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你的学校没有让人过目不忘的
华丽建筑，但只要有学校工作的各类行之
有效的创意，一样能使人耳目一新。 我们
征集这样的创意，可以是有创意的开学典
礼、校会班会、校园节日，等等。

来稿请注明创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稿
件请发至 zgjsbjyj@21cn.com。

《学校创意》征稿

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让所有孩子
体验成功的喜悦，河南虞城天元小学在开学典礼上推
出了学生荣誉称号个人申请达标公示，让学生自己选
择荣誉称号。

学校要求在开学典礼举行的前两天，学生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 申请自己在新学期要取得的荣誉称
号，同时根据所“预定“的荣誉称号制定达标措施。 学
生可以申请一项荣誉称号，也可以申请多项。 在开学
典礼的现场，学生在学校特制的年级丝绸锦缎上郑重
填写自己申请的荣誉称号。抽取部分师生现场宣读自
己要申请的荣誉称号和制定的达标措施。 典礼后，把
这些丝绸锦缎悬挂在校园柱子上，以便今后接受全校
师生监督。 同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丝绸锦缎成了
校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学期末，学生进行自评，并向全班同学汇报自己
的达标情况，经全班同学认定，已达标的，学校就授予
荣誉称号并表彰奖励。学生荣誉称号个人申报达标制
度的推行， 将对学生外在的激励内化为自觉追求，鼓
励学生在超越目标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不断进步。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宜阳县三乡乡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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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开学课程的创意与策划
□ 王红顺

开学课程 20例
1. 好习惯证书年检；
2. 行为习惯、 学习习

惯军训展演；
3. 把开学典礼放在晚

上， 以篝火晚会的形式举
行；

4. 开学典礼栽种纪念
树；

5. 系上心愿条， 用小
气球放飞自己的梦想；

6. 师生之间互相泼水
表达新学年的祝福；

7. 征集各种笑脸 ，制
作学校笑脸墙；

8. 用新闻发布会小记
者 采 访 形 式 代 替 校 长 讲
话；

9. 用新教师团体或个
人才艺展示代替对新教师
的介绍；

10. 让一年级新生敲
响新学期的钟声；

11. 让一年级新生站
在学校紧闭的大门外 ，由
校长向新生提问 “你为什
么来上学？ 你上学是为什
么？ ”，待新生回答后，由教
师 代 表 缓 缓 开 启 智 慧 之
门———校门 ， 师生夹道欢
迎小朋友；

12. 隆重举行学生自
主委员会成员就职典礼

13. 开展 “老师 ，新学
期我想对您说；孩子，新学
期我想对你说” 或 “男孩
（女孩 ）我想对你说 ”的说
说心里话活动；

14. 用情景剧的形式，
把师生情表达出来；

15. 用 “教师讲故事、
做实验， 让学生现场悟道
理” 来代替对学生要求的
讲话；

16. 让学生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 特意制作的礼
品为教师颁奖；

17. 引领一年级新同
学参观校长室和其它功能
室。

18. 采取校长为教师
赠书、教师向学生赠书、学
生之间开展图书漂流等形
式，掀起读好书活动；

19. 特邀平常在公众
场 合 没 有 机 会 露 面 的 门
卫、清洁工、炊事员登上开
学典礼主席台， 校长带领
班 子 成 员 向 他 们 鞠 躬 致
谢；

20. 把学校上期大型
活动的画面， 用孩子们喜
欢的方式， 用卷轴一一展
示、回顾，让孩子们重温美
好的瞬间。

首先请被特邀的当地行政、 教育主管领导及学校班子
成员主席台前排就坐， 接着由学校校长用学生听不懂也不
爱听的话语体系， 对学生关联不大的所谓上学期工作进行
全面详细的总结， 同时对本学期的工作进行周密系统的安
排，然后依次是班主任、教师、学生分别代表自己的群体谈
计划、表决心，最后，当地的行政官员用万能语言讲一些正
确的废话……上述一幕，在千千万万的中小学年年、期期重
复上演着。

每年的开学典礼大同小异，其程序是什么，其目的是什
么，没有人去追问，没有人去探究，似乎本应如此，大家都在
“照本宣科”、例行公事。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开学典礼，规范
有余，互动不足，成效有限。 为了让每一次开学典礼不再是
校长一个人的舞台，不再是学校居高临下的要求，不再是学
生干部代表学生表决心，不再是程式化的、枯燥的听讲，而

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直接参与的活动； 为了让每一次开学典
礼都成为学生主体参与的体验过程， 成为学生刻骨铭心的
重要记忆； 为了让每一次开学典礼都成为由学生自己设计
的、格外期盼的、关注度最高的创意活动，学校把开学典礼
提升到开学课程的高度去创意策划，势在必行！

教育是一项发现学生的需要，成全学生的合理需要，寻
找适合学生参与的活动。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在寻找学生的
需要、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有可能成功。因
此，“让开学典礼的内容、形式适合学生的需要，用学生喜欢
的活动呈现”是开学课程创意与策划的首要原则。

“把开学典礼课程资源的开发、 使用的权力交给学
生”是开学课程创意与策划的第二个原则。开学典礼不但
是学校的课程，而且是关键的课程。 既然是课程，就应该
从它的消费者———学生的需求着手研究、设计。当我们把

设计开学典礼的权力交到学生手上的时候， 立刻就会出
现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首先，课程设计的目的变得特别
清晰 、特别明确———就是为了学生 ，就是让学生喜欢 ，因
为不喜欢就不会有效果。其次，设计方向就是尽量满足不
同学生的需求。 如，新生入校，仅仅靠一个开学典礼是远
远不够的，所以，围绕适应新环境、找到新伙伴、确立新目
标， 学生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就能开发出适合新生开学的
系列课程。

“开学典礼系列课程的组成元素必须围绕 ‘新 ’字做
文章”，是开学典礼课程创意与策划的第三个原则。 这就
要求每一次开学典礼都必须推陈出新， 每一次都必须有
一个全新的主题。年级的不同，学生的兴奋点和课程需求
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尊重这种差别是课程设计必须遵循
的另一个原则。

2008 年，开学典礼被设计成师生关系的启动会。 典礼
前学校发动各班学生在年级主任的帮助下为每一位班主任
老师寻找闪光点，并凝练成一句话，一位班主任，一句赞美。
开学典礼上， 校长面向全校推荐这些可敬的老师成为典礼
的主角，把典礼的气氛推向高潮。在接下来的开学系列课程
活动中， 师生以及家长围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相互砥
砺，相约共同成长，为新学年建设和谐校园、提高教育效益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09 年，开学典礼注入了新的元素，因为学校提出了培
养“志存高远”杰出人才的教育目标，所以，如何在开学典礼
上帮助学生规划人生，就成为了设计开学课程的重要考虑。
开学典礼上，学校请来了 20 位杰出校友，通过现场大屏幕
抽签的方式， 抽取出幸运学生上主席台与请来的杰出校友
结对子。 当被抽到的学生走上主席台与杰出校友握手、拥
抱、互赠礼物时，现场气氛活跃异常。

表面上看，结对的只有 20 名学生，但由此产生的气场，
给学生们带来强烈的刺激， 加上随后设计好的相关课程跟
进， 就比较好地落实了学校希望本年度 “人人确立职业目
标、生生开始人生规划”的主题。

2010 年，开学典礼以“开学护照”为切入点，形式有创
新，内容有拓展，给师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开学护照”成
为他们新的选择。希望通过“开学护照”这样一个载体，把教
师、学生、家长三方，都牵引到“新学期伊始”这个事件中来，
通过参与一个又一个开学课程，让学生终生难忘。

于是，伴随着“开学护照”，一个个好玩的活动创意诞生
了。更令人激动的是，他们把学校的文化基因融入到“护照”
之中：学校的校徽标志中有六种颜色，代表着学校六大育人
目标，他们把它赋予六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颜色，每一个
颜色都有专属名称：春华绿、银鹰灰、秋实黄、太空蓝、大地
黑、 国旗红。 学生在校读书六年就会集齐所有的 “开学护
照”，上面记载着学生每一年的开学足迹。

首先是通过大屏幕抽取幸运教师， 请他们到主席台上
给幸运同学颁发“护照”并签名留念；然后是全体老师为现
场所有同学颁发“护照”并签名。 在九月明媚的阳光里，所有
人都动起来了，新学期的笑容绽放在每一位师生的脸上。 抽
取幸运学子时，大屏幕上滚动展示全校学生名字最吸引人。
幸运学子可以得到新学期礼物。每个被抽中的同学，摄像机

都会追踪拍摄，很令人激动。 教师代表发言形式新颖，短小
精彩。整个过程时间不长，内容丰富，意犹未尽。优秀学长和
班级结对子的一幕，同样令人激动。

附：
“开学护照”使用指南

“开学护照” 是学校送给大家的富有创意的新学期纪
念，是每个学年最珍贵的收藏。 护照上的每一个活动每一枚
印章，每一张“珍邮”，都凝结着十一文化，都在讲述着十一
那些温暖的人和事！

封面色彩。 初一至高三，六个年级“开学护照”的封面颜
色各不相同，分别取材于学校 LOGO 的六种色彩，每种颜
色都附有特有的名字和内涵。

初一年级的“春华绿”，代表着春天的希望，充满活力，
充满想象，充满创造的力量，激励同学们成为思想活跃、有
想法的人；

初二年级的“银鹰灰”，代表着沉着坚毅的品格，拥有精
英人士的内敛气质， 象征着同学们积蓄的能量能够在刹那
间迸发，一冲云霄，翱翔万里；

初四年级和四年制高一的“秋实黄”，散发着成长的热
度和收获的喜悦，这个幸运的颜色，激励着同学们以更加稳
健的步伐奔向前方的目标；

高一年级的“太空蓝”，代表着志存高远，诚信笃志。 明
快而有深度的太空蓝，为同学们开辟了一片广袤的天地，任
由理想自由地生长。

高二年级的“大地黑”，是踏实勤奋、谦虚淡定的颜色，
希望同学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更要脚踏实地。

高三年级的“国旗红”是共和国赋予我校的颜色，铭记
着十一学校的光荣历史， 期待十一学子能够成为 “勇于担
当”的人，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脊梁！

开学印章。 “开学护照”中开设了五个活动供同学们快
乐参与，每完成一个活动都会得到一个开学印章，得到五个
印章的同学，将会获得一份新学期的小礼物。

那么，你将怎样获得这五枚印章呢？
首先，在 9 月 1 日的开学典礼上，老师会将这本具有特

殊意义的“开学护照”颁发给你。 接下来的几天，需要你根据
“护照”上的提示，去完成一系列的活动：第一，认识学校；第
二，老师见证；第三，同学见证；第四，家长见证；第五，班主
任见证。 每完成一个，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
获得盖章见证。

“冠必正，纽必结。 袜与履，俱紧切……”伴随着琅琅的读
书声， 广西柳城县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 “开笔礼” 的第一
项———正衣冠开始了。 从自正衣冠到互正衣冠，再到师长协正
衣冠，孩子们一会儿拉拉领子，一会儿挽挽袖子，一会儿系系
鞋带……正是：童蒙之学，始于衣冠；先正衣冠，后明事理。

“咚、咚、咚……”在关工委领导带领下，一年级新生 10
位代表排着队正逐一“击鼓鸣志”呢！ 小手使劲敲击，因为击
鼓的声音越响，声音传得越远，就说明志向越远大。 鲜红的绸
巾飞舞，铿锵有力的鼓声在教室里回荡，一个个理想牢记在
心间。 欢呼声、喝彩声、掌声、鼓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非凡。

“头正、肩平、身直、足安……写人字时注意一撇一捺相
互挨着，收笔齐平，这样人字才能立稳，做人才能堂堂正正
……”教书法的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孩子们聚精会神地
听着。 对，现在进行的是“开笔礼”第三项———启蒙描红！ 随
着主持人一声令下，小朋友们开始描红“人”字。 过了一会

儿，写好的同学高高举起手中的卡片，让周围的家长、老师
和嘉宾们欣赏。 顿时，教室里仿佛群群彩蝶在飞舞，又像面
面彩旗在迎风飘扬。 家长们不时投去赞许的目光，情不自禁
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老师，您辛苦了！ ”“老师，请喝茶! ”……小朋友们双手
捧着清茶递给教师代表， 老师们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欣慰
的笑容。这是“开笔礼”中的第四项———茶敬亲师！它意味着
从这天开始，老师将引领小朋友们走上长达 10 余年的学校
学习之路，所以要“亲其师信其道”，就让所有的祝福、感谢、
尊敬、爱戴都融在一杯清茶中，相信老师一定是喝在嘴里，
甜到心里！

最热闹的要数“赠言送礼”了！ 在教育局领导赠言、教师
代表赠言、家长代表赠言之后，教室里沸腾起来了！ 领导、老
师、 家长纷纷来到分发红蛋的行列中：“祝你的学习生活像
红蛋那样美满，像红蛋那样美好！ ”孩子们捧着红蛋，就像捧
着一件无价之宝，心里乐开了花！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良好的开端才能奠定成功的基
础，相信开笔礼会让孩子们迈好学习的第一步，走好人生的
每一步。

活动流程：
1. 各班在国旗台前集合。 举中队牌、打中队旗；

各班体育委员整队、教师清点人数；校长讲话并宣布
出发。

2. 按照学校规划的路线到达指定地点。 在行走
的过程中唱“班歌”，展示班级标语、“班呼”，“背诵经
典”。

3. 到达指定地点后进行拓展训练：
“齐心协力”项目。 目标：学会“团结、互助”；引导

方向：班集体的建立及班集体荣誉感；道具：每班 2 块
长 150cm、宽 15cm 的木板，木板边沿对称打眼 12 个
并左右穿绳 6 根（高 100cm）；组织负责人：班主任（指
挥与心灵引导）。

“其实你真的很棒”项目。目标：培养学生自信心，
改变特殊学生；道具：笔和色卡纸若干；操作流程：指
定一位同学站到班级前面（背对班级），其他同学在指
定人背上写出他的优点，最后作为一份新学期的礼物
送给该同学。

“盲阵”项目。 目标：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和听从指
挥及自律性的意识； 道具：1 根绳子及眼罩 50 个；教
练规定参与人数，宣布纪律及项目规则，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组成一个正方形的活动目标。

“孤岛求生”项目。 目标：培养团队合作和听从指
挥及自律的意识；道具：报纸若干张或用粉笔在地上
画几个长方形 （形状和分组人数单脚站立的面积接
近）；操作流程：教练宣读游戏规则，一个班成一个大
圈跑动，听到“进”的口令时看哪一个小组最快速单脚
站立好，并保持平稳而且不违反项目规则。

“穿越生命线”项目。 目标：培养团队合作和听从
指挥及自律性的意识；道具：报纸若干张；操作流程：
裁判宣读项目规则，画两条平行线，长度为 5 米或 10
米， 小组组长抽签决定比赛对象，2 队 PK 淘汰赛，在
规定的时间内用时最少的一组为胜。

“幸运时刻”项目。抽出幸运师生颁发幸运证书及
新学期祝福话语。 操作流程：将准备好的师生名单放
一个盒子或袋子内，抽出幸运师生 3 人，颁发幸运证
书。

“自我推销”项目。用文明礼貌的语言向路边的行
人或其他班不认识的同学问好、介绍自己。

活动结束，学生返校时高唱“班歌”，展示“班呼”、
“背诵经典”；到达学校后回到班级分享收获。

开学时的“远足”是砥砺意志的“长征”，既是对学
生身体素质的一次考验，又能锻炼学生的毅力、磨炼
学生的意志。 远足的过程是展示班级新面貌、新目标
和凝聚力的过程。 新学期学生可以感受大自然、感受
到班级的温暖，体会到学校生活、班级生活的幸福，为
自己的人生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暑假期间，学校发动学生各自设计班级的名片———
个性化的班名、班风、班训、班歌、班徽、班旗、班级卡通形
象。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全校进行班级名片评选，各班展示
各具特色的班旗。

开学典礼安排在学校田径场举行，现场犹如一个金光
闪闪的太阳。 校长举着校旗站在“太阳”的中心，领导班子、
被表扬的优秀教师、 学生围绕校旗围成 3 个同心圆；28 个
班组成了 28 条太阳光射线，每班各自举着自己的班牌、班
旗。 所有的师生拿着不同颜色的色卡纸，将师生宣誓、表彰
先进、学校文化解读、工作安排，借鉴北京奥运会的形式，
通过班旗的舞动、 色卡纸的变换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使
学生受到心灵的震撼，获得情感的陶冶，实现灵魂的净化。

●北京十一学校
开学课程的的三个创意

开学课程创意与策划案例

●广西柳城实验小学
“开笔礼”活动

●河南虞城天元小学
学生荣誉称号个人申报达标公示

课程是一所学校提供给孩子的产品，也是这所学校特色和品位的集中体现。将开学典礼、节日活动等能够促进学生发展的一
切载体都纳入课程管理，是坚持素质教育从课程出发的核心所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收集、汇编的开学典礼的创意和策
划，有的稍加变动就可以直接使用；有的可以汲取其中有用的元素进行排列组合就可以衍生出新的方案；有的可以让您产生新的
灵感，创造出新的创意来。

●河南封丘实新学校
队旗飘飘主题活动

●河南郑州立才实验小学
5 公里“远足”社会实践主题活动

“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但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学生能在这样的环
境中学习吗，怎样才能使一项项琐碎繁杂的学校工作具有树的扎实深厚与云的轻盈灵动，怎样使学生的生命扎根到厚实深沉的生命沃土中，
诗意地在学校成长……追寻答案的过程，就是教育工作者一次次用心的过程。 从本期开始，本刊特别推出“学校创意”系列策划，将从开学课
程、校园文化建设、班级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解读，为学校教育提供可供借鉴的新角度，启发新的思考，从而形成新的行动。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