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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春 再 出 发 ！
——全国多地中小学春季开学见闻

6 日，我国不少地方中小学开启了新学期。踏着春天的脚步，多地中小学生背上书包，

走进装扮一新的美丽校园。

新春孕育新的希望，不少中小学以抓好“第一件事”、上好“第一堂课”、引导学生说出

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来开启开学首日生活。记者在多地中小学校园里，看到师生们返校

井然有序，感受到新的希望正在孩子们心间播撒。

6 日，一早不到 8 点，山东省济南市
经十一路小学已扫洒一新，学生们陆续
通过测温通道走进学校。

五年级家长刘坚说，经历了漫长的
寒假，孩子们都盼望早日回到学校、重
启校园生活。“希望新学期学校可以开
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外实践活动，也期待
运动会、篮球赛等能让孩子兴奋起来的
体育活动尽快归来。”

开学第一天，各地中小学把孩子们
的身心健康摆在了首要位置。江西省
南昌市南昌大学附属小学红谷滩分校
在开学前一周，就对全校师生进行了全
面身体健康监测，并配齐了口罩、抗原、
测温设备、常态化防疫药品等物资。学
校总务处主任罗江德告诉记者，春季开
学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的第一个学
期，在开学前就已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希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艺术、
卫生等活动，引导孩子们增强体质，培
养阳光的心态。

为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广州市教育局开学前印发《2023 年春季
学期中小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线下教学指
引》，要求学校协助学生通过疲劳程度、
体能状况、心肌功能检查等，对学生的体
能和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摸查，确保安全。

上好第一堂思政课是各地中小学开
学的重要内容，他们把课堂搬到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请来解放军官兵、抗疫医护
代表等到校，给同学们上了一堂堂生动
的传统教育课。

在湖北省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学的开
学典礼上，通过开展观摩官兵升旗、训练
军容军姿等活动，孩子们精神抖擞。“我
们希望以这种体验式和互动性强的学习
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集体观

念，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全面提振复学
后的精气神。”水果湖第二小学校长刘小
杰说。

用心用情，开启难忘新学期。
济南市经十一路小学的开学典礼主

题为“科技强国梦、红色爱国情”。学校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金珊说，“开学第一
课”是由科普专家带来“人工智能”主题
讲座。不仅有科研人员参与开学典礼，
还邀请了军人代表、抗疫医护代表、科普

实践联络员等加入其中。
近年来，包括广州实验中学在内的

广东省各中小学校利用开学第一课等契
机不断创新思政教育，“5G+VR”思政智
慧课堂建设，让红色教育基地、科技博物
馆成为“大课堂”，推动“文化+教育+科
技”跨领域提升。

广州实验中学一名学生告诉记者，
通过开学第一课，我不仅了解了中国传
统文化，更爱上了传统文化。

6 日清晨，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后
宰门小学门口热热闹闹的。8岁的宁翊
宸从爸爸的电动车后座上跃下，拎着自
己手写的福字，激动地跑到教室楼下，
和同学们一起将福字投进集福箱。

“新学期，我每天要坚持做口算、运
动半小时。”这是宁翊宸走进校园对自
己说的第一句话。

一年春作首，万事贵争先。师生们
也纷纷在开学之际立下新目标。

“我们希望用更科学、合理的作业
形式和内容，让孩子们达到少‘动笔’，多

‘动脑’的效果。”这是新学期江西省庐山
市第一小学负责人余明霞提到最多的一
句话，也体现在了孩子们的寒假作业中。

开学前，老师们就已经通过线上
“智慧作业”平台，检查孩子们寒假作业
完成情况。自“双减”开展以来，江西省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智慧作业”平台，利
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作业布置分层、弹性

和个性化，杜绝机械性、重复性、无效性
作业，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师生优化作业
设计，减少作业总量。

开 学首日，武汉市汉口辅仁小学
CBD 校区的老师们，在校门口装扮成

“兔子玩偶”，与学生们开心地击掌、拥
抱。“和学生们许久未见，很是想念！”二
年级教师王俊看到孩子们又长高了、懂
事了，十分欣慰，她希望所带的班级凝聚
力更强，学生们能更健康快乐地成长。

2月 6日，在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兴隆派出所的民警为同学讲解安全知识。

第一句话：新春立下新目标

黑 土 地 上 春 潮 涌 动
——东北三省乡村振兴观察

瑞雪飘飞风光好，白山黑水物华新。

新春佳节，广袤的东北大地一派喜气洋洋。村庄里，年味格外浓厚：人们挂灯笼、贴春联、逛大集、访亲友……传统的年

俗是游子们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

大棚中，春意盎然，山村“土味年货”畅销全国；工厂里，农民变身产业工人，和城里人一样忙碌地完成着订单；民宿内，土

墙灰瓦、张灯结彩，吸引各地游客来这里过大年……

东北，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辽宁盘锦，红海滩千里冰封。
一场冰凌穿越挑战赛热火朝天。

来自各地的近千名冰雪运动爱好者在
冰海中穿行，挑战自我。

俄罗斯徒步爱好者安娜对盘锦红
色碱蓬草装扮的海滩感到着迷：“红海
滩我来过多次，这次来想感受一下冬
天的海岸。”

一段时间以来，近海养殖让盘锦
滨海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经过大刀阔
斧治理，当地清理平整围海养殖总面
积达 8.59 万亩，新增自然岸线 17.6 公
里，一度消失的碱蓬草再现，红海滩笑
迎八方游客。

几公里外，赵圈河镇兴盛村的“苇

海乡舍”民宿里，“老板娘”刘海艳忙着
接待各地游客。“北京的、沈阳的，哪的
游客都有。”刘海艳笑着说，谁能想到，
守在家门口，生意就送上了门。

白雪皑皑，松林如墨。长白山脚下的
吉林省临江市松岭屯宛如一幅水墨画。

近年来，当地通过冰雪旅游业和
农 业 融 合 发 展 ，擦 亮 旅 游 产 业 名 片 。
松岭屯原生态的村貌和宜人景色逐渐
被人们知晓，来村里玩的游客越来越
多。村民王彦伟家里种了十亩玉米和
黄豆，过去一年忙活下来，收入不足万
元。如今，王彦伟在家里经营起农家
乐 。“ 有 的 外 地 游 客 晚 上 直 接 住 在 家
里，每天有上百元的收入。”

村民把当地的木耳、蘑菇等土特
产推荐给游客，还发展起草莓种植等
特色农业。如今，松岭屯的乡村旅游
逐渐形成规模，拥有几十家民宿，近百
户村民通过创业增收致富。

“终于找到北了！”
地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漠

河市北极镇北红村迎来一年中最热闹
的时候。白雪覆盖村庄，木屋炊烟袅
袅，如同童话世界。

玩泼水成冰、坐马拉爬犁、睡东北
土炕、体验东北风情，游客们在这里感
受最北风光。

北 红 村 地 处 我 国 大 陆 版 图 最 北
端，也是我国最北脱贫村。近年来，立

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北红
村谋划发展旅游产业。

“村子越变越美，游客越来越多，
这几天都是满房，我们有的忙了！”村
民张翠花同时经营家庭旅馆和青年旅
社，近期游客明显增多，她聘请了房嫂
和厨师帮忙。

驻村第一书记史继友说，目前，北红
村一半以上的村民从事旅游产业，家庭旅
馆达72家，2022年人均收入2.25万元。

黑龙江省对照“乙类乙管”总体方
案，在细化、优化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同
时，推广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带火了乡村
游。春节假期，雪乡景区平均日接待游
客 2400多人，日门票收入 20多万元。

新春伊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什
河街道民合村，北大荒泰华有机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各种净菜正
在传送带上冲淋清洗。另一间厂房中，
预制菜生产线同样忙碌，各式各样的菜
品被切割塑形、整理包装。装箱上车，
运往城市大小商超。

“原来守着 15 亩地，一年忙到头挣
两万多块钱。现在在家门口干活儿，按
时发工资，心里甭提多踏实了。”54 岁
的村民韩继峰在企业做库房管理员，每
月工资 3500 元，“到了农时，公司很照
顾，让我们不耽误种地”。

从 田 间 到“ 舌 尖 ”，从 种 子 到“ 果
子”，这家企业几乎涵盖农产品生产全
链条。公司总经理马杰介绍，公司年产

值 2亿元，带动当地就业近 500人。
据了解，2022 年，黑龙江省绿色有

机食品认证面积 9100 万亩，农业农村
部门加快产业链升级，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达 65%。

室外天寒地冻，屋内春意盎然。
“这是我们吉林舒兰的特色农产

品，喜欢的朋友可以下单，我们送到您
家……”吉林省舒兰市的“新农人”孟佳
宁带领团队和村民们抓住春节假期开
展网络营销。

“最近我们主打吉林舒兰大米，大米
品质好，节前很多顾客都来采购，我们顺
势掀起了一波销售小高潮。我们销售的
大米覆盖了从 14.9元到 168元的不同价
位，最多一天销售约 2万袋。”孟佳宁说。

新的一年，孟佳宁定下新目标：建
立全流程带货团队，通过直播等新兴渠
道，推广本地特色农产品，带动更多农
民致富增收。

春节刚过，大山深处的辽宁清原满
族自治县椽子沟村已经忙碌起来，仓库
里烘干完成的草药垒成了一座座“小山
垛”，准备销往南方，山腰处，另一栋加
工厂房正在建设。

“2023年是我们村草药产业化发展
的第一年，以前卖的是草药，现在开始卖
品牌。”椽子沟村党总支书记季忠英说。

椽子沟村近年来靠发展近万亩草
药种植，全村人均年收入达 5 万余元。
村民腰包鼓了，村干部却在琢磨：怎样
才能让村民收入更高、村庄更富？多次

开会研究、外出“取经”，他们发现，村里
的中草药生产存在产品初级、附加值
低、市场狭小的问题。

2022 年，村办企业龙盛中药材加
工有限公司出资，新建 160 多平方米的
加工厂。季忠英说，今年投产后，预计
能实现每天生产数千斤草药，为 50 余
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以前以量取胜，
现在咱搞企业，产品价格高了，村民变
工人，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工资！”

辽宁聚焦重点环节，发展带动能力
强、富民效果好的特色乡村产业。日
前，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9.1亿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吉林省梨树县北夏家村，村民们沉
浸在合作社年前分红带来的喜悦中。

“带地入社的社员平均一垧地（15
亩）分红 1.6万元，又增收了。”聚丰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邵亮亮说。

农学专业出身的他大学毕业后返乡
当起“新农人”，带领村民种植西蓝花、鲜
食玉米等经济作物，通过绿色标准化种
植提升作物品质。邵亮亮联系外贸公
司，将西蓝花卖到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

“一公顷西蓝花最高收入七八万元，
种植效益大幅提高。”邵亮亮自豪地说。

今年，邵亮亮打算发展养牛，搞种
养循环农业。不少在外务工的青壮年
村民回乡过年，找到邵亮亮商议，想留
在村里，和他一起干。邵亮亮一口答
应：“我计划搞鲜食玉米加工，延长产业
链，这样能带动大伙靠现代农业增收，
让大家越来越有奔头。”

吉林省在资金保障、能力提升、创
业基地和载体驱动等方面为“新农人”
提供支持。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吉
林省农民工人员返乡创业累计已近 10
万人，直接带动就业超过 40万人。

春节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上

官地村“90 后”白领陈雨佳没有像往年
一样为上班忙碌。她辞掉了城里工作，
选择回乡种大米。

陈雨佳的家乡是“石板大米”的正
宗产地，这里的水稻生长环境优越，品
质很好。

“黑龙江不缺农民，但缺会营销的
人，村里不缺好产品，但缺好销路。”从
抖音直播带货到扩大有机种植面积再
到养殖稻田鸭和稻田小龙虾……陈雨
佳的公司已吸引多位年轻人投身乡村，
在这里拼搏出更充实的青春。

辽宁营口老边区东岗子村，林立的
温室大棚内花团锦簇，温暖如春。“花房姑
娘”张野正麻利地整理花苗、修剪花枝。

2021 年 10 月，她辞掉了城里的白
领工作，回村种植花卉，当起 10 栋花棚
的“经纪人”。她主动邀请主播来花棚
直播，记录自己的创业故事。镜头前，
她和主播一起向大家介绍花的生长期、
养护知识，吸引了不少粉丝下单订购。
如今，花棚每个月可以采摘鲜花 10 多
次，月销售额 10余万元。

“这几年，网络越来越发达，村子发展
很快。这就是我梦想的山水田园。”张野说。

1月 15日，在辽宁盘锦红海滩风景廊道，参加冰凌穿越挑战赛的业余选手在冰凌
徒步过程中拍照留念。

新希望：把乡愁留在黑土地

新产业：不出村就能上班赚钱

新景象：好生态引来八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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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课：家国情怀润心田

第一件事：身心健康放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