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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寄语

---记 2021 秋季《开学第一课》

2021 年《开学第一课》以“理想照亮未来”为主题，通

过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和深刻

影响的典型故事，为全国中小学生呈现了一堂主题鲜明、富

有特色、生动有趣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科

学知识普及课，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努力成长

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

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向

先进典型学习。“心有榜样，就是要

学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

在学习中养成好的思想品德追求。”

新时代的青少年需要榜样教育，用榜

样的光辉照亮梦想的道路。

榜样是什么呢？是信念的能量，

是大爱的胸怀，是忘我的精神，是进取的锐气。《2021 开学

第一课》节目中没有出现一个流量明星，却形成了现象级传

播，让主流价值和英雄模范真正成为时代“顶流”，节目精

准聚焦青少年兴趣点、关注点、知识点，注重发挥榜样感召

引领作用，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航天员、

奥运健儿等为党和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模范代表进行故事

讲述，展现真人、真事、真情感，为全国中小学生呈现一堂

深入人心、终身受益的“第一课”。

拥有崇高精神、远大理想与伟大人格的革命先驱们是榜

样。节目围绕《共产党宣言》这一核心线索，结合人物雕像

和真实物件，讲述了以李大钊、毛泽东、陈望道等为代表的

热血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故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榜样。如：为国护海的模范王书

茂、一心为民的“当代愚公”黄大发、著名刑侦技术专家崔

道植、兵团精神的典型代表魏德友、群众心中的“活雷锋”

王兰花、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艾爱国、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

代表石光银、扎根牧区苦干实干的楷模廷·巴特尔、高原医

学事业的开拓者吴天一等。

坚守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出巨大贡献的

建设者们是榜样。彭士禄是革命先

烈彭湃之子，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

给了祖国，是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

设计师、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

和奠基者之一。

用生命践行使命，用热血扛起

担当的英雄们是榜样。护边员拉齐

尼·巴依卡默默无闻地坚守了边境

72 年。2021 年 1 月 4日，为解救

落入冰窟的儿童，年仅 41 岁的拉齐尼·巴依卡英勇牺牲。

扶贫协作接续奋斗者、社会扶贫的创新发展先行者们是

榜样；致力于教育扶贫，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用坚韧和奉献

托举起学生梦想的人民教师们是榜样；有灵魂、有本事、有

血性、有品德的军人是榜样；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不懈拼

搏的运动员们是榜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想贡献力

量、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航天员与科研工作者们是榜样······

学习榜样，要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学习

榜样，不是盲目的偶像崇拜，而是要像榜样一样创造价值，

实现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

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2021 年《开

学第一课》，一堂重新定义“顶流”的全民思政课，也是生

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的国家级立德树人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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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榜样，致敬楷模，让正能量主流成为“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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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赏析

开学啦！劝君惜取少年时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青春如炽热火焰、如灿烂星河。青年时代

的李白自信潇洒，登庐山时曾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青年时代的杜甫，心怀大志，登泰山时曾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青春让我们对生活报以向往、光明和希望，所以暮年的李白也能

吟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悲苦半生的杜甫还能欢呼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劝君惜取少年时。”让我们跟随

诗人进取的足迹，一同徜徉神州大地，纵横四海八方，挥斥方遒，礼赞

青春；让我们在新时代的召唤下，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汉乐府 〔汉〕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是一首咏叹人生的歌。唱人

生而从园中葵起调，这在写法上被

称作“托物起兴”，即“先言他物

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园中葵在春

天的早晨亭亭玉立，青青的叶片上

滚动着露珠，在朝阳下闪着亮光，

像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诗人

由园中葵的蓬勃生长推而广之，写

到整个自然界，由于有春天的阳

光、雨露，万物都在闪耀着生命的

光辉，到处是生机盎然、欣欣向荣

的景象。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

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

歌。人生充满青春活力的时代，正

如一年四季中的春天一样美好。这

样，在写法上它同时又有比喻的意

《长歌行》赏析
义，即所谓“兴而比”。

自然界的时序不停交换，转眼春去秋来，园中葵及万物经历了

春生、夏长，到了秋天，它们成熟了，昔日奕奕生辉的叶子变得焦

黄枯萎，丧失了活力。人生也是如此，由青春勃发而长大，而老死，

也要经历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自然法则。诗

人用“常恐秋节至”表达对“青春”稍纵即逝的珍惜，其中一个“恐”

字，表现出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青春凋谢的不可避免。接

着又从时序的更替联想到宇宙的无尽时间和无垠空间，时光像东逝

的江河，一去不复返。在这永恒的自然面前，人生就像叶上的朝露

一见太阳就被晒干了，就像青青葵叶一遇秋风就枯黄凋谢了。

此诗从“园中葵”说起，再用水流

到海不复回打比方，说明光阴如流水，

一去不再回。最后劝导人们，要珍惜青

春年华，发奋努力，不要等老了再后悔。

这首诗借物言理，首先以园中的葵菜作

比喻。“青青”喻其生长茂盛。其实在

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之下，万物都在争

相努力地生长。因为它们都恐怕秋天很

快地到来，深知秋风凋零百草的道理。

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如此，人生也是这样。

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

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首诗由眼前青

春美景想到人生易逝，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出言警策，催人奋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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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诗作

生日
（九·一班 李凤沂）

天空过生日了

星星把自己镶在夜幕上

做成星空裙

当作生日礼物

大地过生日了

大树们站成一排手拉手

“沙沙沙”地

唱着生日快乐歌

海洋过生日了

小鱼们快乐地游来游去

和大海

玩起了生日游戏

冰川过生日了

戴上冰晶王冠生日帽

许了一个

美美的生日愿望

沙漠也要过生日了

面对一望无际的黄沙蛋糕胚

不知道

谁来帮他做成生日蛋糕

（八·四班 李芮星）

让我们，面对田野

齐口喊一声

秋天的小名——

性格内向的花生

首先应了

这些连开花

都羞羞嗒嗒的女子

多日不见

不知有多少积蓄

藏而不露

天天向上的芝麻

接着应了

都是些大嗓门兄弟

喜欢把喇叭

挂得一只高过一只

喜欢把队伍

排得整整齐齐

秋小名

脚 印

闹钟的生日

镶满金牙的玉米

接着应了

从粉面小生

到腰缠万贯

这些张扬的家伙

一路礼花

风光又野性

老打问号的谷子

低着眉应了

直来直去的高粱

红着脸应了

多胞胎的豇豆们

咧着嘴应了……

知道了吗？秋天

朴实热烈的小名

叫金黄

叫富足

叫喜庆

（五·三班 仁姝 ）

一只耗子跑过去

留下一串脚印

一只猫咪跑过去

留下一串脚印

猫咪和耗子不友好

总是追追赶赶的

脚印们可不管这些

凑在一块窃窃私语

（六·四班 郑善琪）

闹钟要举行生日派对

可他特别烦恼

三个好朋友

都无法准时来参加

秒针最心急

一大早就来送礼物

分针中午才来

赶得上吃蛋糕

时针晚上才到

只能听到

嗒嗒的呼噜声

田字格里种生字

（七·三班 余磊）

小朋友，爱学习

田字格里种生字。

种朵花儿不好看，

种棵小树站不直，

种只鸟儿生病了，

趴在窝儿里生闷气。

小朋友，别着急，

天天种，不停止。

等到来年春风吹，

鸟儿飞，花儿美，

小树站得高又直！

秋天的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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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

激情燃烧的军训日子

（八·五班 张若兮 ）

山没有悬崖峭壁就不再险峻，人海没有惊涛骇浪就不再壮阔，

人如果没有坚持到底的毅力，就不会成为紧张军训中的一颗亮星。

——题记

五天的军训生活，漫长而又短暂，让我们充满了艰辛和快乐。

我忽然发发现，我感受到更多的是留恋与不舍。

从军训

第一天开始，

我努力去适

应这里的生

活，来不及细

加体会。虽然

我不能完全

学会了适应，

但我学会了坚持。军训是很辛苦的。苦，是脚下磨出的泡；苦，

是被太阳暴晒的脸；苦，是站军姿时酸累的腰。但我咬牙坚持下

来了。

训练场上伟大的同学们嘹亮的口号声：“一,二，三，四……”

“稍息，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这些动作看起来简单，可学起来没那么容易。握拳，摆臂，

连步子都有严格的要求，动作只到位还不行，还要做到整齐划一。

训练是辛苦的，休息的间隙是快乐的，休息时候一吹，全场欢呼。

从军训中我也感受到了许多的快乐。从大家整齐的脚步声，

高昂的口号声中，我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当我们的队列经过一

整天的训练，最终受到领导和教官的表扬时，我们自豪的笑了。

我相信军训过后不是结束，而是崭新的开始。我会把它当作

前进中的一个里程碑，以此为起点，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更高的

目标前进。

（八·四班 赵梦绮 ）

人生中不应只有成堆的课本和冰冷的文字，更应有

飞跃的身姿或湿热的汗水。

——题记

我认为体育锻炼是苦与乐交加的，就拿这次军训打

比方，苦的是身体上的酸痛，不能言语的无奈，烈阳的

折磨。乐的是结束的那一刻释然，那一刹那的成就感，

还有休息时的欢声笑语，更成就了我们良好行为习惯和

健康的身体。

苦啊，苦啊！乐呀，乐呀！

刚军训第一天，就被淋了个狼狈模样。我们依旧欢

迎着雨滴拍打我们的头发和脸颊，雨点越下越大，仿佛

瞧不出我们脸上的不悦，任雨点继续肆意降落。

军训第二天，没有太阳，就是风有点大。它调皮的

拨动着我们的头发，让发丝零零碎碎的无处安放，弄的

人眼睛生疼，站军姿的我们又不敢轻举妄动。

军训第三天，我们被拖去搞体能训练。4圈慢跑和

一圈鸭子步。跑步和鸭子步，总是能令人望而却步。可

能是因为我们那好强的心和团体荣誉感，我居然坚持下

来了，我挺高兴与自豪的。

军训

第四天，艳

阳高照，晒

的人睁不

开眼睛。阳

光照在每

个人的脸

庞上，脸红

得如熟了的虾米，令人头晕目眩。

军训第五天，我们异常兴奋，因为即将结束这几天

军训之旅。可在这时候，教官却要我们狂跑 10 圈，真

是乐极生悲，但晚上的才艺表演又让人重拾开心。

军训最后一天，我们辛苦中有快乐，快乐中有辛苦。

快乐是与同学们在运动场上相处的时光，与教官相处的

时光，体验辛苦中作乐的感受，造就全新自我的新生愉

悦。

辛苦只是心理作用的产物，也是一种对快乐的解

释。

难道不是吗？

体育锻炼的苦与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