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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秋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在这祖国 70 华诞、以及第 35 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隆重举行苍溪县陵

江镇第五小学校 2019 年秋季开学典礼。我代表学校党支部、行政向刚进入我校学习的一年级、七年级和

转入我校学习的新同学、调入我校的新同事表示热烈的欢迎；更要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全体教职员工

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为学校争光添彩的全体同学表示亲切的问候。

新的学期开启新的希望，我们要在教育教学质量和师生队伍建设两个方面下大力气，让我们的教育教

学秩序井然，管理机构运转正常，逐步形成文明的校风，务实的教风，勤奋的学风，努力赢得家长的信赖

和社会的肯定，尽力办好老百姓满意的教育。

尊敬的老师们，“始于颜值，敬于才华”，我希望你们首先能从自己形象这个细节入手，使教师形象

这本书经得起学生读，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男教师擦亮皮鞋，身着整挺的衣服，刮干净胡子；女教师略

施淡妆，着装端庄、得体，体现出“职业美”和“现代美”。另外，“非礼勿言”告诉我们，师生之间说

话要铿锵有力，生动风趣，思路清晰，不合乎礼仪的话更不要说；教师之间彼此尊重，团结友爱，做到“看

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看破不说破”的修养。“为人师表”“身正为范”，处处给学生做出表

率，可能真的要比空洞的说教强百倍。

亲爱的同学们，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人生。在这里，我希望

你们能播种良好习惯，收获美好未来。第一，希望你们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温故而知新”，“学而

时习之”，在不断的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我特别想提醒是我

们七年级智慧班的同学们，更要充分享受“合作学习”的快乐！）；其次，希望你们能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像爱护我们的脸一样去爱护我们美丽的校园环境，不乱扔果皮与纸屑，不攀枝折花，按时清扫、保持

校园的整洁与干净；第三，希望你们能养成使用文明用语的好习惯。处处能听到“老师您好！”，“老师

再见！”，“您好”，“对不起”等声音，让文明和谐之声飘满校园；第四，希望你们能养成尊敬师长的

好习惯；第五，希望你们能养成助人为乐的好习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助人为乐，心灵高尚；第

六，希望你们能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遵守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更要学法、知法、守法，

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最后，希望你们能完美你们的“形象”，如保持校服的干净，勤剪指甲等，

我们需要的是“阳光少年”，需要的是朝气蓬勃、需要的是积极向上……

老师们，同学们，2017 年诗词大会第二季冠军武亦姝说的好，“让我们清静的学习、快乐的生活，

真实的成长！”陶渊明也说过“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相信陵江五小

这支思想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富有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的教师队伍，一定能为我们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搭建广阔的平台！我还相信有了大家团结一致的奋斗，陵江五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我们定

会不负青春，不负诗与远方。 谢谢大家！ （校长 赵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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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飞花令

1、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2、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王维《山居秋暝》）

3、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4、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黄巢《不第后赋菊》）

5、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

6、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7、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 夜泊枫江》）

8、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夜雨寄北》）

9、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虞美人》）

10、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叶绍翁《夜书所见》）

11、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12、庭前落尽梧桐，水边开彻芙蓉。（朱庭玉《天净沙·秋》）

13、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秋词》）

14、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李煜《长相思·一重山》）

15、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秋夕》）

16、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17、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赠刘景文 / 冬景》）

18、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刘禹锡《望洞庭》）

19、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20、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王绩《野望》）

21、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

22、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3、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

24、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25、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26、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秋词》）

27、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范仲淹《渔家傲》）

28、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夜雨寄北》

29、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观沧海》）

30、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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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诗作

当我穿起校服
（七·1 班 陈彦如）

当我穿起校服

走在上学的路上

不再没有上进心

学校就是放飞梦想的地方

当我穿起校服

给国旗敬礼的那一刻

心头涌上神圣感

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

当我穿起校服

学习了尊老爱幼的课文

立志要把美德发扬

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当我穿起校服

看到书上好多的大英雄

把他们当作榜样

一种使命感牢记心中

青蛙的晚宴

（八·3 班 张梓豪）

圆圆的荷叶

是绿色的餐桌吧

还是一个个

绿色的小碗？

一田稻花

两只绿螳螂

三四只萤火虫

五六只红蜻蜓

七八颗点点星

都被邀请

参加青蛙的晚宴

粉红的雨点

就是老师的课

（八·2 班 孙明湘）

淡蓝的天幕下，

一根电杆，

斜斜地站在碧绿的稻田中，

像一支灰铅笔，

插在笔筒里。

上面的电线退休了，

五线谱上，

燕子移民的音乐还在，

蝴蝶蜻蜓，

一批批赶来听。

这是谁的音乐铅笔

这是谁这么大方

风多么好奇，

绕着转圈，

然后才不舍地远离。

（一）

八月十五月儿圆，

今夜月明人尽欢。

不知秋思归何处，

望穿父母何时还？

（五·1 班 李沛佩）

（二）

中秋月儿高高挂，

伫立屋前大树下。

吃着月饼思阿爸，

盼望父亲早回家。

（五·1 班 赵柏伦）

（五·1 班 赵红睿）

八月十五月儿园

创业游子把家还。

佳肴美酒摆上桌，

边吃边聊笑开颜。

改革开放政策好，

幸福生活已来临。

精准扶贫不放松，

家家户户奔小康。

致老师
（五·1 班 李丹 ）

老师

是你无私的奉献

帮助我们开启了知识的宝库

是你用慈母般的爱

呵护着我们快乐的成长

是你用辛勤的汗水

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彼岸

老师

你是多么的伟大无私

你的教导我们将铭记于心

长大后

我们要做一个

像你一样的人

明月·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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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

央视 2019 开学第一课《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观后感

2019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第一篇

（九·2 王颖）

每当仰望着五星红旗，在激越的国歌声中冉冉升

起，一种骄傲、自豪、振奋的心情就会油然而生。今

年是国庆 70 周年，在五星红旗的陪伴下，我们一代又

一代青少年与祖国共同成长。

今年的《开

学第一课》主题：

五星红旗，我为

你自豪。通过打

开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历史长卷，讲述一个个与五星红旗紧紧相连的感

人时刻，呈现出一堂真挚感人的爱国电视公开课。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升起

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每个中国的孩子都知道，

“五星红旗是烈士献血染红的”，没有新中国，就没

有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节目中，幸存健在的 95 岁高

龄，郭德贤老奶奶禁不住泪水哽咽，“革命先烈不怕

流血牺牲，是为了红旗能够永远飘扬”;第一代攀登

者，以血肉之躯，搭建“中国梯”，将五星红旗插上

珠峰之巅;“中华神盾”海口舰，高挂五星红旗，在碧

波浩瀚的万里海面上护卫深蓝;2019 年，“嫦娥”和

“玉兔”胸前的五星红旗，闪耀在月球的背面。升国

旗，奏国歌，见证祖国的成长，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

腾飞。

这堂课不仅诉说了国旗故事，还带领我们“共升

一面旗，同唱一首歌”。来自澳门濠江中学的师生代

表，帅气登台，庄重地被授予一面去年 9 月 1 日，在

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五星红旗。七十年前，他们的杜

岚老校长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新中国成立，我

们的国旗，我们要升起!”，面对万般阻力，让五星红

旗在澳门高高飘扬。

感同身受，我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五星红旗是

团结拼搏，象征着中国人永不言退、砥砺前行的精神。

五星红旗，让我们有家的安全和亲切感，这份安心来

自祖国的强大与担当。“第一课”，让我们知道，有

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五星红旗;更让我们铭记，五星红

旗，有 14 亿护旗手!将来长大了，在任何地方，我们

都要勇挑重担，捍卫祖国的尊严和荣光。

2019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第二篇

（四·2班 寇沛瑶）

2019 年 9 月的这个新学年与以往格外的不同，因

为再过一个月，我们将迎来新中国 70 华诞，这是令亿

万中国人民无比振奋的一件大事。

70 春华秋实，70 年艰辛历程，祖国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我们见证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与祖国共同成长。 今年年初，习近平爷爷就说过，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

中国梦。我们青少年，

也要把自己的小梦想

融入到伟大的中国梦

中。

看完《开学第一

课》，更让我意识到，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的

发展离不开祖国，祖国的未来离不开我们。祖国呼唤

青年担当，时代赋予青年重任。“我与祖国同成长”

是我们的共同心声。

2019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第三篇

（四·2 班 罗月鸿）

今年是我国建国 70 周年，是全国人民的盛大节

日。弹指一挥间，70 年风雨兼程，70 年风云巨变，中

国的发展建设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为此感

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你们是祖国未来的花朵，你

们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要让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感

觉特别自豪，因为自已身上肩负的是重大的使命，祖

国怀抱着我，我跟随着祖国一起成长。

通过 开学第一

课，让我感 受到身边

变化的这 些小事，

见证了祖 国的繁荣

昌盛。在这 里，我要

感谢我们的祖国妈妈，是她赋予了我们美好的生活和

教育环境，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学习本领，将来报效

祖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

（本期主编 王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