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开学典礼上，全校师生共唱《我爱你
中国》。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超 摄

本报9月2日讯 今天上
午，中南大学为15668名新生
举行开学典礼。现场，中南大
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田红
旗为全体新生的大学生活“划
重点”———“立德修身是最大
的学问、最好的学历。愿你们
的大学时光聚成人生光源！”

面对众多“萌新”，毕业
于中南大学的“学长” 田红
旗， 把中南大学喻作温暖而
强大的光源， 鼓励同学们融

入中南大学，闪耀青春岁月。
她呼吁大家：“及时当勉励，
青春不再来， 大学时代正处
在从集聚光亮到自成光源的
飞跃期。”虽然光亮或许有大
有小， 但每一次努力发光都
弥足珍贵！梦在心中，路在脚
下。“唯有吸纳光亮， 上下求
索，对科学不断求证，对真理
不懈追寻，才能驱散迷雾、明
确目标、聚光前行。”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轩

每年的开学典礼上，长沙各
个学校的校长讲话，被视为是给
孩子们上的开学第一课。这个开
学季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纪念日， 不少校长也在讲话
中，为学子们讲述身边的爱国故
事，厚植家国情怀。

湖南师大附中校长谢永红：
趣，志趣。习近平总书记曾

寄语青年：“要励志，立鸿鹄志。”
鸿鹄之志，就是要把自己的理想
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
民族的命运紧密关联起来。胸怀
祖国、心系苍生，这种从建校伊
始就携带而来的革命基因，代代
传承、生生不息，将一代又一代
附中人紧密连接在一起，成为他
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华民族
的崛起与复兴而团结进取、奋发
有为的强大精神动力。

长沙市第一中学校长廖德泉：
“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用不着等待什么特殊机会，他完
全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表现自
己对祖国的热爱。”同学们，我们
每个人都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 要从实际出
发，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律护航
青春路，以奋斗抒写爱国情。

长郡中学校长李素洁：
高中三年是同学们成长为

独立自主的成人最关键的一个阶
段， 希望你们都能成为一个相信
自己、相信希望、相信真理的人。

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
同学们，国家兴盛，与有荣

焉，国家进步，在我青年。身受国
家的养育，散发着青春光芒的你
们，当为国家的未来，发展自己
的生命。在未来，你们不仅是雅
礼荣光的延续者，更是国家命脉
的接棒者，愿你们以个人修为助
力于更为强盛的中国。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校长邓智刚：
攀登， 你们当筑就远大梦

想。攀登，你们当制定明晰路线。
攀登， 你们当秉持坚定意志。攀
登，你们当欣赏一路风景。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校长
张迪平：

今年恰逢“五四”百年，金秋
之时又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历史必将赋予你们特殊的使
命。愿你们做永远向上走的青少
年，如鲁迅先生所说，“大胆地说
话，勇敢地进行”，不断质疑，不
断思索，真挚、严肃地面对学习
与生活。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整理

本报9月2日讯 为致敬
烈火英雄， 感恩他们的汗水
与付出， 提高孩子们的消防
安全意识，开学前夕，长沙市
消防救援支队携手肯德基举
办“致敬烈火英雄———肯德
基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
主题活动。

“消防员叔叔你们辛苦
了，请喝杯饮料吧！”来自长沙
市的亲子家庭与肯德基员工
们一同为战斗在一线的烈火
英雄们送上一千杯肯德基饮
品和亲切慰问。消防安全小课

堂上，小朋友们不仅近距离接
触满载“救援神器”的德国曼
抢险救援消防车，更是学习到
了丰富的消防安全知识，能更
加从容地避免今后生活中的
意外伤害。

进入中国三十多年以来，
肯德基一直致力于通过遍布
中国1200多个城市的6000多
家餐厅，为周边社区提供“好邻
居”般的温暖关爱，推出一系列
立足本地的社区回馈活动。
■通讯员 符聪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洪秀妍

长沙中小学迎来新学年，爱国教育、环保等成开学典礼“高频词”

开学第一课：唱响“爱国”主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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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号，出发！”9月2日，岳
麓区博才中海小学通过“平安
号”列车形式，给学生们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向
同学们普及了垃圾分类环保知
识， 帮助他们增强环保意识，为
他们成长、成才打牢根基。

课堂中，学校设置以答题闯
关的形式模拟进站乘车流程。第
一站，老师在教室模拟售票厅，学
生通过答题的方式获取平安号车
票。而后购票、过安检、候车室等
待、 检票口等环节都需要同学们
回答垃圾分类知识才可通过。

同学们拿到车票后集齐3
个通过章， 方能成功登车。“我
在家里准备的垃圾分类题都用
上了，第一个登上列车，特别开
心。”五年级五班的周凡同学开
心地说道。

玉米棒是什么垃圾？ 碎玻
璃该扔在哪里？一早，雨花区枫
树山大桥小学的孩子们惊喜发
现， 靠近校门处摆放着大大的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桶， 黎托街道广益社
区的志愿者们， 将写有不同垃
圾名称的小牌现场投放， 引导
孩子们体验垃圾分类。 社区还
准备了3000份萌趣的垃圾分类
知识手册。“图文并茂的手册，
让我们更能记住垃圾分类的知
识。”五年级学生谭诗凡说。

此外，记者获悉，在岳麓区
周南梅溪湖小学、 潭州实验小
学、 博才白鹤小学东校区和今
年新增的西校区的开学典礼上
都有垃圾分类元素。 萌娃们纷
纷化身“环保卫士”，开启动力
满满的新学年。

9月2日， 长沙市中小学
迎来开学第一天， 多所中小
学举行了开学典礼。今年，正
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 爱国主义教育也成为了
长沙市今年各中小学开学典
礼的主题。校长们金句频出，
“真正的爱国，不用等机会。”
“以个人修为助力于更为强
盛的中国。” 校园里飘荡着
《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
国》等熟悉的旋律，学生们用
各种方式向祖国告白。

■记者 黄京 和婷婷
通讯员 陈卫
视频 和婷婷

歌曲传颂爱国情谊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
一首赞歌……”长沙市11中高一
音乐班的乐器演奏和合唱，拉开
了该校开学典礼的序幕，现场近
3000名师生挥舞着手中的红旗，
随着旋律一起合唱。 歌声嘹亮，
宛转悠扬， 传递浓浓的爱国情
谊，也瞬间点燃了大家的爱国之
情。在签名墙上，师生们争先恐
后写下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该校高一年级班主任罗冬说，开
学第一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
别是用这种新颖的方式，能够真
正触动每一个人的心。

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也开
展了以“心有祖国，使命担当”的
爱国主题教育。大家或朗诵《我
的祖国》，或演唱《我爱你中国》，
尽情抒发着自己内心的自豪与
荣耀。

70年时光70张拼图

长沙市青竹湖湘一外国语
学校举行了“70年时光拼出来”
主题开学活动。70个班级派出
代表合力拼出70张拼图， 每一
张拼图都展现着新中国的一个
历史画面。该校学生纷纷表示，
在“拼”的过程中，阅读属于祖
国的一段时光故事， 也感恩今
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而在长沙市雅境中学举行
的以“‘雅’承红色基因，‘境’献
伟大祖国” 为主题的开学典礼
上，91岁的抗战老兵郭培金分享
了自己的峥嵘岁月。他曾亲历抗
日战争， 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 后来又为支援建设来到湖
南，人生经历了无数的选择与坎
坷。“在经历了烽火硝烟的岁月，
枪林弹雨的年代之后，我对今天
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 老人的
讲述， 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位师
生。该校校长金虎成认为，不管
是70后、80后还是90后、00后，
都应当“爱校、爱家、爱国”，“做
一个有德的人、 做一个有根的
人、做一个有情的人、做一个有
光的人”。

读书立志
心有家国

爱心饮品致敬烈火英雄
长沙消防携手肯德基开办“开学第一课”

校长寄语

中南大学:校长勉励学子“立德修身”

开学第一课
多校学习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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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长沙市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举行“70年时光，拼出来”主题开学活动。70个班呈70字样集结，并
派出班级代表拼出70张拼图，象征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奋斗时光。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喻果丰 摄

分镜头·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