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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新气象。9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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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学首日，威海市各中小学校分别进行了不同内容，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开学第一课等主题活动，帮助学生度过从居居家生活到校园学习的适应阶段。

威海市中小学生迎来丰富多彩开学第一课
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大爱无言 润教有声

9月1日，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以“大爱
无言 润泽教育”理念为指导，开启多彩开
学第一课。

一年级心灵连接。一个个温暖的拥抱将
心拉近，“认识你，我很高兴！”老师在孩子们
耳边的悄悄话，让孩子们找到自信，每位老
师就是孩子们的学校妈妈。

二年级责任担当。班级分两组排队，根

据老师的不同口令，做出不同的动作，当做
错了动作，就主动认错。学生从中学到做人
要勇于承担责任，优秀团队需要大家的努
力。

三年级自我规划。三年级是小学的关键
期和转型期，遇到问题善于思考，更需要的
是自我管理的能力逐渐增强。一张张苹果卡
片，满树的果子，让学生们对未来的三年定
位成长和规划蓝图。

四年级团队凝聚。老师和学生共同向已
装满水的杯子轻轻投下一枚枚曲别针，水没
有溢出，水分子们相互吸引，紧紧抱团，犹如
团队里的孩子，凝心聚力发挥团结的力量。

五年级未来可期。五年级的班主任们准
备了许愿瓶，一封封《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信
塞进瓶子里。老师和学生一起来到树下，埋
下许愿瓶，若干年后，待学生成人，回母校摘
果。

(曲凯丽)

凤林学校：童心飞扬 梦想起航

9月1日，凤林学校在大礼堂举行了“童

心飞扬 梦想起航”开学典礼。
仪式上，高年级的学生为新生为举行了

赠书仪式，并倡导共读共进，一起做书香少
年。班主任教师走上讲台，用祝福的语言做
礼物，教导学生做健康、自信、善思、担当的
活力少年。

校长于艳丽为孩子倾情讲述了《点》的
故事，鼓励孩子们每天进步一点，就是最棒
的自己。学校还精心为学生准备了笔、本子
等礼物，孩子们用其郑重书写下，新起点上
第一个自己的名字。

(沈正彭)

经区实验小学：致敬祖国 共迎健康未来

9月1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开学典礼。

庄严的升旗仪式结束后，迎来了开学典礼的
亮点“入学拜师礼”。大家一起“伸出双臂，拱
手，弯腰，作揖，一鞠躬：感谢老师宽容恩；再
鞠躬：感谢老师呵护恩；三鞠躬：感谢老师栽
陪恩。

随后，杨晶怡校长致辞，希望大家在新
的学期拼搏进取，能遇到最美的自己。为迎
接进入经区实验小学大家庭的新同学，校领
导、老师共同为一年级新生进行朱砂启蒙，
意为开启智慧，以此寄托美好的愿望，从此
眼明心亮。

(张雷)

长峰小学：启求学路 放飞梦想 争做本根少年

9月1日，长峰小学举行了“启求学路
放飞梦想 争做本根少年”新学期迎新活
动。

伴着节奏明快的音乐，一年级新生在

老师们的引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跨过拱
门，踏上红毯惊艳亮相。首先由三个可爱的
人偶老师为新生分发纪念礼物，印着校训
的书签寄托着学校领导和老师对同学们的
殷切期望；接下来的开笔启蒙仪式，是长峰
小学“本根”教育特色系列活动之一，老师
在红毯两侧就位，为一年级新生点朱砂，并
送上一句祝福语，以朱砂启智开启新序章，
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启全新
的小学生活。最后，校长发表新学期寄语，
号召全体师生用品格实践美好自己，传承
经典终身阅读，用团结奋进的姿态共谱长
小新篇章。

(华爱莲 吕咏梅)

福泰小学：责任、奉献、爱国

9月1日，福泰小学开展主题为“责任孕
育成长、奉献点亮人生、爱国铸就辉煌”的开
学第一课活动。

活动上，学校效仿古法，为福泰学子举
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笔礼”。活动中，学
校刘华老师指导并带领学生们写下了“人”
字。通过开笔礼“人”，老师教育孩子们要有
责任有担当，做顶天立地的“时代新人”。在
随后的“点砂启智”活动中，学校领导、班主
任老师们为一年级学生开展了点砂启智。

(张越)

新都小学：智慧引领幸福成长

日前，400多名新一年学生家长齐聚新
都小学分两批参加了2020年秋季开学校长
开讲活动。

本次开讲活动以构建“目标一致的无

缝教育”为主题，提出了“你牵左手我牵右
手智慧引领幸福成长”的家校共育模式。该
模式下,学校努力做好四个方面：一要扎扎
实实抓教学，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愉快学习；
二要踏踏实实抓德育，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健康成长；三要全心全意做服务，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顺心如意；四要想方设法保平安，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安然无恙。家长努力做
好两个方面：一要转观念：观念上要解决的
是正确对待一个“爱”字；二要懂方法：要有
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本次开讲活动圆满成功，家校达成了
“唯有牵手孩子的路才会越走越宽广”的教
育共识，为新学期办满意教育夯实了基础。

(张译元 梁佳丽)

威海九中：薪礼相传，以德养涵，颂文明之风

9月1日，威海九中举行2 0 2 0年秋季
“开学第一课”活动，喜迎新学年。当日上
午8：00，新学期“开学第一课”升国旗仪式
正式开始。由于防疫的需要，升旗仪式通
过广播的形式在教室进行，虽然没有在操

场上看到国旗冉冉升起，但是教室里的师
生都用最庄严的态度对着窗外国旗升起
的方向敬礼仰祝，并伴着铿锵的国歌齐唱
国歌。

升旗仪式后，校长于永福同志做新学期
致辞，期望同学们珍惜初中四年这段生命中
最具有能量的时光，充实自己，修身养德，关
怀身边的亲人好友，关注社会世界的风云变
幻，勇担时代责任，做新时代的文明少年。随
后，九中各班级开展了主题为“同心抗疫
为梦奋斗”的班会课，课上全体学生学习防
疫要求，并在班主任的指导下制定新学期新
目标，激励自己为理想而努力。

(于千千)

威海七中：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

9月1日，威海七中举行了以“学习新思
想，做好接班人”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活动，
引导学生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新学期树立目标和梦
想。

活动上，师生共同观看了教师代表声情
并茂朗诵的《践行爱国爱岗之心，做新时代
的教育追梦人》以及新生代表发言视频，全
体学生起立以青春的名义郑重宣誓并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诵读。

(于泽滨)

城里中学：桃李竞芬芳 筑梦接班人

9月1日，城里中学举行“桃李竞芬芳
筑梦接班人”开学第一课暨开学典礼活动，
全体师生共同参加。

典礼共分共唱国歌、校长寄语、激情朗
诵、铮铮誓言、合唱队歌五个环节。内容丰
富、隆重典雅的典礼让孩子们斗志满满。新
学期，城中学子传承城中精神，努力前行,不
忘始终；全体城中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创造城中更大的辉煌！

(王一钧 李昶)

高区二小：感悟文明话成长 志在家国共担当

秋高气爽，瓜果飘香。9月1日，如水墨画
般的高区二小校园迎来了开学返校的同学
们。伴随着淅沥沥的小雨，学校举行了主题
为“感悟生命话成长 志在家国共担当”的

校级开学第一课，沉寂多日的校园又焕发了
生机与活力。

开学典礼围绕“文明创建我先行”、“提
倡勤俭美德”、“传承革命精神”三部分进行。
林秀芳校长与全体师生共上开学第一课。她
期待：二小学子乘“文明”之风，担家国责任，
立凌云志，向九霄长，成栋梁材!关于“文明”，
她送给孩子们三句话：一是要认真学习文
化；二是要有好习惯；三是要爱护自然花草。
之后全体学生齐诵《风雅少年说》，并誓言，
为了更美好的中国而努力读书。最后，全体
师生在合唱《生长吧》中开启了新学期的第
一天。

(程淳)

皇冠中学：普及防疫知识 弘扬抗疫精神

9月1日，皇冠中学举行2020年秋季“开

学第一课”活动，喜迎新学年。由于防疫的特
殊要求，升旗仪式采用线上升国旗的形式在
各教室举行，面对国旗，行注目礼，疫情之
下，师生们的国家自豪感油然而生，嘹亮的
歌声响彻校园。

升旗仪式后，校长苗延亮同志做新学期
致辞，希望每位同学懂得爱自己，以笃定的
心志，专一的选择，不懈的努力，在未来各种
变化中稳如泰山，满载而归。随后，各班级开
展了主题为“普及防疫知识 弘扬抗疫精
神”的班会课，分组练习防疫具体要求，在英
雄人物的引领下抒写新学期的憧憬与希望。

明珠小学：明心润德，磨砺成珠

9月1日，明珠小学开展了“明心润德，磨

砺成珠”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丰
富多彩，分为入门礼、开蒙礼、升旗仪式、校
长新学期寄语、诵读《礼仪操》、赠书礼、教师
宣言、呼号等多个环节。

活动上，王晓娜校长引用“沙子变成珍
珠”的故事鼓舞着全校师生，新的学期，新
的起点，新的挑战，也孕育着新的希望和憧
憬。

本次活动的开展为学生良好习惯的养
成和安全意识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学
生的校园生活奠定了基础。

(陈琦)

高新区实验小学：扬爱国情，立报国志，葵园起航

9月1日，威海市高区实验小学举行“扬

爱国情，立报国志，葵园起航”2020年秋学期
开学典礼。

庄严的升旗仪式过后，各年级校围绕
“扬爱国情，立报国志，葵园起航”的主题，分
别展开“疫情防控”“习惯养成”“诚信爱国”

“节俭爱国”四大篇章的学习交流，楹联、书
法、绘画、阅读、写作、吟诵、标语创编、成语
故事分享等丰富多样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
收获中明确卫生安全、良好习惯、文明礼仪、
品德修养的重要性，并决心以实际行动践行
爱国行为，助力国家未来。

(邵彦慧)

统一路小学：书香启智童年，感恩立志践行

9月1日，统一路小学举行“书香启智童

年·感恩立志践行”新生开蒙仪式暨开学典
礼。

上午8时，全体一年级新生在老师的带
领下，一起穿过“启智门”，带着好奇与自信
一年级小朋友真正进入小学学习生活；之
后是庄严的升旗仪式，少先队员行队礼，国
歌嘹亮、威严庄重，展现着全体师生以饱满
的精神状态，真挚的爱国情怀。孙爱华校长
在新学期致辞中，希望孩子们做一个具有
家国情怀、读书明理、勤俭节约的时代好少
年。

(冯永香)

千山路小学：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

为营造浓厚的开学氛围，引导学生从小

立志当好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月1
日，千山路小学进行2020年开学第一课。

活动上，李自梅校长号召全体学生明确
自己的奋斗目标；要求全体老师以饱满的热
情去迎接新的挑战。接着，四位老师朗诵《载
着使命前行》，并代表所有老师宣誓，严格规
范自身，做新时代合格的教师。

此次开学第一课激发了师生的爱国情
和报国志，今后，学校将继续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培养“勤实践、乐探究、爱创造”的千山
好少年。

(徐连超)

蒿泊小学：向上吧，少年

9月1日，蒿泊小学的同学们开启了新的
学期。学校各年级开展了相应的主题活动。

一年级新生将新学期自己的希望与愿望写
下来或画下来以班级为单位投进梦想瓶内，
一年以后再打开，验证是否实现。同时，2-5
年级各班在班主任带领下，召开了《秋季安
全第一课》，师生共同学习了《向“抗疫”英雄
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开学防疫知识》
等相关内容，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懂安
全、人人保安全”的校园安全氛围。

通过“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不仅让学
生认识疫情、了解疫情，而且让学生理解灾
难无情但人有情，更深刻地理解了责任和担
当，更由衷地懂得了敬畏生命、感恩生命。

(刘蓓蓓)

古寨小学：传承红色基因 逐梦新时代 做好接班人

9月1日，古寨小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
逐梦新时代 做好接班人”开学第一课活

动，号召师生不忘初心，用实际行动做好新

时代的追梦人。
为增强一年级新生入学的仪式感，学校

铺设红毯、设置气球拱门，一年级的同学们
在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的牵手下，走上红
毯，来到操场指定位置。

升旗仪式结束后，刘爱民校长欢迎一年
级新生来到古小温暖大家庭，要求同学们当
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用实际行动
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

学校还进行了暑期项目式学习的展示
活动，小古文仿写、科学探究等，充分展示古
小学子勇于探究、勇于实践的风采。最后，全
体师生进行宣誓，铿锵的旋律在校园上空回
响。

温泉学校：迎着未来，即刻启程

9月1日，温泉学校举行了以“学习新思
想，做好接班人”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活
动，老师们带领学生学习理解并积极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新的学期共同开启新的篇章。

开学第一课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学校全
体师生参会，接受仪式课程的浸润，为新学
期添动力。随着庄严的国歌响起，全体师生
目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每一个人都满腔热
情，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对祖国崇高的敬意。

(刘新伟)

恒山实验学校：以青春之名，致敬中国力量

为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强化责任感和
担当意识，9月1日，青岛路小学以“少年强，
中国强”为主题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教育活
动。

在主题班会课上，班主任老师们讲解疫
情防控知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爱国教育、
班规建立及习惯养成教育等活动。此次教育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青小学子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

(李冉)

青岛路小学：少年强，中国强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9月1日，
威海恒山实验学校以“以青春之名，致敬中
国力量”为主题，通过励志、传承、践行三阶
段，开展“思政第一课”，立志向、有传承、亲
身行。

9月1日，长征路小学围绕“我和我的祖
国”为主题对学生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
育，将个人理想和祖国繁荣发展发展紧密结
合，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复兴的时代新
人，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张伟伟)

长征路小学：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

威海市实验中学：传承家国情怀，争做典范少年

为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翻开全校师生奋
斗的新篇章，9月1日，威海市实验中学开展

“传承家国情怀，争做典范少年”2020年秋季
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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