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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 硬核助成长

本报讯“同学们，我手里拿
的这种‘糖’从包装上看与普通
糖无异，但实际上，这种‘糖’里
面掺杂了毒品成分，吃了后大脑
就会处于兴奋状态，严重损害我
们的身体。”8月 30日，在郑州中
学崇德剧场外，同学们被民警手
中的毒品宣教模型吸引，纷纷驻
足观看，一堂禁毒公开课由此拉
开序幕。

为进一步推进中学生毒品
预防教育，延伸禁毒宣传防线，
在郑州市禁毒办、郑州禁毒协
会、郑州高新区禁毒办的指导
下，高新区党群工作部、郑州市
公安局高新分局、社会事业局、
舜华社工联合在高新区郑州中

学崇德剧场举办“开学第一课
禁毒不缺席”暨万人毒品预防知
识学习教育活动。

郑州中学400余名高中生参
加活动，全区6万余名中小学生、
5万余名网友通过河南省电视台
法治频道直播同步在线观看课
程，这堂“开学第一课”线上线下
都收到了如潮好评。

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
是非能力弱，容易受到诱惑走上
歧途的特点，课堂上，郑州禁毒
协会宣教主任张筱筱、高新区禁
毒民警马强结合真实案例，采取
以案说法的方式，对毒品的概
念、种类、危害以及应该如何远
离毒品等进行介绍，帮助同学们

增强自身识毒、防毒、拒毒的意
识和能力，在思想上、心理上、
行为上构筑起拒绝毒品的坚强
防线。

除了禁毒知识宣讲，现场还
举行了禁毒知识问答活动。面
对禁毒老师提出的问题，同学们
你争我抢，纷纷抢夺问题“回答
权”，现场气氛热烈。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赵毅向广大师生致新学期禁毒寄
语。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书
记、局长邱明升表示：“在毒品犯
罪日益低龄化的背景下，面向青
少年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可以帮助
他们系好第一颗‘禁毒纽扣’。”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薛玉白

本报讯 8月 31日，高新区宏
达路小学邀请郑州航天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举办“筑梦航天，启航未
来”主题航天科普知识进校园活
动，向同学们普及航天科普知识，
不断提高探索科学奥秘的浓厚兴
趣，激励孩子们从小树立为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勇攀科技高峰而
奋斗的精神。

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赵君华为孩子们做航
天科普知识报告。赵君华向孩子
们阐述了人类从古到今的飞天探
索历程，解读了中国航天的发展
进程，展望了未来太空的发展前
景。报告中，他利用电子图片、声
像和直观演示等方法生动介绍了

“神舟五号”等飞船上许多神奇的
科技材料，穿插演示分析了一些
航天科学原理。借助形象的影视
资料，同学们知道了火箭是怎么
一层一层穿上“衣服”，又如何被
运到发射台，再经过几级分离完
成太空遨游的过程。

一个半小时的精彩报告，不
时传来孩子们的惊叹声和掌声。

据悉，赵君华毕业于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现为郑州航天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电连接器主管
设计师、高级工程师，先后承担
载人航天、北斗二代导航、空间
站建设、暗物质探测卫星等为
代表的国家重点型号配套产品
设计工作，在行业期刊和学术

会议发表论文著作 10余篇，并
荣获中央企业“优秀共青团
员”、河南省国防科技进步二等
奖等荣誉。

活动最后，郑州航天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党群工作处副处长
徐忠生代表公司向宏达路小学
捐赠一架长征五号火箭模型，校
长汪春蕾上台接受捐赠。

汪春蕾希望孩子们通过聆听
科普报告，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
更多了解航天知识，培养自己探
索科技奥秘的兴趣和能力，努力
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长大后为中国科技的发
展腾飞作出应有贡献。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许丽琼

这堂禁毒公开课人气爆棚

郑州中学 郑州市37中

本报讯 怀着对新学期的憧
憬，郑州市第三十七中学迎来了
一张张新老面孔。为了营造良
好的开端，9月 1日，郑州市第三
十七中学推陈出新，开展了多彩
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

实践第一课，劳动最光荣。
为落实“双减”要求，让劳动进校
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学校开设了劳动第一课。同
学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正式开
启了一次与土地的“约会”，有的
同学认真整理校园卫生，精心布
置教室设施，细心对待每个角
落，除尘布新、不留死角，有的同
学领取工具，戴上手套，化身“农
夫”，挖地除草，尽情体验劳动的
艰辛与快乐。本次活动培养了
学生劳动最光荣的观念，让学生
热爱劳动、向阳而生、向美而行。

班会第一课，规范要养成。
为帮助学生迅速转变心态，各班
纷纷召开“开学第一课，规则入我
心”主题班会，在进行文明行为、
交通安全、饮食健康等常规教育
的基础上，重点从学校发展、教学
常规、课堂规范、学习生活习惯养
成等方面进行入学养成教育，激

发学生爱国爱校的朴素情感，提
升学生遵守纪律的思想认识，规
范学生的行为举止，逐步培养文
明学生。同时通过“家长第一
课”，对新生家长在教育上面临的
困惑进行答疑解惑，获得家长信
任，营造家校合力的良好生态，为
孩子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禁毒第一课，安全伴我行。
为引导学生自觉抵制诱惑、坚决
远离毒品，学校开展“开学第一
课，禁毒我先行”禁毒宣传进校
园活动。通过观看禁毒视频、悬
挂电子横幅、设置知识展板等方
式，向师生介绍新型毒品的形
状特征，重点讲解吸食毒品的危
害、预防毒品技巧，引导学生提
高识毒、防毒和拒毒意识，真正

做到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共学第一课，精神永传承。9

月 1日，学校组织学生集体收看
“开学第一课”专题节目。今年
“开学第一课”以“奋斗成就梦想”
为主题，谷爱凌、谢华安、王巍、姚
檀栋、戴兴等一位位人生导师，用
一个个真挚动人的故事抒写了一
幅幅可歌可泣的时代画卷，树起
了一座座精神的丰碑。同学们安
静地听着那些奋斗的故事，追寻
着中国发展的足迹。榜样人物的
引领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引
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传承民族
精神，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延续
千年文明的荣光，努力成长为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 9月1日上午9时，高
新区第一幼儿园开学典礼暨第一
周升旗仪式迎着朝阳如期举行。

当国歌声响起，全体师生高
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孩
子们用最稚嫩的语言，最坚定的
语气表白祖国妈妈，爱国心、报国
情、强国志在孩子们的心中萌芽。

在暑假期间，有近 200名中
班、大班幼儿在爸爸妈妈的陪伴
下坚持阅读、记录阅读存折。幼
儿园为孩子们颁发了“小小阅读
星”奖状和“高小新阅读奖牌”。
金灿灿的奖牌在阳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孩子们带着祝福和鼓
励向新学期快乐出发。

仪式感满满的小游戏为孩

子们的开学典礼增添了别样的
记忆。孩子们为新学期点画“你
的笑脸”，原来最美的遇见叫“我
在幼儿园等你”。一笔一画都印
证着孩子们新的成长，每一张笑
脸就像在向我们招手，时刻记录
着三年成长的点滴。

“当领操队长 1次”“优先选
择区域 1 次”“当选 1 次小老
师”……创意满满的幸运星，让
孩子对新学期多了一份喜爱和
期待。在教师的帮助下，孩子们
陆续开启幸运箱，获取新学期的
“专属特权”。

教室里，孩子们用自己喜爱
的方式记录着“升班登机牌”，他
们带着满满的憧憬与希望启
航。开学第一课中，孩子们讲述

自己有趣的暑假见闻，老师讲述
着安全和卫生防疫知识，让孩子
学会自我保护、科学防护。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王梦婷 文/图

开学典礼仪式感满满

高新区第一幼儿园

送你一朵“小红花”

郑州中学附属小学

本报讯 8月 31日上午，在
高新区莲花街第二小学，一年级
新同学在家长的护送下走进校
园，正式迎来小学生活。

为确保新生报到高效、有序
进行，开学前学校和老师们进行
了周密部署及计划。明亮的教
室、整齐的桌椅、精心绘制的黑
板报……无一不彰显老师们的
期待与用心。

经过精心准备，一场仪式感
满满的开学仪式呈现眼前：入校
通道铺上了红地毯，孩子们迈着
欢快的步伐走进美丽的校园；小
朋友们充满好奇地抚摸大葱、青
提、小鼓、橙子、柿子等物品，收
获美好寓意；在签名墙上写上自
己的名字，领取象征身份的升班
车票，正式乘上开往新旅途的
“列车”……

现场还进行了“拜师礼”“朱
砂启智”等传统礼仪，引领一年
级新生踏上幸福的启蒙之路。

接下来，学校将秉承着“生
命与热爱同行”的办学理念，
为实现“打造好学校、发展好
老师、培养好学生”的三好目
标继续努力，为学生插上梦想
的翅膀。
记者 孙庆辉

传统礼仪引领新生踏上启蒙之路

莲花街第二小学

本报讯 8月 31日，交警十
一支队走进郑州大学实验小学
西校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二
大队副大队长姚家阔向学校师
生讲解了交通安全知识，教育学
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
陋习，增强交通安全意识。与学
生们互动交流，倡议学生们通过
“小手拉大手”活动，将安全知
识、安全理念分享给身边的亲人
和朋友，以点带面，带动家人养
成良好的文明出行习惯，共同维
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9月 1日，交警十一支队来
到郑州艾瑞德学校，为师生们送
上一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车管大队大队长王兆利围绕交
通事故的危害与提高交通安全
意识的重要性展开讲解，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让学生们对交通安
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现场互动环节，同学们近距
离观看了铁骑摩托及警用装备，
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认真听取
了铁骑王艳飞的讲解，寓教于
乐。最后，车管大队民警王锐对
该学校校车进行检查，督促学校
严格执行校车安全管理规定，加
强校车安全内部管理，落实交通
安全责任，确保学生的出行安全。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常鑫鑫 文/图

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

交警十一支队

宏达路小学

航天科普知识讲座进校园

本报讯 8月 31日，一年级向
阳萌娃们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踏
进郑州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
校园，开启未来6年的崭新旅程。

新生入校，仪式感拉满。精
心装扮过的校园，焕然一新，灿烂
的阳光也爬过校园的围墙，探出头
来，翘首期盼着小萌娃们的到来。

前方高能提示，小萌新们即
将登场！一年级全体新生拿着
《入学手册》，在爸爸妈妈的陪伴
下来到学校。跨过“向阳门”，预
示着新生们从跨入校园开始，便
是心向阳光、逐梦启航。今天，他
们就是校园里最靓的仔。

多彩教室里，整齐的桌椅、
创意的布置以及精心包装的书本
是一年级老师送给孩子们的第一
份礼物。小萌新们将承载梦想的
卡片“投递”在梦想箱里，让梦想
从教室起飞。从最初的害羞生涩
到自然熟识，孩子们认识了像妈
妈一样亲切的老师，更收获了新

伙伴的友谊。
向阳生长、收获希望。从一

粒种子到向阳生长。收下老师赠
送的葵花籽，预示一年级的小萌
新们沐浴在郑大附小的阳光下，
带着多彩的梦时刻准备发芽，向
尚而为、茁壮成长。

探秘校园、活力无限。阳光

所到处，灵动身影起。小萌娃们
在校园里兜兜转转，跟随着高年
级的哥哥姐姐到处打卡，或收获
一枚“启智痣”，或驻足观赏文化
墙，或观看社团课程表演……相
信与郑大附小的初见，定会成为
将来深刻的限定回忆。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郑州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

这一刻 陪你开启全新成长历程

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

朝气满满迎开学
本报讯 8月 31日，郑州市创

新实验学校迎来了一群可爱的小
萌娃。带着对新生活、新环境的
憧憬，他们脸上露出了期待又兴
奋的神情。

早上8时，在老师的引导下一
年级萌娃们就有序入校，一年级
全体教师早已拿着班牌站在相应
位置等候萌娃们的到来。

萌娃们挥别父母，在老师的带
领下穿越彩虹拱门，带着期待与希
望踏着红毯朝着各班教室走去。

为了迎接小朋友
们的到来，老师们早早
就布置好了教室，气球、
彩带、新书、文具、黑板

画、入班仪式……无不诉说着老师
们对一年级萌娃们的爱与期待。

祖国省份墙、河南地市介绍展
板旁围满了爱学习、有求知欲的孩
子们，在老师们的讲解下，他们对
祖国的理解和热爱又加深了几分。

“小眼睛，看老师；小嘴巴，不
讲话……”教室中的孩子们认真
学习着口令，老师们用亲切的话
语一遍遍耐心地引导孩子们如果
回应口令、如何起立、如何举手、
如何去厕所等。

通过一天的小学生活体验，
孩子们对如何成为一名小学生有
了初步的认识，进校时迷茫的眼神
也在不断学习中变得自信、坚定起

来。期待孩子们在创新大家庭中
启航梦想，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本报讯 一朵小红花，开在
新长的枝丫上，是希望；一朵小
红花，开在牛羊遍野的天涯，是
梦想。

近日，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桂
花街校区、玉兰街校区、冬青街
校区一年级的小萌宝们来了。
送你一朵小红花，见证成长。

第一朵小红花，送给开心入
学的你。当上午入校的钟声敲
响，美丽的相逢便开始绽放，一
年级新生分批进校，郑中附小向
一年级的小萌宝们敞开温暖的
怀抱，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
待，小萌宝们洋溢着欢笑，与校
园热情相拥。

第二朵小红花，送给独自跨
入校园的你。走进校园的那一
刻，附小的小萌宝们感受到了学
校满满的爱。彩虹拱门、成长
树、小红花、神秘小礼物、游园探

秘……游园开始了，小萌宝们拿
着游园卡，按照提示逐项打卡。
打卡点的老师们热情接待，在孩
子们参观完成后盖上印章表示
通过。小萌宝们被干净优美的
校园环境和各种功能室的设施
设备深深吸引，充满好奇。他们
拿着游园卡边参观游玩，边不停
询问，喜不自胜。

第三朵小红花，送给求知探
索的你。“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小
学，校园好美！比我想象的还要
大呢！”“嘿！你好！以后我们就
是好朋友啦！”“阅读广场里真安
静！我最喜欢阅读了，我喜欢这
本，你喜欢哪本？”“那里是教室，
这里是厕所，旁边是饮水处。
瞧！我都知道，爸爸妈妈再也不
用担心我会把自己走丢啦！”……

第四朵小红花，送给广交朋
友的你。新的学期，新的征程。

郑中附小送你一朵小红花，愿你
积极向上；送你一朵小红花，愿
你勇往直前；送你一朵小红花，
愿你快乐成长；送你一朵小红
花，愿你绽放梦想。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陆静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