。

在 2022 年春季学期的开学典礼中，龙江路小

学以“拥抱冬奥、炫动大运”为主题，环湖健康

跑作为其中一项活动，不仅实地探访了大运

会场地，还吸引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深受师

生欢迎。

“我们在上学期期末就启动了这项主题活

动，同学们在寒假纷纷用学校提供的手册或者

视频等形式进行打卡。”据龙江路小学德育办

主任唐月悦介绍，学校在寒假期间鼓励学生参

加运动锻炼，除了常规的锻炼基础素质项目

外，还参照冬奥会和大运会的比赛项目，鼓励

同学们根据兴趣爱好参与自主选择的项目。

此外，学校还开展“明日之星”运动员体验活

动，带同学们前往大运村进行研学实践，全程

体验运动员的一天，以及向市民宣讲大运知识

等活动。

在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该校开学典

礼的主题是“带上‘墩’‘宝’来开学”。开学当

天，学生手中拿着自制的“冰墩墩”“雪容融”，

有的是钥匙扣，有的是泥塑，有的是一张画，这

些都是学生在寒假里创作的作品。大屏幕上

还展示了更多形态的手工作品，有橘子版，有

雪人版，有漫画版，一件件作品憨态可掬。

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以二十四节气作为

设计灵感，其中展示的诗词就有杜甫的“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适逢冬奥会，又遇大运

会。“草堂小学”，与杜甫有缘，草堂小学西区分

校师生同台，共唱大运会主题推广曲《群英

荟》，展现蜀中文化，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并以

饱满的精神迎接大运会。学校舞蹈队的孩子

们用活泼的舞蹈模仿田径、艺术体操、射箭等

大运会项目，引来全校师生互动，呈现一出欢

乐的运动秀。

2月17日，成都市七中育才学道分校1500

余名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了开学典礼。此次开

学典礼以“赴大运之约，筑青春之梦 ”为主题，弘

扬不懈奋斗的体育精神，开学典礼特别设置了

火炬传递环节，由在校学生代表、就读于清华大

学的优秀毕业生代表、在省市游泳比赛中荣获

多枚金牌的体育特长生、学校教师代表、校长代

表等一同传递火炬，让师生们备受鼓舞。

同时，该校开学典礼还设置了大运会知识

科普、有奖竞答、诗朗诵等环节，吸引了同学们

积极参与，将活动推向高潮。成都市七中育才

学道分校校长周珊鼓励全体师生传承革命先

辈的精神，在共享冬奥盛会、奔赴大运之约的

同时，在新学期以新姿态、新举措，收获新成绩

和新希望。

一堂安全课 强化师生安全意识
春季学期如期开学，雷波县各校结合疫情

防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为同学们上好“开

学第一课”，让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也

需要时刻掌握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

雷波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大队受城关小学

邀请，走进该校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宣

讲”培训。森林草原防灭火大队宣传员吉克阿

则向师生阐述森林草原火灾危害和预防火灾

的重要性。城关小学锦屏校区六年级7班的同

学将课堂上学到的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编成

朗朗上口的快板《森林草原防灭火拍手歌》，向

家人和同学宣传。城关小学校长李龙向同学

们宣读了“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共建美丽四川”

的倡议书。

开学第一天，宜宾市屏山县公安局屏边彝

族乡派出所组织民警来到该乡民族中心学校，

利用该校开学典礼之际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活动中，派出所警官从师生身边的典型案例入

手，向在场的千余名师生深入浅出地普及了道

路交通安全、森林防火、防溺水、防校园欺凌等

与师生息息相关的安全常识，提醒师生提高安

全意识，确保新学期校园安全。

为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建设平安校园，苍

溪县歧坪小学以安全为主题，上好“开学第一

课”。课上，各班主任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通过

观看视频，听身边真实而典型的案例，模拟安

全场景、抢答竞猜等形式，从防疫安全、校园活

动安全、饮食卫生安全、交通安全、消防用电安

全等，对学生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教育培训，

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时刻把安全

放在第一位。

会理市各学校也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森林

草原防灭火”“交通安全”“疫情防控”等主题教

育活动，全力为新学期保驾护航。

（张瑞波 程新蓉 唐毛禄 刘弟文 耍子

木尔 本报记者 葛仁鑫 何文鑫）

日前，成都市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学。适

逢冬奥会，又遇大运会。在各校举行的开学

典礼上，“冬奥”“未来”成为关键词，不少校长

借用北京冬奥会的热点，鼓励师生们学习奥

运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以昂扬、

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新学期。

携手向未来，每个人都有力量

电子科大附中·成都华西中学校长 文波

社会的发展需要合作，需要集体的力

量。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这

个变局最好的办法是一起面对。中国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世界在友好协

商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北京冬奥会唱响了这

个主题，让世界冰雪体育得到新的发展，得到

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体现了一起向未来的

强大魅力。

一起向未来，不是依赖他人，而是需要每

个人都有力量。中国和世界一起向未来，就

要带着自信，带着创新，带给世界更多惊喜。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奥运五环从冰立方中

破冰而出，一张张笑脸随着脚步延伸，实现了

激光和光影互动。《立春》节目中10米长LED

发光杆惟妙惟肖地表达春天的绽放。新技术

的运用和中国人的智慧凝聚成巨大力量，展

示出中国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有大国担当、大国魅力，大家才愿

意和我们一起向未来。

2022年是成都大运会举办之年，成都人

民将赢得宝贵的机会和世界一起向未来。我

们可以积极学习大运会知识，遵守交通规则，

营造友好的城市氛围，推动整个城市的文明

进程；学好英语，学习第二外语，积极申请参

加志愿者活动，通过大运会开阔眼界，提升自

我，向谷爱凌那样，阳光、开朗、敢于挑战。以

饱满的热情、新的姿态宣传大运会，服务大运

会，融入大运会，和大运会一起向未来。

提升学生的“情、学、健、美、劳”

成都市实验小学北新校区校长 任萍

我以北京冬奥会中的一些小故事、小插

曲为例，为你们送上新年成长的“五字锦

囊”——情、学、健、美、劳。

第一，做有情有爱，明理晓义之人。当我

们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畔响起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曲》，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这

就是深厚的爱党爱国之情。作为小学生，爱

党爱国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需要有实际行

动。从现在起，我们要爱家爱校，遵守家规校

规，长大后才能遵纪守法，捍卫祖国的尊严。

第二，做乐学善思，挑战自我之人。学习

如同生活，遇到困难，不能轻言放弃。“青蛙公

主”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

的最后一跳，挑战了从未尝试过的偏轴转体

两周1620度，夺得冠军。赛后她最开心的不

是夺得金牌，而是战胜自我。

第三，做身强体健，悦纳生命之人。少年

强则国强，这里的“强”是指青少年要有强健

的体魄和强大的内心。运动应该成为我们未

来生活的重要方式和终身习惯，并且，通过运

动，懂得敬畏生命、悦纳自我、包容他人、团结

协作。

第四，做尚美求艺，文化自信之人。以文

化自信和精湛的艺术造诣去创造美。由我们

自主设计制作的冬奥吉祥物“冰墩墩”和“雪

容融”，因独特的设计创意和中国元素深得世

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以至“一墩难求”。中华

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还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第五，做勤耕劳作，自尊自强之人。每一

种劳动职业都值得被尊敬，每一位劳动者的

汗水和智慧、努力和恒心都会创造生命的辉

煌。在亚洲杯女足决赛中，中国女足在0:2落

后的艰难处境下翻盘逆袭、成功夺冠就是最

有力的证明。

参与就是最好的开始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校长 付锦

我想与大家分享几个令我难忘的小故

事：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比赛中，当原本

领先的法国运动员苔丝·勒德出现失误，中国

队选手谷爱凌给她送去安慰，谷爱凌最后的

完美一跳也离不开苔丝的鼓舞。在高山滑雪

滑降比赛中，中国选手徐铭甫以第36名的成绩

冲过终点、顺利完赛，这个成绩或许不算优秀，

但让这个项目的成绩册上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

名字，正如网友所说：“参与就是最好的开始。”

是的，冬奥会如此令我们振奋，其中缘由

绝不仅是体育竞技的精彩激烈或开幕式上的

艺术震撼，在赛场内外、台前幕后，我们更看

到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表演者……所有

参与冬奥的人们，用每一场比赛的全力以赴，

每一次场上场下的温暖互动，去诠释卓越、尊

重、友谊的奥林匹克价值观。鼓励和祝福、梦

想和希望、拼搏和友谊……共同构成了冬奥

会的光彩。

今天，我们“带上墩宝来开学”，希望把这

颗体育精神的种子播种在大家的心田——运

动是美好生活的长情守候。孩子们，我希望

你们与体育为友，在运动中塑造体魄、磨砺意

志，在生活与学习中，做一个自信而勇敢、善

良而友爱的向上者、拼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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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拂春风中，满怀期待与憧憬，我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重返校
园，迎来2022年春季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各学校充分利用开学典礼、班队活
动课等，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冬奥会、安全教育等内容，让“开学第一课”成
为德育课、励志课、安全课，为学生送上别具新意的“开学礼”。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学生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图片由学校提供）

成都四幼的幼儿根据喜欢的运动项目把自己装扮成冬奥会的运动健儿。

（图片由幼儿园提供）

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小学学生正在参观战壕遗址里遗留的机械枪。（陈雨 摄）

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校学生在班上讲述“长津湖”的故事。（李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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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突出“强”警示，筑牢惩戒底线。坚持立行立改，正视

问题不手软，对顶风违纪者进行严肃处理。发挥震慑作

用，对在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党组“转作风、提能力、抓

落实”活动动员大会上违反会纪会风的3名干部职工，分

“三步走”进行处理，确保“严肃会纪、端正会风”专项整治

靶心不偏、焦点不散。一是分管院领导和处室（单位）主要

负责人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二是要求相关党员在

支部大会上作检讨，其余人员在处室（单位）全体会议上

作检讨；三是要求各处室（单位）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

实加强全院干部队伍建设。

“党建+劳育”促成长
（上接1版）

积极开展劳动锻炼，坚定党员对党的信念“意志

环”。支部依托“子云圃”劳动教育基地，要求支部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定期参加劳动锻炼，作为基层党组织对党

员和积极分子的教育和考察环节。支部分为两个党小组，

每个党小组分一块地，每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均有劳动任

务，帮助他们在劳动中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锤炼艰苦奋

斗的优良作风。

创新专业实践，夯实学生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环”。支

部创新学生党员教育实践形式，根据支部学生的专业情

况，开设“子云圃”QQ义卖群，组织“子云圃”义卖主题党

日活动，支部成员在义卖中巩固了专业知识，提高了为人

民服务的本领。三年里，支部将劳动所获进行义卖，把义

卖所得用于资助困难同学。义卖活动帮助支部党员学生

将专业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现自身知识

的不足，促进了专业学习。 （西南科技大学）

体育精神点燃“开学第一课”
——校长寄语学子弘扬冬奥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