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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辞里的“开学第一课”
9月伊始，新学期拉开帷幕。对每一名学生而言，开学典礼上的校长致辞无疑是重要的“开学第一课”。在致

辞中，校长们或谈抱负理想，或寄予期待，或送出祝福，他们所传递的价值观和人生理念，都会在学生心中播下
一颗思想的种子，是一笔值得全社会聆听的共同财富。我们特约请部分中小学校长，在他们的开学致辞中共同去
感受勉励与希冀的力量。 ——编者

很高兴能够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和我
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成长的快乐！小
朋友们，你们又升级了，进入了新的学
习。在假期中，你们参加了创造魔力
营、打卡了红色基地、掌握了运动技
能、成为劳动之星……你们可真棒呀，
老师们都要给你们真心点赞！这就是成
长的意义啊！

新学期，在今年国家“双减”政策
要求下，校长也想告诉同学们一个好消
息：为了让小朋友成为自己学习的主
人，更有效地学习，更茁壮地成长，我
们和田路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就是要发
布一个全新的活动———我的课表我做
主！

今年，在学校原有的下午的创新素
养课程的安排中，我们将下午4:30至
5:30的时间命名为“自主时刻”，这是
一个可以让小朋友们去看到更丰富世
界，去认识更多的优秀老师、艺术家、
设计师、舞蹈家、运动员的时间，是一
个可以让你们去发现自己的特长爱好和
兴趣点，同时更好地与全校的小朋友交
流合作的机会。在每天的“自主时刻”
板块，学校为大家开设了科学、艺术、
数字化体验、创客、运动等38项自选
课程。

有的同学很喜欢编程，就可以在每
天的“自主时刻”为自己选择“创智编
程”课，有的同学很喜欢写作，就可以
为自己选择文学阅读课程；有的同学最
喜欢做小发明，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
创造俱乐部！除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课程，你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伙伴或
老师，也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成为
导师！学习，会更不一样，更有趣，更
生动。

我的手上，有一张空白课表，对
“自主时刻”的安排，将由我们的小朋
友自己来策划，来安排，来设计，我们
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要启动这项全校小朋
友都来参加的“我的课表我做主”的校
园综合主题活动，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开
展项目小研究。

想一想，你们最喜欢什么课程？你
们最想学习什么新本领？你觉得自己最
大的优点是什么？你是想成为科学小达
人，还是想成为运动高手？这完全取决
于你自己！接下来的两周，你们就可以
利用班队会课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
内容，并和小伙伴一起为自己设计一张
内容丰富又有趣的课表。每个人的选
择不同，时间的安排不同，上课的地
点也会不同，以前，老师们开学初会

给你们一张课表，而现在，
这张课表要由你们自己来
做，这也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啊！当然，你们也
可以提出自己的课程
需要和想法，校长会
和老师们一起再商
量，为你们定制
课程。

想 一 想 ，
这是一件多幸
福的事情啊！
其实，“我的
课表我做主”
是老师们对大
家寄予的厚望，
希望你们能认识自
己，了解自己，知道自
己的目标和方向，为自己的学
习做主，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就像我
们的校训中引导大家的，“让创造成为
乐趣，让创造成为习惯，让创造成为理
想”。

“我的课表我做主”会是这个新学
期的第一个开始，也是我们的开学第一
课。和田“小创”们，更好地成长
吧！

有一张空白课表等你来设计
上海市静安区和田路小学校长 张军瑾

又是一年开学季，新的学年，实验
小学的校园里又迎来了一批新老师和新
同学。新老师为我们的教师队伍注入了
新的活力，新同学为校园带来了新的希
望。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让我们以热
烈的掌声欢迎新老师和新同学。祝愿你
们在这个大家庭里工作顺利、学习进
步！

暑假里，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
一部红色电影《红孩子》。在茂密的山
林中，一群“红孩子”，排着纵队，一
路高歌着：“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
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那高昂
的曲调，回荡在硝烟四起的战场；那清
脆的童声，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片中
小主人公苏保、细妹等“红小鬼”（红
孩子），成为那个时代英雄少年的经典
形象。

革命年代的“红孩子”，人小心
红，立场坚定，衷心拥护共产党；人小
胆大，敢于斗争，不怕困难，不怕牺
牲，积极投身党的革命事业。他们的乐
观坚强、使命担当，定格为不朽的红色
记忆，永载共和国的史册。

如今，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我们
走进新时代，开启我们伟大的党新的百
年征程。在这个沸腾而伟大的时代，我

们要牢记战争时期“红孩子”们不怕
牺牲、勇敢付出，不忘前辈的重托，
传承红色基因，做新时代的“红孩
子”。

红心向阳——新时代的“红孩
子”，应该是具有红色信仰的孩子。我
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学党史，知
党情，感党恩，跟党走；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拥有爱国情、强
国志、报国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
义事业而奋斗！

正心向上——新时代的“红孩
子”，应该是具有积极心态的孩子。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这是一切学习活动
的基础。鲜红的跑道上，绿色的球场
上，希望能看到你们运动的身影，勤于
锻炼，乐于活动，这些都是健康成长的
基础。同时，要有效管理情绪，做一个
内心强大、心理健康的孩子。

慧心向智——新时代的“红孩
子”，应该是具有生命智慧的孩子。学
会自己合理安排学习与生活，有目标、
有计划、有能力去面对并解决学习与生
活中的难题。学会探究，学会合作，学
会发现，学会创造。思想独立、见识卓
越。用渊博的知识充实大脑，用丰富的
实践丰盈生活，用立体的思考磨砺智

慧，让自己变得有思想，
有见地，有自信，有充
足的辨别能力，做拥
有大智慧的人。

爱心向善——
新时代的“红孩
子”，应该是拥
有爱与温暖的
孩子。爱和
善是心灵的柔
软剂，爱孕育
了天地万物，
延 续 着 人 类 社
会。真诚地善待自
己，善待众生，一定会得
到美好的回报。诗人艾青说：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心怀大爱，会传递善
意与温暖。做像阳光一样温暖明亮的
孩子，让有你在场的每一个小世界都
暖意融融。

新时代，新生的朝气；“红孩子”，
红色的使命！让我们在场的每一名同
学，都成为新时代的“红孩子”，拥有
红色信仰、红色情怀、红色力量，做共
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在新的学期奏响新
时代的新旋律，书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做新时代的“红孩子”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校长 王笑梅

高中时代是一个需要付出和努力拼搏的阶段。余秋雨说：
“以一种色调贯穿始终，比色彩斑斓的人生高尚得多。”那么高
中的色调就是拼搏。没有一次考试能被当成人生成败的注脚，
但在年轻的时候请体会一次全力以赴。你们生逢盛世，肩负重
任，请在校园里以拼搏的姿态做好准备。我有三个建议，为你
们助阵。

第一，以不断完成小目标的方式联结自我和梦想。很多时
候一个个小目标的达成，会让我们有勇气坚持，斗志充沛。但
如果说到操场一口气跑二十圈，大部分人恐怕会打退堂鼓。是
的，大目标令人望而生畏，小目标的实现相对容易，而一个个
被实现的小目标，都是通往大梦想的基石。同学们，如果你
判断做成一件事很难，可能是因为把目标定得太高。不妨先
尝试对这个目标进行分解，借助小目标带来的动力去冲刺大
梦想。

第二，以自我需要的立场看待学业和素质的发展。今天我
要特别提醒同学们，在学习这件事上你才是主角，学习需要你
的主动和责无旁贷，知识和技能的作用也许无法立竿见影，但
终究会在人生路途上显山露水。请在思维最活跃的年龄让自己
像大海一样去吸纳知识提高素质，用学业的成色提亮自己生命
的底色。

第三，以踊跃的姿态参与高中生涯的丰富活动。庄子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同学们十多年的阅历，尚不能全
然解读社会的宽广与深邃，面对生活的暗礁和漩涡也并不都能
从容而淡定。人生的成长，在于学习，也在于经历，我号召大
家走出课堂适当投身到学校活动中去，因为活动会像一座庞大
的建筑，能为你们打开锻炼不同能力的各扇大门。参与活动的
过程就是自我发展提升的过程，同学们，青春有很多未知的猜
测，就让美好的校园经历为你的勇敢充满电量，助你昂首到达
每一个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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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最重
要的时期，也是一段独特的、光
彩夺目的、不可复制的生活经历。
新的学期，希望你们能立德、立志、立
行、立人。

立德。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心中有美德，才
会有大爱。我们自己能遵守道德规范，也把仁爱、善良
等美德传递给同伴，这种美好的情感还会上升为对祖国和民族的热
爱。

立志。立什么样的志向，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心中都
会有目标，心中有目标，就会有追求。新的学期可以许下一个对未
来的目标，并在学习和生活中践行。

立行。好习惯受益终身。学校一直倡导“知行合一，全面发
展”，就是希望你们在校园生活中对自己负责，和同伴共同进步，
为学校争光。

立人。人，一撇一捺，看似简单的两个笔画，但代表了做人的
道理。每个人要把“人”字做好，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长期的
学习过程。所以，同学们在和同伴共同进步的时候，自己也能体会
到帮助别人带来的快乐。

同学们，你们是无比幸运的一代，伴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进历程一路成长，未来还将亲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部征
程。你们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

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树立崇高理想，就要高起
点、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负青春年华，就要有新目标、新作为。希
望你们能够认真思考人生与历史、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确立崇高信
仰，为成长找到坚实路径，向着理想的彼岸乘风破浪、加速前行！

迈好第一步很关键，开学就是我们新学期迈出的第一步，新的学
期，新的征程，让我们用新的态度攀登上新的高度，创造新的自我，面
对新的挑战，让我们充满自信地说一声：“新学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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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同学，从今天起，你们将与学长们一起在美
丽的海南中学学习、运动、成长。作为校长，我想跟同
学们说——

走入中学，需要责任。你们要学会独立生活、承担责
任，要学会感恩；你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帮助，
不断超越自我，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海南自贸港合格的建设
者，更要成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朝气蓬勃发展的重要力
量。

走入中学，需要坚强。今后的求学道路上，你们会经
常遇到风雨和坎坷，你们要记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只有经过了坎坷的考验，挺过了风雨的砥砺，才能看到最
美的风景，才能收获奋斗与奉献的幸福！

走入中学，需要担当。而现在的第一个担当，就是要
勇敢地面对中学生活的磨砺。在通往中高考的道路上，你
们所遇到的挑战、困难、挫折，都会多于以往，但我希望
大家要传承海中人的优良传统，要在最适合接受挑战的节
点上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应对
困难、完胜困难，用汗水去书写自己无悔的青春，用拼搏
去描绘自己美好的未来。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曲折，更
充满着希望。

亲爱的同学们，新的学期开始了，新的号角已经吹
响。希望你们从此刻出发，去点燃你们的青春梦想！青春
赋予你们坚毅前行的勇气，青春赋予你们诗和远方。面对
未来的挑战与机遇，你们的内心更需要充满自信与善良、
骨气与坚强、责任与担当。

最后，我想用下面的话与同学们共勉：天戴其苍，地
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
哉，我百年海中，与天不老！壮哉，我海中少年，与国无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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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学会做人比学
会学习更重要，学会学习比学会知识更重
要。如果全社会悉心培养的你，不能做一
个大写的“人”，那么拥有再多的知识又有
何用？如果不拥有健全的人格、美好的心
灵、良好的素养，那么，你的能力再高，
也终将会是这个文明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因此，在新中，要学做一个大写的“人”。

一个大写的人应当是善良的。善良的
人懂得同情别人，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
候了无功利地说出这句话：“你有困难吗？
我来帮助你！”善良的人懂得理解别人，老
师和家长虽不是事事英明、处处伟大、样
样正确，但毕竟多一些阅历和经验，在他
们要求你的时候，你要平心静气地想一
想，即使有什么异议，也要主动去沟通。
善良的人还懂得回报别人，不要等到功成
名就的那一刻，不要等到衣锦还乡的那一
天，而要随时随地、不拘形式地去兑现，
哪怕是一句口头的感谢，哪怕是一次考试
的进步，哪怕是一张节日的贺卡，哪怕是
一次家务的劳动……

一个大写的人应当是正直的。光
有善良不讲原则，有时候会出差
错。比如某同学考试作弊，你看见
了，当场不制止，事后不提醒，
以为这是善待他人。其实你错
了，你丧失了原则，丧失了一个未
来公民所要秉持的一些东西，从某

种意义上说，是在丧失自我。同时，
对犯错误的同学而言也是不负责任，

虽没有把他推下水，但也没有把他拉上
岸。更应当指出的是，如果你也站到那边
去，觉得“他能干，我也能干”，那你就错
上加错了。国法、校规、班级纪律，这些
都是我们的准绳，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
背；我们不仅自己要遵守，而且要监督和帮

助他人来遵守。
一个大写的人应当是文明的。什么是文

明？讲秩序是一种文明，如自行车不乱停乱
放，餐厅就餐不拥挤插队，集会时不讲话喧
嚷，夜自修不干扰影响他人。尊重他人是一
种文明，如不给同学乱起绰号，不与教师无
理顶撞，不和家长赌气闹僵，不把观点强加
于人。穿戴整齐是一种文明，讲普通话是一
种文明，见到老师问好是一种文明……时刻
牢记着：我们要做一个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
人。

学做大写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精神发
育的过程。那么，怎样发育好自己的精神
呢？真知总在书中，忽微忽著；精神永存
行间，时隐时现。一味刷题是刷不出精神
底蕴来的。而阅读，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看世界，能让贫乏和平庸远离我们；阅
读，是用别人的世界来观照自己，能填实
我们比天空更广阔的心灵。希望你们在新
中这三年多读书，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
木虫鱼，大至立身处世，小至人情物理，
读经典，读思想，读文化，读个融会贯
通，读个鞭辟入里，做一个真正的“读书
郎”。

学做大写的人，更是一个知行合一的
过程。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我最朴素的办
学理念是：每一名新中学生都能学会走
路！你也许会说：笑话，我们哪个不会走
路？不会走路我们怎么来上学？那么我来
问你：骑车上学，你有没有贪图方便，不
顾危险，将自行车骑上快车道？走路，关
乎安全。你知道一个人一天走多少步路算
是健康运动？步行锻炼需要注意哪些方
面？走路，关乎健康。亲人把你送到学
校，你下了车有没有和他们道别，说声

“谢谢”？去到公共场所乘坐电动扶梯，有
没有靠右站让出左边通道？走路，关乎文
明。大街上看到老爷爷、老奶奶摔倒了，
你扶不扶？怎么扶？走路，关乎伦理。在
日常生活中学会做人，这正是今天我们除
了分数之外，教育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是

“教育即生活”的最好说明。衣、食、住、
行，它既与知识有关，与能力有关，更与
价值观有关。

愿你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愿你成为顶天立地的“人”
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高中部校长 袁卫星

①

②

③

①8 月 30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小学生们手持
刚领取的新教材开心地奔跑在校园里。

②8 月 30 日，广西南宁天桃实验学校
天桃校区。开学首日，学生在放学后参加

“身体素质拓展”兴趣班。

③8 月 30 日，山西太原，山西中心实
验小学迎来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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