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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开学第一课》前，我给学

生布置了几道思考题：

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为什么？

与去年的《开学第一课》相比，

你的观感有何不同？

观看过程中，家人交流互动的

话题是什么？

如果让你推荐一位“心目中的

英雄或榜样”，你会推荐谁，理由是

什么？

我设计思考题的目的是让学生

成为学习主体，从“学习场”的边缘

走到中心，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与

感受，在认知与情感共鸣中找到自

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肖政成说，今年的《开学第一

课》，由革命家的后代讲述老一辈为

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震

撼了自己的心灵。

张欣怡说，“小康”穿越古今，让

人感动落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

化有了近在咫尺的画面感。

陈骁扬是我们班的“小小科学

家”，他看到宇航员在太空舱里打太

极特别兴奋，立志好好学习，将来从

事航天工作。

最感动袁启航的是核潜艇专家

彭士禄，他4岁就成了孤儿，从小接

受党的教育，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宏

愿，成了“中国核潜艇之父”。

耿超仪接着说，彭士禄院士是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一是

因为“勤奋”，他学习特别刻苦，学习

成绩从不及格到优秀；二是因为“热

爱”，从小吃百家饭的彭士禄，有着

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更有

着对党的热爱，种种热爱化为动力，

让他成了科学领域里一颗耀眼的明

星；三是因为“身世”，坎坷的人生经

历锻造了他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

可贵品质，成就了他的人生梦想。

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要以前

辈为榜样，爱党、爱国、爱家，努力学

习，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不仅学生深受感动，家长也感

触颇多。唐逸清妈妈说，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学第一

课》让我们全家更加清楚革命先辈

为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到底做了什

么，经历了什么，更深切地体会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含

义。罗盎然妈妈说，《开学第一课》

里的每个人物都在用自己的生命诠

释一个命题：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如何把自己的理想融入祖国的伟大

复兴事业。

肖政成的妈妈感触尤其具体深

刻，对每个节目都进行了点评。她

感慨地说，“《开学第一课》让我和孩

子都认识到，为国家作贡献不论能

力大小，做好身边事，站好自身岗，

在平凡的岗位也可以创造出不平凡

的业绩”。

作为教师，我深切感受到教育

教学不应只局限在校园和课堂上，

只教自己擅长的学科知识，而应打

开视野，关心社会、民生、科技与文

化，整合开发利用社会潜在的优质

资源，把握每一个教育契机，为学生

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服务。

家长的陪伴不应停留在物质层

面，而应在生活中给孩子传递人文

与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为其生命成长寻光问源。

《开学第一课》把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引向更广阔

的天地，着力于家校社的密切合

作，凝聚于新时代的人才培育，共

同实现“理想照亮未来”的责任、

使命、担当。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从“教育预设”到“学习生成”
□董雪梅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我组织

学生与“同伴”一起观看，“同伴”可

以是父母、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姥

姥姥爷等家人，也可以是同学或者

班内几个家庭的成员。这样便于

长辈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启迪孩子

的思想。

陈烁羽对航空航天知识特别

感兴趣，梦想长大以后当一名宇

航员。当天，爸爸一直陪他观看

节目，看到中国空间站部分时，爸

爸问“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

是谁”？陈烁羽脱口而出，“苏联

人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

林 。 他 是 首 个 进 入 太 空 的 地 球

人”。爸爸再追问，“宇航员在太

空舱里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

么”？陈烁羽答，“最难克服的困

难莫过于失重”。爸爸又问，“近

视眼能当宇航员吗”？陈烁羽说，

“可以，我在书里都看到宇航员是

戴着眼镜的”。这引起了爸爸的

怀疑，父子俩立刻查阅资料。结

果发现，俄国宇航员确实已经明

确 过 在 太 空 解 决 了 戴 眼 镜 的 问

题。但是，各国宇航员的选拔条

件不一样，要想当一名航天员，从

小保护好视力很重要。

父子俩交流的视频上传到班

级群里后，引发了老师和家长的兴

趣与思考。大家意识到家长的知

识储备对引导孩子求知的重要性。

心理学家阿德勒有句名言:“幸

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

用一生治愈童年。”这句话深刻解

析了家庭教育、亲子陪伴对于一个

人的影响，高质量的家庭教育能够

培养出懂感恩、有抱负、内心温暖

且强大的孩子。

项钦的爷爷毕业于清华大学，

老人家从不溺爱孙辈，项钦“最怕”

的人是爷爷。日常生活中，爷爷很

少教他知识，更重视对他学习习惯

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一次，爷爷

带几个男孩一起看节目，观看过程

中没有任何说教，只是提醒孩子认

真看。节目结束后，老人家告诉孩

子们：“要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好

成绩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拥有

保家卫国的伟大志向。”老人家给

年轻的父母上了最朴实且真实的

一课。

教育的目的在于生发人的内

动 力 ，促 成 每 一 个 人 的 自 主 成

长。正如叶澜教授所言，我们要

让 孩 子 成 为“ 主 动 健 康 发 展 的

人”。

这次亲子共看《开学第一课》

活动，让我看到了家庭教育的独

特性，家庭带给孩子的精神享受

是学校无法提供的。班主任要做

的就是引导家长认识自己在养育

孩子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给孩

子一个丰盈、富足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昆明市中

华小学书香门第分校）

互动促思活动探究
□饶 佳

乡村中学，班主任如何引领学

生确立人生理想？今年的《开学第

一课》主题正是“理想照亮未来”，

我决定借此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

赵敏原计划初中毕业外出打

工，看了奥运冠军杨倩的故事，她

有了继续读高中的想法；张航是个

内向的孩子，他说《开学第一课》里

的故事让自己很受教育，虽然做不

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每天都有小

进步，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相信梦想一定会实现。

我所在的乡村中学是一所寄宿

制学校，学生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有

限，这对班主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育人的责任也更重。我把爱国教

育、理想教育落实在日常教学与生

活中，引领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主

学习、积极生活，将学习当作自我使

命，锲而不舍、脚踏实地向着自己的

理想前进。就如蓝蒂裕所说：“愿你

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

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要将个

人理想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未

来中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有技能

的人才，中学生要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为班主任应充分发挥领导

力，联动各方力量，开发育人资源，

指导学生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霍邱县乌

龙镇中心学校）

理想教育平时抓
□刘 茜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开学第

一课》我要求家长陪同孩子一起

看。这样，孩子看不懂的地方可以

问家长，还可以全家总动员，查找

相关资料，共同学习。

《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理想

照亮未来”，每个节目都带有浓浓

的家国情怀。

徐美华的家长说：“《开学第一

课》我和孩子看得很认真，哭了也

笑了。特别是看到袁隆平爷爷时，

孩子没有忍住哭出了声。我告诉

她，袁隆平爷爷没有离开，而且会

有更多像袁爷爷一样的英雄出现，

你也可以……”

马娇然妈妈跟孩子探讨为什么

要有自己的理想与目标，她很坦诚地

告诉孩子，“妈妈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也在想长大要当什么样的人，教师、

医生、警察、科学家……虽然没有实

现，但那些梦想是有驱动力的。每天

进步一点点，梦想就实现了”。

孙萌的家长第一次陪孩子看

《开学第一课》，他说中国空间站那

段互动节目特别好，航天员在空间

站里喝茶、打太极的场景孩子非常

喜欢看。这种触发兴趣点的节目，

能打动他们、影响他们、激励他们

努力学习。

《开学第一课》里的历史是生动

的。英雄的故事由本人或者子女讲

述，真实感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

宣言》时全身心投入，竟然拿着粽子

蘸墨汁吃，还说好甜。这一历史画

面的呈现充满温情与力量，足以让

“家国情怀”在孩子心里扎根。

家庭与学校是孩子成长最重要

的两个场域，家长与教师是孩子成

长中的重要他人，在人的成长过程

中，家长很重要，家庭教育很重要。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桐庐县学

府小学）

每位家长都很重要
□朱莲娟

9月1日，我通过班级微信群邀

请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开学第一

课》，并预设了几个问题，看《开学第

一课》学什么？悟什么？怎么做？

引导学生和家长带着问题观看。

《开学第一课》讲述了陈望道

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情景，学生

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洗礼。梓阳说：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志士

用血肉堆砌起来的！我要好好学

习，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保卫祖

国、建设祖国。”

许多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是拉齐

尼·巴依卡。坤鹏说：“拉齐尼叔叔

为给中国界碑上的字涂成红色，翻

越了8座千米山峰，为救一个落水儿

童，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平凡又

伟大。与拉齐尼叔叔相比，我为身

边人、为班级做的事太少了，以后我

要多为班级、为同学服务。”现在，坤

鹏主动承担了打扫教室的工作。英

雄无私奉献的精神从屏幕走向了教

室，改变着孩子的行为。

《开学第一课》里，特别令人兴

奋、好奇又向往的节目莫过于透过

太空看地球。当宇航员刘伯明手

持摄像机带领我们漫游太空时，每

个人都被太空厨房、一日三餐、饮

水系统等设施所吸引，学生说“这

无比神秘的太空站突然像邻家一

样真实”。

家长与孩子边看边交流，及时

引导，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为

孩子树立“强国有我”的意识奠定

了基础。《开学第一课》在孩子心中

埋下一粒理想的种子。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随州市曾

都区西城岁丰中心学校）

埋下种子 种下希望
□梁艳玲

《开学第一课》中许多节目的

核心思想，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很

难理解。此时，家长的参与、互动

与引导便显得至关重要。

观看《开学第一课》后，我在班

里进行了一次小调查。有的学生

是和爸爸一起收看，有的学生是和

爸爸妈妈一起收看，有的学生是和

爷爷奶奶一起收看，还有的学生是

和兄弟姐妹一起收看。家庭成员

的相互交流，形成了家庭共学互学

的局面。学生们都说非常喜欢和

家人一起边看边讨论问题，特别有

意思，这也是我所期待的结果。家

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家庭和

谐氛围的营造，这对孩子来说是最

好的心灵滋养。

学生赵美娜说，《开学第一课》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彭士禄院士，彭

爷爷从小失去了爸爸妈妈，但他不

怕吃苦、不怕困难，潜心学习，成了

科学家。我以后碰到困难，一定自

己先想办法，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找

爸爸妈妈帮忙解决。另外，我发现

张桂梅老师手上贴着很多胶布，妈

妈说，张老师得了一种病，无法根

治，只能贴膏药缓解。我敬佩张老

师，将来长大了要做像她那样的人。

学生在家长的引导下，感受

到了《开学第一课》的真正意义，

也享受了来自家庭的有品质的精

神生活。

“双减”来了，无论是学校、教

师、家长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教

育行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需要更新的是什么？需要摒弃的是

什么？《开学第一课》让我们重新审

视教育的目的，全身心投入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任务中。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武义县实验小学）

亲子互学促精神成长
□程 露

《开学第一课》在央视等多个平台同步
播出，是面向全体中小学生、家长、教师的
公共教育资源。班主任如何充分开发、利
用这一教育资源，锻炼并发展自身的专业
素养，展示班主任工作的专业品质？

本组稿件呈现了班主任的教育意识，
他们在促进家庭教育改进的同时，实现了
专业意识的觉醒和专业发展的自觉。

特别策划

《开学第一课》
怎样连接家校共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