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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大咖共同寄语
激励青少年奋勇前行

随后，在开学第一课“美好蓝图”篇章，同学们收到
了一份特别的开学鼓励——来自各行各业的10位业界
大咖，通过视频的形式，在开学第一课主会场向成德眉
资的中小学生发出了“今天的美好由我们奋斗，明天的

蓝图由你们绘就”的精神号召。
他们中有东京奥运会男子双杠冠军
获得者邹敬园、享誉全国的“重症八

仙”之一康焰、中国第二代防空导
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钟山、最年
轻的运-20机长陈思麒……他
们充满力量与温度的寄语，激
励着广大青少年奋勇前行，用
青春去书写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让同
学们心潮澎湃。

在收到业界大咖们的寄
语后，天府四中的同学们以一

首《少年中国梦》（节选）诗朗诵，
给予了这份特别的寄语以铿锵有

力的回应。
“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蔚蓝

是天的梦，远航是帆的梦。长大成才，建设祖国，中国的
梦，我们的梦！翱翔是雄鹰的梦，鲜花是春天的梦，幸福
是百姓的梦，富强是中国的梦，探索海洋，我们的梦！飞
上太空，我们大家的梦！”

四川月饼节暨川渝农交会
9月8日开幕

九月丰收季，又逢中秋团圆时。9月8日，“第21届中
国（四川）中秋食品博览会暨月饼文化节、2021中国农民
丰收节·第二届川渝特色农产品交易会”将在成都世纪城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将汇聚四川、重庆、云南、广
东、香港、澳门等地上百个月饼品牌、名酒名茶以及川渝
两地20多个区县千余种特色农产品参展，将满足广大消
费者中秋佳节消费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深入开展“天府里·悦生活”、“惠民购
物全川行动”等促消费活动，扩大川货品牌影响，提升川
货市场占有率，本次四川省遂宁市、广元市、泸州市、眉山
市、绵阳市、达州市、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等市州积极
组团参展，集中展示展销特色名优川货。

为深入开展“川渝好物进双城”、“川货出川”等促消
费活动，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本届川渝特色农
产品交易会将采取成都、重庆同步举办。成都市、广元市、
雅安市、阿坝州等市州组团赴渝拓展市场，精品川货将抱
团亮相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重庆市也组织了20余家
企业入川参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9月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德阳）
主场活动暨四川庆祝活动新闻发布会
获悉，今年庆丰收活动重点支持长江经
济带联动庆丰收，在长江上、中、下游
分别确定四川德阳、湖南长沙、浙江嘉
兴承担 3 个主场活动。四川省举办地
选在广汉，是考虑到广汉在全国农村
改革进程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今年的
庆丰收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和四川省人
民政府主办，将于 9 月 23 日在广汉市
三星堆镇三星堆村举办，主题为“庆丰
收、感党恩”。

本次活动的总体安排包括“1+3+
10+N”。其中“1”是主会场活动，即在广
汉市三星堆村举办的2021 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四川）群众联欢活动，将充分融
入长江流域和三星堆等主题元素，展现
极具乡土特色的民俗歌舞表演、长江流
域上游各省民族文化展演，连线各地庆
丰收场景和开镰启动仪式等。

“3”是相关主题活动，即金秋消费
季四川专场、寻找100个川渝乡村女能
人、四川农业农村改革优秀案例评比3
个活动。

“10”就是现场配套活动，即百年农
史展、三星堆文化展、农特产品展、农村
生产生活遗产展、川渝乡村女能人成果
展、文创产品展、特色美食展、农机具
展、趣味活动、民俗活动10个活动。

“N”就是四川全省各行业和各地自
行组织的系列活动。据初步统计，各市、
县将结合实际，自行组织举办庆丰收系
列活动80余场。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活动将聚焦长
江流域和三星堆文化。

原创音乐舞台剧《千年稻香》，以三
星堆考古出土的碳化稻米种子为创作
动机，讲述距今4500年前的成都平原发
达的农业文明的故事。广汉主场活动将
现场连线三星堆遗址考古专家，揭开古
蜀文明耕种文化的神秘面纱；通过邀请

甘孜州旅游形象大使丁真、展出长江上
游各省市农特产品等形式，多维度呈现
长江上游地区农耕文化的独特文化气
质和鲜明文化特色。同时丰收节形象大
使李子柒也将到现场助力本次丰收节
庆祝活动。

同时，活动将紧扣农民和丰收这两
条主线，真正把节日办成农民的欢乐
节。比如，非遗文化歌舞剧《川江号子》
表演者都是来自长江上游地区的农民
兄弟，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将由农民
组成的百人合唱团在田间地头、乡间小
路、谷堆田埂上纵情歌唱，生动勾勒出
新时代中国农民的崭新形象。

另外在9月17—19日，本次活动将
在成都宽窄巷子东广场举办中国农民
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四川专场活动。9月
23日，将在广汉三星堆村的丰收节活动
现场举办农特产品展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实习记者 文思瑶

9月1日上午，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
市教育局、德阳市教育局、眉山市教体局、资阳市教体
局主办，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成都儿童团承办的“感
恩明志·逐梦复兴”2021成德眉资中小学开学第一
课，在成都市5所学校同步开讲。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今年成都市、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首次在
开学第一课进行四城联动，因此5堂精彩的“城市
课程”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走进了四座城市中
小学校的课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了引导广
大中小学生感党恩、明志向，所以开学第一课以“感恩
明志·逐梦复兴”为主题，邀请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业
界大咖，他们作为青少年学子学习的榜样，共同寄语
和激励成德眉资中小学生，并深入课堂向大家讲述了
革命先烈的故事、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奥运健儿的
拼搏精神等，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课程，让同学们厚
植家国情怀，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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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投影还原历史场景
带领师生缅怀先烈

“此行踏上革命之路，儿子觉得未来之神也在为我预告，它
好像在对我说：‘你将踏上光明之路，你的前途是无量的，你的生
命之花，将从此开放……’”

上午9时，开学第一课主会场天府四中音乐厅的舞台上，一行
行金色的文字在舞台前方全息投影的透明纱幕上划过，纱幕后的
舞台中央，一束明亮的光照耀在写下这些文字的“革命先烈”身
上——他们是来自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四位表演艺术家。

四位表演艺术家先后真挚地朗诵了四位革命志士何
秉彝、刘愿庵、车耀先和吴玉章当年写下的四封“成都
家书”，这里面有写给父亲的、有写给妻子的、有写给
女儿的，也有那封著名的写给四川同胞们的《告四
川同胞书》。每一封书信无不饱含着对家的眷恋，对
国的深情，方寸信笺里，字字千钧，家与国就此连
成一段不朽的史诗。

全息投影的舞台场景真实还原了那个硝烟弥漫
的年代，表演艺术家们或深情或铿锵的演绎，让在座
师生无不为之动容，深切缅怀。“山河大地上，是他们
以血为墨，写就了全新的中国”。

接着，舞台纱幕上的时间轴不断向后推移，从1949年
的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21年的神舟十二号奔向太空，一件
件大事展示了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时间轴定格在“2021”，来自成都市盐道街小学、成都市
龙江路小学和成都市武侯区领川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依次走上
舞台，他们通过歌舞、朗诵等节目表演形式，展现了当下的幸福生
活，以此致敬和告慰革命先烈：“今日盛世，如您所愿！”

成德眉资四城联合
成立“成德眉资德育联盟”

在开学第一课仪式现场的尾声，四川省、成都市、德
阳市、眉山市、资阳市教育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共同走上
舞台举行了“成德眉资德育联盟”成立仪式。

据介绍，今后成德眉资四城将共同搭建德育一体化工
作平台，探索和推进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学段之间德
育一体化，构筑全域育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德育格局。

仪式结束后，在天府四中主会场，中国电科集团
公司专家、中国电科十所项目总师杨海峰博士，为同
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科普课程——“于成都，
对话星辰”，他以神舟十二号中的“成都力量”为切入
点，带领同学们遨游神奇的太空，感受大国重器的科
学魅力。

同时，9 月 1 日上午，在草堂小学西区分校、棠湖中
学、磨子桥小学分校和天鹅湖小学四个会场，开学第一
课还邀请到了国家一级演员、成都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马
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首位 90 后
运-20 飞行员（机长）陈思麒，东安湖体育场建筑专业副
专业负责人、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体育建
筑设计研究中心设计师钱聪等行业精英，走进校园深入
课堂，分别从“感恩”“明志”“逐梦”“复兴”四个不同的
角度，同步开讲，为同学们带去了 4 堂同样精彩难忘的
开学第一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曹鸿禹 付思聪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德阳）主场活动揭晓

9月23日 和丁真、李子柒一起庆丰收

同上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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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写“女生真是没骨气”？
不上纲上线但也别当范文

不必上纲上线地批
判，不等于就应该作为满
分作文来学习。

“男生真好，古往今来，男生一直体
现出勇敢的气势。在运动场上，男生要
是摔倒了，只是拍拍衣服，继续坚持下
去；女生就不同了，摔倒了，有些伤着
了，就哭哭啼啼，真是没骨气！”近日，一
篇满分作文引发争议。这篇《我眼中的
男生》出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最新小考满分作文 1000 篇》。有网友
表示，这篇满分作文疑似贬低女性。

说“疑似”体现了媒体的谨慎。其
实，看完全文可以发现，这篇作文确实
是在赞美男生、贬低女生。只不过，一个
孩子的认知暂时有点偏差，想法有点出
人意料，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事。

因为一方面，从心理学上看，很多
孩子确实会经历一个排斥异性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他们喜爱同性，对异性则
表现出厌烦、不理解。换句话说，争议作
文中所写的，很可能是小作者的真实心
态。而另一方面，青少年儿童的价值观
不稳定，会不断调整观念，在老师、家长
的引导下，逐渐建立起稳定的价值观。

因而，对于这样的作文，我们不妨
一笑了之，无需上纲上线地批判。怀着
包容的心态去看这些“耿直”的作文，甚
至还会觉得有点可爱。

然而，不必上纲上线地批判，不等
于就应该作为满分作文来学习。孩子的
价值观有偏差，成年人不能视而不见，
甚至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本《最新小考
满分作文1000篇》，是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波波乌作文大宝库”系列
图书中的一本。

但从评价的维度来说，且不说这篇
作文在文字上仍有一些瑕疵，未必当得
起“满分”，单单说在价值观方面，就确
实值得再推敲。“文以载道”，作文作为
一种写作练习，写作技巧固然很重要，
表达的观点和感情同样不能忽视。

一个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群的图
书品牌，是承担着一定教育功能的，出
现这类“满分”作文，或许应该追问的
是：挑选满分作文的标准是什么？

或许编者在选择这篇作文时，也是
怀着宽容的心态，觉得无需小题大做。
但公开出版，并且以满分作文的形式出
版，本身就是一种放大宣传，这就不再
是一件小事那么简单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土土绒

据报道，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开始担
心互联网表达的“统治力”过强，导致人
们逐渐“失语”，不会说话了。比如在豆
瓣上就有人开设了“文字失语者互助联
盟”小组。

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对公共表达带
来的是一种强势影响。一种新奇的互联
网表达，迅速就会铺天盖地袭来，比如
最近的yyds（永远的神），原本可能属于
一种暗语，几乎一夜之间席卷互联网。

互联网语言之所以出现，本质是因
为可以提高沟通效率。常见的网络梗会
生成一个语境，人们只要使用这个语
言，就会自动进入这个语境，不言自明
地接入同频率的对话模式，人们可以快
速领会潜在含义，进而“确认眼神”：对，
我们就是一路人。

而网络语言也会有副作用，比如超
强的裹挟力，并造成表达的高度模式
化，语言世界也可能会变得有点单调。
这点人们是有共识的，2019 年，《中国
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 2002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
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

都说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今天所出
现的“失语焦虑”、语言高度模式化，或
许也正指向一个更冷峻的现实：频繁使
用网络梗，也在使我们的思维变得单一
与极化。

当一切都被“yyds”的时候，也就意
味着存在高度拔高的风险，一个人或事
物可能被抬到了不属于它的位置；当动
辄就是“凉凉”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认
知错位，抹杀了一切改进的可能；脱口
而出“绝绝子”“奥利给”的时候，或许也
意味着无暇感受深沉意蕴，只剩下短暂
的神经刺激……

众口一词的代价，其实就是“不假
思索”——人们不再有耐心分辨真实世
界的细微差别与具体情况，而满足于爽
快、粗糙的文字宣泄。而这，可能才是互
联网“失语”的真命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易之

“网梗”吃掉了我们的语言？

众口一词的代价，其实就
是“不假思索”

专家讲述航天知识表演艺术家朗诵“成都家书”朗诵《花语·蜀韵》

合唱《吾辈青年》飞行员带来国防教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