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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在浓浓爱国主义情怀中迎来新学期
150万中小学生昨开学，沪上学校以各种形式追寻红色记忆赓续红色基因

满怀着憧憬与希望， 新学期如温暖
的春风如约而至。

昨天是上海 150 万名中小学生开学
第一天，在黄浦区海华小学开学典礼上，

发生真实而感人的一幕———“袁隆平爷
爷算过一笔账， 全国有近两亿亩盐碱地
可以种植水稻， 如果可以在全国推广种
植 1 亿亩，预计可年产粮食 500 亿公斤，

这样就能解决一亿五千万人的吃饭问题
啦。 ”面对着全校师生，当这一个个数字
从四年级小学生张馨文口中清晰蹦出
时， 随之而来的是孩子们的阵阵惊叹和
欢呼。台上，张馨文和妈妈高盈声情并茂
地讲述着“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
故事； 台下，71 ?的奶奶沈伟行边仔细
对着电脑切换 PPT 页面，边抹了抹眼角。

参加孙女学校的亲子故事会， 让曾
是科研工作者的奶奶内心激动。“建设科
技强国， 就是靠一代代科技工作者艰苦
奋斗。如何让现在的孩子体会到这一点？

这个寒假，我就带着孩子，从袁隆平研究
的一粒粒种子开始查起， 让她逐渐明白
其中的道理。 ”沈伟行这样告诉记者。

打造校园“四史”长廊、举办一起学
“四史”亲子故事会……结合庆祝建党百
年，今年，不少沪上中小学校通过开学典
礼、班会课、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追寻
红色记忆，赓续红色基因，精心为孩子们
上好“开学第一课”。

三代人齐上阵，把“四
史”讲给你听

从中共一大召开到南昌起义， 从新
中国成立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 从改革开放到全国齐心抗疫……昨
天上午八点半， 黄浦区海华小学开学典

礼以别开生面的亲子故事会“听，我们
讲那过去的故事”拉开序幕。学生和家
长代表以时间为轴， 选取了十个从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开始的 “四史”故
事，走上舞台向全校师生娓娓道来。

刚刚过去的寒假，四（1）班学生张
馨文和妈妈、奶奶一起翻书、查文献、

在网上搜索资料———老中青三代人一
起前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 只为在开
学日向全校师生讲述最真实的袁隆平。

如何在十来分钟内将改革开放这
个“宏大命题”讲得精彩生动？一（2）班
的华亦肖和沈业轩同学以衣食住行为
突破口， 拿出爷爷奶奶穿中山装和的

确良裙子拍的老照片、 聊聊妈妈当年凭
钢琴票买来的聂耳牌钢琴……他俩从粮
票说到年夜饭， 从学校周边的石库门说
到如今居住的宽敞明亮的高楼。

“一个个故事， 承载的是一段段历
史，只有不忘昨日的苦难辉煌，才能无愧
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让家长带着学生一起钻研，共同讲述，相
信能给孩子们的新学期留下更为难忘的
记忆。 ”海华小学党支部书记陈菊表示，

学校还将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有层次、

有主题地推进师生学习“四史”，帮助学
生树立远大理想， 从而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深奥理论寓教于乐，
让孩子入脑入心

在松江区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 ，

600 多名小学生前往教学楼的必经之路
变成了一条知识问答的长廊。 昨天是新
学期第一天， 学校寓教于乐， 将知识问
答融入 “四史 ” 教育 。 记者在现场看
到， 回答正确的孩子们从老师手上得到
贴纸作为奖励， 而暂时被一些问题难住
的同学， 也在现场认真地学习。

据悉， 学习 “四史” 是该校在今年

寒假前布置的特殊假期作业， 以丰富的
活动取代书面作业， 小学生们通过听祖
辈讲当年抗美援朝的故事、 看 《两个小
八路》 抗日主题电影、 阅读 《长征的故
事》 绘本、 参观一大会址、 听爸爸妈妈
讲当年的生活故事等方式学习 “四史”。

“为了把深奥的理论和历史变得生
动有趣， 激发孩子们学习 ‘四史’ 的热
情， 我们特意搭建了丰富的展示平台。”

校长李燕华告诉记者， “四史” 教育早
已融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 学
校与附近的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结对， 邀
请身穿军装的教官定期为小学生们带来
国防大讲堂。 耳濡目染中， 很多孩子从

小树立起了对军人的崇敬， 甚至在作文
中表达了未来从军报国的理想。

品年俗闹新春，做传
统文化传承者

“看过电影《流浪地球》，读过科幻小
说《三体》，我对探索浩瀚宇宙充满了兴
趣。未来，我们能否坐上宇宙飞船遨游宇
宙、 漫步月球， 这都依赖于祖国航天事
业、航天技术的发展。 为此，我要认真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锻炼好身体，希望早日
成为一名航空航天科学家！”静安区第一
中心小学的开学“灯笼秀”上，五（2）班的
陈知非同学介绍起自己挂在灯笼下的微
心愿。 类似的一百个微心愿昨天随着灯
笼被师生点亮，并挂到教学楼西走道上。

“品年味，写春联，挂灯笼，猜灯谜，

闹新春” 也是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
传统。 开学仪式上，师生们先后上台，和
大家分享自己精心创编的春联。 献上新
春和新学期的美好祝愿。 一师附小校长
鲁慧茹也带来了新年祝福， 希望学生们
要成为脚踏实地的小“勤”牛、身强体壮
的小“蛮”牛，同时要成长为一心向党的
小“红”牛，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认真学
习“四史”，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昨天上午， 沪上各大幼儿园也迎来
了重新回笼的“小神兽”们。 由于开学第
一周就将迎来元宵佳节， 中国福利会托
儿所特意安排了民俗节主题活动。 老师
们早早地布置好了场地， 给孩子们准备
了形式多样、充满特色的民间游戏，舞小
龙小狮、跳橡皮筋、玩沙包、跳房子、抬轿
子、摇小船……让孩子们在自由选择、自
主游戏的过程中， 既体验到有趣的民间
游戏，又获得与同伴合作或竞赛的乐趣，

同时也对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有更
为深刻的认识。

未来的建设者，今天在心里埋下“种子”
浦东开发开放史走进中小学课堂，让青少年从沧桑巨变中汲取奋斗力量

少年强则国强。 昨天是上海中小
学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浦东新区 340

多所中小学约 35 万学生共同观看了
一堂特别的“浦东开学第一课”，透过
视频深入了解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多年
来所发生的沧桑巨变。

这一时长 30 分钟的节目以“沿着
总书记的足迹 看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
不忘初心 永远奋斗”为主题，也是浦
东新区首次结合重大题材、 采取真人
秀方式录制开学首课， 让全区中小学
生感受浦东奇迹、 感悟浦东精神，“认
识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改革开放
是奋斗出来的”。

在这堂 “浦东开学第一课” 节目
中，13 位学生代表沿着 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参观线路，由讲
解员王韵正引导， 深度体验参观浦东
开发开放 30 周年主题展。

借助时间和空间交织的形式，展
览内容和实地真景在视频中交替呈
现 ，室内室外 “闪回 ”，历史现实 “穿
越”，同学们看得津津有味。 说到小陆
家嘴区域的今昔对比时， 逼真的弄堂
置景还原陆家嘴金融城 30 年前的样
貌：竹编藤椅、木质马桶、蜂窝煤球、水
泥水槽勾勒了时代印记， 居民家的外
衣、睡裤、被套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气息。

看着过去曾经破旧不堪且下雨经
常要积水的地方， 如今却齐聚着浦东
乃至上海标志性的“三件套”高楼，上
海实验学校东校学生俞皓雅被如此翻
天覆地的变化深深震撼：“这些浦东的
奋斗者太了不起了！”正在念初一的她
已经立下志向， 未来要当一名救死扶
伤的医生：“我们是浦东少年， 生于浦
东，长于浦东，虽然没能参与到浦东开
发开放的前三十年，但是，让我们一起
迎接挑战， 为浦东未来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

此次“浦东开学第一课”还邀请了
数位浦东开发开放早期的亲历者，他
们生动地讲述了当时的奋斗故事。

首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
总经理王安德为同学们“揭秘”中国人
民银行入驻浦东的大量细节。 为了感
谢金融机构的“领头羊”———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分行率先搬到陆家嘴， 开发
公司 “非常有意义地去找了一只真的
小白羊，把它洗干净了，披上红绸带，

然后抱着它， 送给了我们人民银行上
海分行的行长”。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
院长陈高宏曾长期在浦东新区工作，

他向同学们讲述了浦东开发开放之初
“难以想像的困难”：“当时办公条件很
简陋， 有时候就是两个人共用一张办
公桌。我们有的同事加班晚了，就在办
公室打个地铺。 ”

在上海实验学校东校党支部组织
委员、数学教师顾佛栋看来，作为开学

第一课，观看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节
目非常有意义：“国家未来的建设者，

今天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通过了解浦
东的昨天， 学生们可以从中获取更多
力量，‘激情澎湃’ 地面对现在学习中
的挑战和困难。 ”

浦东新区教育局副局长陈强表
示，开学第一课以前都是由“教育人”

来谈教育，这次专门引入社会资源，用
真人秀方式来讲课， 不仅是内容和形
式上的创新， 更是希望探索出社会教
育的新路子，把改革、开放、创新的浦
东基因、 浦东特质深深注入青少年学
生的思想深处。

昨天“浦东开学第一课”节目播出
后，后续还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配套活动，例如中小学生、各界青年
探营主题展，主题征文、摄影、绘画大
赛等，让更多青少年“浸润”式地了解
浦东开发开放的奋斗历程， 把新时代
浦东改革开放的“接力棒”接稳、传好。

“小神兽”归笼，上海警方全力护校安园
本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 家长们

在欢庆“小神兽”归笼的同时，心中其
实还有牵挂———孩子们的安全问题。

昨天， 上海公安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
线下活动， 不仅举办实战模拟事故应
急处置，把安全知识送进课堂，还疏导
和优化校园周边交通，让学校放心、让
家长安心。

昨天一早， 黄浦区蓬莱路幼儿园
的小朋友们回到了久违的校园， 在操
场上玩得不亦乐乎。这时，一位民警悄
悄地走进孩子们中间。“他好像是……

黄奕警官！” 小朋友们惊喜地发现，前
晚在电视节目 “公共安全教育开学第
一课”中出现的警察叔叔，此刻正和他
们打招呼。这让小朋友们兴奋不已。

“还记得‘开学第一课’中说到的
三匹‘码’吗？”“96110原创防骗歌曲会
唱吗？”为了让孩子们加深印象，黄奕
回顾了“开学第一课”中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的技能。

如今，一些低龄儿童会“借用”父
母手机玩游戏， 一些电信网络诈骗也
盯上了他们 。“用孩子们听得懂的方
式，教他们辨别骗局，是我们的初衷。”

黄奕介绍， 把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

码96110写进儿歌里，小朋友们能随口
吟唱，可以让他们从小建立防骗意识。

在杨浦区民办阳浦小学，“开学第
一课”则是一场考验心理素质的体验。

昨天上午， 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交警支
队和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开展校车应急
事故处置演练。演练中，一辆校车后侧
冒出大量浓烟， 学生们立即向跟车老

师呼救，老师告知驾驶员，并根据预案向
警方求助。

“请大家捂住口鼻，弯腰前行，不要
慌张！” 赶到现场的民警向车内学生呼
喊， 并帮助老师与驾驶员一同接抱学生
迅速撤离。随后，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

“这类演练可以给学生、老师和司机
带来规范化培训， 日后万一发生类似事

件，他们能迅速应对。”阳浦小学党支部
副书记张君表示。

昨天早上7点，徐汇区高安路第一小
学门口，在交警和辅警引导下，送学生的
私家车统一右转至建国西路上的临时停
放点， 非机动车统一停放在天平路建国
西路口的上街沿， 孩子们下车后在家长
志愿者的护送下， 沿人行道步行百米进
入校门。安全有序的背后，是徐汇分局交
警支队与校方、街道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以前大家把车
停在校门口的宛平路上， 这段路的交通
状况十分混乱， 从孩子下车到入校这短
短十余米， 最让他提心吊胆，“今天变化
太大了，沿途车流顺畅，人车各行其道，

哪怕远了点，还是很放心”。

记者还从公安交警部门获悉， 为结
合开学优化周边交通，警方及时、准确掌
握辖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开学情况，制
定“一校一方案”；依托信息化手段，提前
研判开学后的交通堵点、通行乱点，做好
排堵疏导； 完善学校门口及周边道路的
视频监控及“电子警察”设备、设置醒目
的提示标志，加大对闯红灯、不礼让行人、

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度。

此外， 公交公司的营运安排也进入
“开学模式”， 对途经学校线路在早晚高
峰时段增加营运班次。

加强早期识别助孩子切入“开学模式”

“开学综合征”困扰亲子家庭，医学专家建议家长：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沪上中小学
已经开学了。开学前一周狂补作业、提到
上学就不开心、 上课想睡觉……不少学
生玩心未退，“开学综合征”伴随而来。事
实上，就在寒假结束前一周，申城不少医
院就迎来了中小学生就诊 “小高峰”，就
诊的孩子集中在心理、呼吸道感染、视力
等问题。不少医生呼吁，家长要加强早期
识别，掌握科学方法，帮助孩子尽快切入
“开学模式”，缩短刚开学的不适应期。

布置的必读书目还没读完、 手抄报
没弄好……每年开学前， 因开学焦虑到
医院就诊的孩子不在少数。 这是一种儿
童对学校特定环境的异常焦虑， 是拒绝
上学的一种情绪反应， 甚至还有孩子在
开学前期出现头晕、胸闷、肚子疼，自主
神经功能紊乱如手抖、尿急等，俗称“开
学综合征”。

孩子紧张，家长焦虑。上海仁爱医院
儿科医生范亚可说， 家长对孩子首先要
有合理预期，焦虑之源绕不开学业表现，

因过分追求高标准的成绩给孩子造成巨
大的精神压力，后果可大可小。

“家长是孩子问题的第一发现者，家
长一旦发现问题的苗子， 建议应主动向
老师或医师寻求帮助，不要逃避，亲子间
多多沟通也有助缓解彼此压力， 大多数
孩子是可以在开学后的一个月内逐步适
应新节奏的。 ”范亚可说。

在医生看来，开学综合征能够预防，

也能及时控制， 家长应当掌握正确的方

法。范亚可介绍，如果孩子在开学伊始出
现轻微的适应不良或情绪不稳， 这提示
家长在下个假期要帮孩子做好调整。 因
为假期既是孩子休整的好时期， 也是为
下学期打基础的阶段， 只有在假期中帮
孩子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孩
子开学后才容易适应。

那么，如何预防和干预开学综合征？

专家给家长的建议是： 开学前就要启动
相关工作，逐渐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帮
助其慢慢调整心理状态。比如，家长可以
与孩子一起制定一张与学校生活同步的
“安排表”，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倒时差”，

自然回归到开学状态。 家长可有意识地
减少带孩子去娱乐、放松的次数，增多带
孩子去书店和图书馆看书的次数， 或进
行早、晚身体锻炼等。

范亚可同时提醒，初春天气变化多，

加之假期结束，返程务工、人群间的接触
频繁，将增加疾病传播风险。这些疾病中
除了新冠肺炎， 还有春季本就常见的传
染病，包括诺如病毒、流感、水痘、流行性
腮腺炎等。

“春季传染病高发，预防是关键，防
疫‘三件套’———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
交距离，不能忘。”范亚可提醒家长，近期
天气冷热变化频繁， 应注意给孩子合理
搭配膳食、规律作息，提高免疫力，避免
带孩子到人群聚集场所， 家里要保持空
气流通，让孩子身心健康、元气满满地投
入崭新学期。

家长也要做好规划，遇见更好的自己
上海家长学校开启“开学第一课”，百万家长在线学妙招

本报讯 （记者王星）伴随着沪上中
小学迎来开学第一课， 上海一百多万学
生家长也再度迎来属于他们的 “家长课
堂”。在上海家长学校在线课堂的“开学
第一课”上，多达138.1万人次的家长上
线听讲并与授课专家展开互动。

开学第一天， 孩子有没有早上起不
来？遇到难题的家长还真不少。作为授课
专家的上海体育学院心理学院贺岭峰教
授，就收到来自家长的一则求助。这位家
长道出家中实情：孩子刚读小学，本希望
在开学前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 但发现
如今的孩子很会利用父母的“弱点”来为
自己“谋福利”。“孩子知道早上八点要到
校， 最好七点就起床， 但他就是拖拖拉
拉，等着我们父母帮他穿衣服。孩子知道
我们要上班，等不及。”

贺岭峰表示， 孩子开始试探家长的
底线和边界， 且懂得利用家长的作息规
律来达成他的目标， 这从孩子成长的角
度来讲未尝不是好事， 是一个锻炼孩子

洞察人性，找到自己应对策略的方式。但
要想真正解决此类困扰， 家长还应真正
学会放手。“很多家长说要放手， 其实内
心是做不到的， 孩子也在不断地试探父
母，当孩子发现父母真的放手的时候，这
个问题就变成孩子自己的问题了， 他就
可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开学之初，贺岭峰建议广大家长，要
帮助孩子建立起“情绪对策库”，当孩子
遇到不良情绪，感到孤独无助的时候，就
有能力去应对或者寻求帮助。

此外，伴随着开学，家长应跟孩子共
同制定学习计划， 树立目标可以帮助孩
子明确方向，消除盲目感，也能帮助孩子
更快、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在这方面，

不仅孩子要做规划， 父母也要做规划。”

在他看来， 家长版的规划要遵循5个原
则：一是要具体；二是要可以量化；三是
要能实现；四是要与生活密切相关；五是
要有时间限制。有了这样的规划，相信家
长和孩子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昨日， 金山区消防救援人员来到金山区世界外国语学校， 为学生们上了消

防安全教育第一课。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吉飞摄

▲返校首日，徐汇区实验小学学生带来创意灯笼交流分享。

荨徐汇区实验小学学生进校前需进行体温检测和手部消毒。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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