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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祖国 唱响爱国主旋律
威海市各中小学迎来开学第一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乃彰

金秋九月，又到开学季，9月2日，威海市各中小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天，学子们满怀激动心情迈进校园，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到来。各学校以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把“我和我的祖国”爱国主义教育与“开学第一
课”相结合，开展了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学生心中播下爱国的种子，激励学生们们不忘初心，热爱祖国，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前行。

同时，各中小学校也紧紧围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主题，开展宣讲活动。

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五彩”第一课，缤纷话开学

凤林学校：歌唱祖国 礼赞新时代

长峰小学：开笔、敬师、歌唱祖国

古寨小学：怀揣美好梦想 开启崭新学期

9月2日，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小学
部举行了形式新颖的“五彩缤纷话人
生”开学季系列活动。学校根据学生学
龄段的不同，为不同年级的学生“量身
打造”不同的“开学第一课”。

一年级绿色，代表生机与希望。一
年级开展“我和新校园合影”活动。一年
级学生在完成了“朱砂启智”和“闻鼓明
志”的特别小学第一课后，来到绿茵场，
沐浴在阳光下，与新校园、新同学、新老
师合影，扬帆起航，开启绿色小学新生
活。

二年级蓝色，代表纯净与理智。二
年级开展“我的习惯我做主”活动。学生
在老师的指导下分组进行自主讨论，将
要求自己在新学期养成的好习惯和好

品格写下来，张贴在教室里，同学之间
相互监督和提醒，好习惯主动养成。

三年级红色，代表热情与吉祥。三
年级开展“我向祖国表决心”活动。三年
级学生面对国旗、庄严宣誓，“为了祖
国，好好学习，为了中华，锻炼身体，为
了明天，振兴中华。”

四年级紫色，代表典雅与思想。四
年级开展“我的图书漂起来”活动。对于
四年级学生来说唯有沉淀积累，才有提
升突破，每个学生带喜爱的书放在书架
上，学生们相互学习，向一学期一百本
书的目标出发。

五年级金色，代表收获与阳光。五
年级开展“我的未来不是梦”活动。进入
小学毕业冲刺阶段，每位五年级的同学
亲手制作“毕业倒计时”牌，时刻提醒自
己时光如梭，珍惜当下。

“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在学习心理、
认知规律和特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适应新学期，更快
的融入学习生活，今年五个年级分别开
展了不同的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威海
大光华学校小学部校长钟静说。

(曲凯丽)

城里中学：心怀家国 以奋斗绘青春底色

9月2日，城里中学举行“心怀家国
以奋斗绘就青春底色”开学第一课暨

开学典礼。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

五星红旗的陪伴下，一代又一代的城中
学子与祖国共同成长。

典礼上，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威海
某部队官兵升起国旗，全体师生共唱国
歌。丛培良校长的殷切嘱托，师请满怀，
振奋人心。城里中学还特邀工农学兵四
大行业的代表，讲述他们眼中的爱国
情、报国志。随后，全体师生在国旗下庄
严宣誓，用青春为祖国书写华章。最后，
由城里中学车佳丹、王嘉祥两位老师领
唱，校合唱团、舞蹈队表演的歌曲《国
家》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李昶)

经区实验小学：“做最美的自己”开学典礼

9 月 2 日 ，经 区 实 验 小 学 举 行
2 0 1 9 - 2 0 2 0 学 年 度“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实验小学做最美的自己”开学

典礼，近一千五百名学生共同迎来新
学期。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经区实验小学
开学典礼拉开帷幕。老师们为一年级新
生点朱砂，祝愿新生从此聪明伶俐，博
学多才。学生们行礼拜师，感恩老师的
宽容、呵护和栽培。

最后，杨晶怡校长为典礼致辞并带
领全校教师庄严宣誓。全校师生高声唱
响《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响彻整个校
园。

(慕惠敏 鲁萍)

锦华小学：主打“爱国牌”，喜迎新学期

新学期，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9月2日，锦华小学举行“我与祖国共
成长”开学第一课，喜迎新学期。

整个活动分为爱国志、爱国行、
爱国情等三个篇章。学校特邀张村镇
边防支队的武警官兵到校给学生们
升旗，伴随着国旗的升起，同学们向

五星红旗献上最标准的队礼。活动
上，陈玲校长将满载希望的“雅行大
礼包”送给每个班级，激励孩子们新
学期继续努力。之后，陈玲校长带领
全体教师进行师德宣誓。最后，全校

师生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表

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近年来，锦华小学把厚植爱国主

义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除

了利用课堂教学主渠道，还借助国旗

下中队活动展示、经典诵读、礼仪十

分钟等多种形式，熏陶师生的爱国情

怀，在倡导树立正能量的同时，让师

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升华。
(孙春玲 蔡永勤)

威海九中：扬帆再起航，喜迎新学年

9月2日，市、区领导莅临凤林学校
与全体教师、家长一起陪孩子们共上主

题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开学第一课。
活动分“我的祖国我热爱”“我的祖

国我自豪”两个篇章进行。仪式上，以师
生快闪《我和我的祖国》，全体师生葫芦
丝、陶笛齐奏爱国曲目《龙的传人》等，深
情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随后，全体教师
庄严宣誓。最后，于艳丽校长在致辞中向
全体师生深刻阐发了“个人与国家是命
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
勉励全体师生，心怀爱国之心，为国担
当，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沈正彭)

威海七中：颂祖国华诞 谱大美新篇

9月2日开学第一天，威海七中全体
师生在操场举行“颂祖国华诞 谱大美
新篇”开学第一课活动。2019年恰逢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七中师生以“我和我
的祖国”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
抒发大美七中师生热爱祖国、建设祖国
的热情和决心。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消防六中队官

兵将五星红旗升上旗杆，全校师生齐唱
国歌，爱国之情油然而生。随后，教师代
表姜大超、冷航等代表全体教师庄严宣
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用我们智慧的
火花，点亮每一个创造的希望，践行人
人健康·各美其美的办学理念”。随后，
新入职教师代表、骨干教师代表、老教
师代表、家长代表、毕业生代表、新生代
表一起朗诵诗歌《颂祖国华诞 谱“大
美”新篇》，展现大美七中师生对祖国、
家乡和学校的热爱。谷娥校长在致辞中
号召全体师生要有爱国之情，常怀报国
之志，肩负担当和使命，走好人生的长
征路。

最后，全校师生齐唱《歌唱祖
国》，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雄劲有力的歌
声中落下帷幕。 (林霖)

塔山中学：开学第一课，从升国旗开始

9月2日，塔山中学全体师生及家长
代表齐聚操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参加了
本学期的开学典礼。

典礼上，由教师代表组成的快闪队
伍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后，开学典礼正
式拉开帷幕，雄壮的国歌声响起，也宣
示着新征程的开始。第一篇章“我愿一
腔至诚，尽报国之重器”，由师生共同朗
诵《永怀赋》，引导学生学习郭永怀的爱
国情怀；第二篇章“我愿一生耕耘，守豆
蔻之年华”，由学生自导自演的节目将
典礼引入高潮；第三篇章“我愿从我做
起，传承奋斗之中华”，新生代表和学生
会代表发言同学的发言表达了对学校、
老师的谢意。 (于晓丹)

新都小学：师生共唱《我和我的祖国》

9月2日，新都小学举行 “我和我
的祖国走进新时代”开学典礼。

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由党员教师代表共同升起新学期的第
一面国旗。全体师生挥动手中国旗，歌
唱《我和我的祖国》。宋协广校长为开学
典礼致辞，对新入学的一年级新生表示
最热诚的欢迎，也对全校学生及教职员
工表达殷切的希望和亲切的祝福。随
后，老师们为一年级新生“朱砂启智”，
并赠送寓意“平安、智慧、梦想”的学校
吉祥物——— 小葫芦。最后，举行尊师仪
式，在副校长龙雪英的带领下，全体教
师宣誓。

(江丽萍 陈胜男)

9月2日，威海九中举行2019年秋
季“开学第一课”活动，喜迎新学年。

当日上午8：0 0，威海九中新学
期“开学第一课”正式开始。全校师
生迎着阳光，齐唱国歌。升旗仪式
后，校领导为“美德少年”、“校园足
球之星” 颁发奖状和奖杯，鼓励他
们全面发展，发挥足球特长，学校也
将继续开展足球赛等系列活动，充分
发挥、“学习之星”颁发证书和奖杯。
最后，由3 0名青年教师组成方队面
对国旗庄严宣誓。(于千千 李梦安)

9月2日，长峰小学举行了“我和
我的祖国”开学第一课暨师德建设月
启动仪式活动。

典礼上，一年级学生进行开笔启
蒙仪式，开笔礼是长峰小学“本根”教
育特色系列教学活动之一，由“正衣
冠、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开笔破蒙”四
个环节组成，寓意全体同学从此开启
智慧，知书明理，胸怀大志，学会做人。

在随后的“敬师礼”环节，杨君轮
校长对全体师生提出了新目标，并宣
布长峰小学师德建设月启动。

最后，师生齐诵诗歌———《五星
红旗，我为你骄傲》，为祖国献上诚挚
的祝福。 (华爱莲 吕咏梅)

青岛路小学：赞歌新中国 开启第一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立70周年。9月2日
上午，青岛路小学全校师生汇聚于学
校操场，举行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

题的开学典礼。
伴随着激昂的国歌，开学典礼拉

开了帷幕。首先，张丽辉校长对新同
学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为新
学期开学典礼致辞。然后柴明媛副校
长带领教师代表进行师德宣誓，使每
位教师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立德
树人使命。之后少先队员代表向全体
学生发出新学期倡议。最后，全体师
生共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激
发了全体师生的爱国情怀，嘹亮的歌
声响彻校园。 (刘真)

码头小学：育家国情怀 铸幸福人生

9月2日，码头小学举行“育家国
情怀 铸幸福人生”为主题开学第一
课，激发全体师生爱国情怀和工作学

习热情
升旗仪式后，学校教师代表饱含

深情的为学生献上诗朗诵《中国梦我
的梦》，学生代表带来的诗朗诵《我爱
你祖国》。随后，姚芳校长进行新学期
致辞，号召同学怀揣梦想，扬帆起航。
全校师生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学生们一齐跟随音乐挥动着手中的五
星红旗，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对学
校、对党、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及
美好祝愿。 (刘昊昊)

蒿泊小学：致敬五星红旗 歌唱伟大祖国

9月2日，蒿泊小学全体师生齐聚
操场上，举行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
题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

拉开了帷幕。随后，254名一年级新生
在各班班主任的带领下，雄赳赳、气
昂昂地高呼班级口号，迈步进入会
场，开启他们的新征程。典礼上，徐海
峰校长热情洋溢地进行了开学“第一
讲”，对同学们的学习、成长提出了新
学期的新希冀。在徐校长的带领下，
蒿小的全体教师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宣
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蒿小校园
里。紧接着，诗朗诵《祖国妈妈》、师生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开学典礼推
向了高潮。 (张晓宁)

高区实验小学：师生共同演绎《我和我的祖国》

9月 2日，高区实验小学举行
“我与祖国共成长” 2019年秋学期
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学生们用吟诵的形
式诉说着自己新学期的目标。紧接
着，青葵少年代表将自己手中承载理
想的葵籽赠予学弟学妹们，小手拉大
手，逐梦前行向未来。

随后，在张校长的感召下，师生
共同演绎《我和我的祖国》，全体教师
铿锵的誓言表达了实小教师文化育人
的爱心和决心。同学们也是意气风
发，响亮的宣誓声喊出了新学期成长
的力量。 (张维婷)

9月2日，古寨小学举行 主题为“我与

祖国共成长”2019年秋学期开学典礼。
典礼上上，伴随着庄严的国歌，三位消

防官兵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
刘爱民校长进行新学期致辞。最后，全校师
生高举国旗歌唱祖国，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优美的旋律久久回荡在校园上空，铿锵有
力的声音表现了古小阳光学子良好精神风
貌。

(倪素静)

南山小学：“赞歌唱祖国” 开启第一课

9月2日，南山小学全体师生齐聚学校
操场，举行以“赞歌唱祖国 与您共成长”
为主题的2019年开学典礼。

学校邀请海军某部官兵为同学们升起
新学期的第一面国旗。张金华校长围绕“建
国7 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的
好少年”主题对全体师生提出了“热爱祖
国”“端正写字”、“博览群书”的新学期要
求。师生代表分别在书法社团学生书写的

“立字立人 爱国爱家”八字背景下，进行
以“立德树人”为主题的演讲；全体师生在
国旗下庄严宣誓，洪亮的声音，表达了自己
新学期爱国报国的承诺。

最后，南山小学全校师生挥动着手中
的国旗，共同演唱《爱我中华》。 (崔晓燕)

皇冠中学：奋斗点亮青春 五星红旗添彩

9月2日，皇冠中学举行了“用奋斗点亮
青春 五星红旗添彩”开学第一课暨升旗

仪式。
首 先 ，举 行 庄 严 的 升 旗 仪 式 ，全 校

2000多名师生肃穆站立，在音乐的伴奏下
唱起了雄壮的国歌；校长苗延亮做新学期
致辞，勉励全校师生再接再厉，传承优良传
统；接着，学生代表发言，呼吁全体师生要
不忘国家之重托，肩负责任与使命，用青春
谱写辉煌的明天；最后，在新老教师庄重的
师德宣誓中，“开学第一课”圆满结束。

(于闪娜)

千山路小学：和祖国共奋进 和千山共成长

9月2日，千山路小学举行“和祖国共

奋进、和千山共成长”开学典礼，全校师生
汇聚一堂，开启新学期的美好篇章。

随着国歌响起，五星红旗随风飘扬，
开学典礼就此拉开序幕。开学典礼通过

“接过先辈旗帜、重温红色记忆、立下报国
志向”三个篇章，师生共同演绎经典，呼吁
学生将校园里的每一个小我和祖国母亲
之间的情感相链接。最后，全体教师进行
了庄严的宣誓。 (张晓丹)

统一路小学：童心唱响祖国情 书香共筑中国梦

9月2日，统一路小学举行“童心唱响
祖国情 书香共筑中国梦”新生开蒙仪式

暨开学典礼。
庄严的升旗仪式后，孙爱华校长致

辞，希望孩子们做一个具有家国情怀、读
书明理、勇于创新的时代好少年。随后，孩
子们根据“爱国”主题现场进行诗词创作，
展现出学生生们丰富的诗词积累和丰厚
的书香底蕴；新生开蒙典礼中，校领导及
老师为一年级学生点朱砂，佩戴校徽，并
赠书《蒙学经典》，之后一年级全体学生进
行《三字经》片段诵读以启蒙智慧。最后，
全体教职工庄严宣誓。 (冯永香)

明珠小学：升国旗，奏国歌！

9月2日，明珠小学举行“我和我的祖
国”开学典礼活动。当国歌奏起时，当鲜艳

的五星红旗随风冉冉升起时，孩子们敬起
了标准的队礼，唱起了雄伟的国歌。

典礼上，蒋校长为孩子们带来新学期
祝福，对孩子们提出新学期的要求，倡导
心中有爱的教师教育方式，为老师和孩子
指引前行的路。随后，教师代表带领新老
师进行国旗下庄严宣誓；最后，学生代表
发言，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希望祖国繁荣
昌盛的真挚祝福。

(田倩倩)

望海园中学：抒爱国情 立少年志

9月2日，望海园中学在影剧院举行
“抒爱国情 立少年志”开学第一课活动。

升旗仪式后，房珊廷老师现场进行钢

琴伴奏，全体人员齐唱国歌；随后望海少
年合唱唱团成员、校书法学会师生一起演
绎《爱国歌》。在第二篇章，家长及教师代
表进行“家校情、导师恩”表演，以情景剧
的形式展示家庭式教育管理模式的理念、
导师制下的师生之间的关爱与成长以及
打造良好教育生态的决心；随后王静校长
讲话，并公布教龄满30年老教师、最美教
师、党员先锋名单，相关领导为老师们颁
奖；张校长带领老师们宣誓并唱响《敬业
歌》。 (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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