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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安 3 月 1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赵可渊
元）2月 28日是兴安盟扎赉特旗巴达
尔胡中心校返校的日子，一大早，初一
年级的学生海日罕就和同学陈星背着
书包，迫不及待地结伴到校报到。

交上寒假作业的同时，海日罕也
领到了新学期的课本。翻看着全新的
课本，海日罕却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
因为在放寒假前，结对帮扶学校音德
尔第四中学已经为她和同学们送来了
课本，供她们在假期提前进行预习。

“老师们在假期每天都会通过‘钉
钉’和微信群带着我们提前熟悉新课
本，复习上学期的知识，让我们温故知
新。”海日罕说，去年刚刚使用《语文》
统编教材时，她也曾担心能不能跟得
上，但在后来的学习中，她和同学们并
没有觉得费劲儿。

作为他们的语文老师，张国祥提
前几天就到岗准备。这个假期，张老
师过得十分忙碌。“假期时我们教师对

全体学生都进行了家访，详细了解孩
子们的家庭情况、思想情况、作业完成
情况，帮助孩子们答疑解惑，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张国祥说，中小学阶段
是学习语言的黄金期，统编教材的课
程内容比较丰富、深浅适宜。

“为了更好地讲解课本内容，全旗
的语文教师组建起了一个微信群，利
用假期时间集体交流备课。”张国祥介
绍，我们共同交流探讨、解读教材、分
析课标、共享资源，通过集体的智慧形
成了优秀的教案。

巴达尔胡中心校副校长陈银树说，
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和工具性学科，提高
识字量是基础。为此，学校要求全体教
师们采取课内精讲，课外精心辅导。老
师们变身“辅导员”，利用早晚自习或课
余时间，对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差”，
打好衔接的基础，并通过书法比赛等多
种方式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为深入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工
作，今年扎赉特旗通过“特岗教师”招

聘、公开招聘等方式补充教师缺口57
名，春季开学后全部到岗。在保证师
资的基础上，还做到了三科教师培训
全覆盖。“去年开始，我们的教师们一
直在参加各类线上线下培训，以提高
技能，从上一学期的教学情况来看，老
师和学生的配合比较默契，教学效果
良好。”扎赉特旗教育局长张喜奎说，
扎赉特旗还通过开展优质普通学校与
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结对帮扶、互派共
建，开展跟岗式学习等方式，不断提高
老师们的语文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

“下一步，我们还要将通用语言授
课学校开展的自主识字等成功的教学
改革经验，引入到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教
学当中，让孩子们快速掌握大量生字，
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同时，通过‘银
龄计划’，让更多退休的优秀老教师发
挥余热。”张喜奎说，无论是在师资保
障、教育培训，还是在教学管理、联动共
建方面，扎赉特旗各学校已经做好了各
项准备工作，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扎赉特旗：开启新学期，各中小学准备好了

□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建丽 娜荷芽 韩旭冉

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朗朗书声响
彻校园……又是一年开学季，锡林郭
勒盟锡林浩特市各中小学相继开学，
孩子们背起书包、回到学校，开始新的
学习生活，校园里一片热闹景象。

升国旗、唱国歌……开学第一天，
锡林浩特市第五小学三年一班开展了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
课。同学们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解关
于国家历史、抗战英雄、抗疫英雄的故
事，大家纷纷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
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仁
人志士投身革命、无私奉献得来，作为
当代青少年，一定要从小立志，学习科
学本领，长大报效祖国。

走进锡林浩特市民族小学，校园内

弥漫着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五年级二
班正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
起”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欢
快的气氛当中听老师讲解鲜活的民族
团结事例、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学生
阿音娜告诉记者：“今天开学了，又见到
了想念的老师和同学们，非常开心。新
的学期，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和各民
族的小伙伴们紧密团结，将来为祖国的
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开学第一天，安全教育也是广大师
生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在锡林浩特市
第一中学初一年级七班，班主任老师通
过PPT课件讲解、学生问答互动等方
式，将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和校园中存在
的安全隐患，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
形式讲授给学生们，引导学生进一步掌
握安全知识，提高预防灾害能力，培养
孩子们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

校园里一片热闹景象

□本报记者 刘志贤

春寒料峭，学子归来。
3月 1日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

雄壮的国歌声响起，内蒙古师范大学
赛罕、盛乐两校区1万余名师生共同
参加“同升一面旗，共爱一个国”升国
旗仪式，以全新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
期的到来。

上午8点30分，内蒙古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举行“学好党史跟党走，红色
基因代代传”主题升国旗仪式，校长张
伟发表国旗下的讲话，激励广大师生重
温党史，汲取动力，传承红色基因，开创
美好未来。升旗仪式结束后，学校全体
教职员工300余人进行了宪法宣誓，党
员领导干部、教师重温入党誓词。

9点30分，上课铃声响起，内蒙古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蒙古语授课部初二
1班道德与法治课教师那日苏走进教
室，开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
课。这节课讲的是课本第一章《维护
宪法权威》，老师不时提出问题与学生
互动。蒙古语授课部初二年级语文课
教师李鼎博新学期第一节课讲下来，
学生们听得十分专注，课堂互动活
跃。“根据寒假期间的学习摸底情况，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育人要求和具体
学情，制定教学衔接计划，在基础知
识、阅读和写作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指
导和训练，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统编
《语文》教材。”

当日晚 8点，自治区教育厅官微
等平台播出以“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时代新人”为题的“开学第一

课”，全区各地各校认真组织师生收听
收看。课程从全面理解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
主讲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
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春晖介绍：

“‘开学第一课’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广
大师生更加深入理解‘四个共同’，增
进‘五个认同’。”

“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
族命运共同体。肩负教书育人重任，
我一定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贡献。”收看完“开学第一课”，呼
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教师索登说。

据了解，3月 1日，我区中小学校

全部开学，各高校按照“分区分级安排
错峰返校”原则也已陆续开学。各地
各校开学秩序井然，全力做好疫情常
态化防控、校园安全等工作，让学生放
心、安心、舒心学习。

开学前后，呼和浩特市各中小学、
幼儿园普遍开展“学好党史跟党走，红
色基因代代传”主题升国旗仪式、宪法
宣誓、党旗下宣誓系列活动，紧紧围绕
红色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把自己
的成长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励志勤学、奋发有为。包头市组织各校
开展行为养成教育、观看“献礼建党百
年、感悟家国情怀”等云端思政课，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责任担当，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赤峰市教育局制作推出
了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讲座，帮助家长
正确教育和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犇”向新学期

本报通辽3月1日电 3月 1日，
通辽市奈曼旗各中小学迎来了新学期
开学报到的日子，朝气蓬勃的同学们
再次回到了熟悉的校园，以崭新的面
貌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一大早，奈曼旗实验小学的同学
们背着书包高兴地走进校园，沉寂了
多日的校园重新喧闹了起来，各班第
一节课均由班主任组织主题班会。同
时，各班级深入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培
训以及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思
想政治教育。

奈曼旗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刘松龄
说：“全校老师为迎接本学期的到来做
了充足的准备。此前老师们开展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听讲
座、记笔记、谈体会，牢固树立中华民
族一家亲的意识。”

奈曼旗实验小学四年四班学生孙

茁芮说：“两个月的寒假生活结束了，
我们回到了久别的校园，特别开心。
报到第一天看到书桌上摆放着崭新的
课本，心里特别激动。新学期我要更
加努力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奈曼旗第五中学教职工，为推行
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工作做好充分准
备。“第五中学现有971名学生，已百
分百全部到校上课。教务处在三科统
编教材使用上做了详细规划，为老师
们制定了相关的行为准则。一是学校
为三科教师制定了特定时间，来进行
三科教师相关培训；二是学校与三中
开展联盟，老师们在三中进行听课学
习后，回到学校充实自己并相互进行
讲课备课评课；三是学校为三科教师
提供网络、书本等相关教学资源。”奈
曼旗第五中学教务处主任赵格苏拉
说。 （翟雅楠 科尔沁）

奈曼旗各中小学以崭新面貌
迎接新学期

本报乌兰察布3月 1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郭羽）近日，
随着最后一箱国家统编教材被送往指
定学校，由乌兰察布市新华书店有限
公司负责发往该市191所小、初、高学
校的 14.9万套教材全部到校发放到
位。

作为乌兰察布市唯一具有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出版物总发行
资质的单位，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华
书店有限公司负责该市大中专教材、
中小学教材、教辅、政治读物及一般
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发行
任务。

为保证统编教材及时准确发放到
位，乌兰察布市新华书店 11个分发
网点，24小时轮流值守，随时收货、
验货。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宪英告诉记者：

“全市的 11个网点，加班加点，不分
昼夜，不论什么时间到货，库房24小
时有人值守，随时收货，教材到位以
后，由教材发行人员拆包验货，数目
核对清晰之后，第一时间送到学校。
我们采取‘送书到校，分书到班，服务
到生’三服务，不用学校来取，我们主
动不计费用送到学校，到校之后按照
书的品种和学校学生人数分发清楚
整齐码放。截止24日下午6点，全市
191家学校，一共14.9万册教材全部
发放到位。”

根据新华书店总部要求，乌兰察
布市新华书店要及时了解教育部、教
育厅关于教材教辅的相关政策、法规；
掌握乌兰察布市教材教辅的使用情
况，及时沟通协调，按政策规范发行；
对相关教材教辅政策、法规、发展趋势
进行分析研究，根据需求组织实施培
训。

刘宪英说：“统编教材的发行是利
国利民的好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
说能够提高竞争力，在以后的学习交
流、就业、发展中是有帮助的。”

据悉，统编教材共发行191家学
校，学生人数14.9万人，其中，民族学
校8所，学生1940人。

乌兰察布市
新华书店14.9万套

国家统编教材
全部发放到位

本报赤峰3月1日电 3月 1日，
是喀喇沁旗各中小学的开学日，全旗
各中小学为孩子们准备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喀喇沁旗乃林蒙古族小学开展了
“开学第一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爱党爱国主题教育活动。校
园内，国旗冉冉升起，同学们庄严敬
礼，同唱国歌。校长孔维龙在讲话中
对全体同学提出了殷切希望。重点提
出“新的学期要一切从头来”“要培养
好习惯，学会做人”“要勤奋和认真”

“要爱党爱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四个方面要求。班会课上，班主任
老师对学生进行了爱党爱国和民族团
结教育。

喀喇沁旗蒙古族实验小学举行开
学第一课——“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
走”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开始。
春寒中，全体教师和学生们凝望国旗，
神情庄重，共同聆听校长李亚斯以《沐
浴党的百年光辉，完成立德树人的光荣
使命》为题的讲话。 （宫肇星 金鹏）

喀喇沁旗中小学
开展形式多样“第一课”

本报鄂尔多斯3月1日电 3月1
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各中小学、幼
儿园迎来春季新学期，25356名学生
兴高采烈地返校，重新回到熟悉的校
园生活。

走进康巴什区实验学校，记者看
到，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经过测温
通道后有序进入校园。

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老师的新
学期寄语，同学们的美好心愿卡片，朗
朗的读书声……构成了新学期开学第
一天的美好景象。

“卡通牛”伴着孩子们入校、学校
教师为孩子们发放“福袋”……新学期
伊始，康巴什区各学校为孩子们准备
了各具特色的创意迎新开学礼，孩子

们在温馨、欢乐的氛围中开启了新的
学习旅程。

为保障广大师生的健康安全，各
学校提前对校园进行了清洁消杀，并
采取错峰入校、健康状况追踪、疫情防
控演练等多种措施，为大家营造安全
的校园环境。

开学第一天，康巴什区各中小学、
幼儿园还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伴
随着激昂的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在场师生高唱国歌并向国旗
行注目礼。升旗仪式吹响了新学期的
号角，广大师生也将以新的面貌、新的
行动投入到新学期的工作与学习中。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融媒体中
心 冯静）

康巴什区各校在隆重的升旗仪式中
迎接新学期

领到新课本后兴高采烈的孩子们。3月1日，呼和浩特市土左旗蒙古族学校正式开
学，孩子们领取新课本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杨鑫 摄领到新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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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开展“学英雄精神，向英雄致敬”主题教育活
动，向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致敬。该小学迎来开学日，各班级从红色传承、趣味运
动、安全教育、爱国教育等方面着手，开展了各具特色、别出心裁的主题活动，让学
生们愉快地回归校园。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回归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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