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2019-2020 学年暑假新初一年级通知 

尊敬的家长：您好！ 

按海淀区教委通知要求，学生暂定 8 月 31 日（周一）上午 8:00 后到校，8:30 开学典

礼，具体形式及安排，请注意开学前学校通知。9 月 1 日按周二课表上课。  

为了加强假期学生思想教育及管理工作，让学生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暑假，希望家长

能认真履行监护责任，配合学校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并督促他们合理地安排好学习、活动和

休息时间，积极完成并参加各种活动：  

一、北京疫情为零增长不代表零风险，需要继续做好自身防控不放松，严格遵守防控要

求，履行疫情防控责任：注意佩戴好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尽量减少外

出活动，避免交叉感染。家长给孩子们做好“后勤服务”或外出工作的同时，也请进行好自

我防疫防护。“非必要情况不出京”，务必严格执行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的各项防疫规定。  

二、假期里学生要合理安排时间，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假期中学生应制定出科学

的假期生活计划。学生的假期作业或复习功课的时间每天应安排 2—3 小时，同时积极开展

体育锻炼，注意劳逸结合。不说、不做违反《中学生行为规范》的话与事；不听、不看不健

康的录音、录像、影碟；不到未成年人不应去的游艺厅、网吧、歌舞厅等场所；绿色、文明

上网，自觉传播精神文明，做“英俊淑雅”的理工附中学生，为学校争光，为家庭争光。  

三、假期中要注意各种安全，增强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  

1.传染病防控：夏季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应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不喝生水，

生吃瓜果要洗净，食物煮熟再吃。一旦发生呕吐、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不要购买无证

商贩所售的不洁食品、“三无”食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病能力。  

2.近视防控：注意用眼卫生，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家长为学生提供有利于保护视力的学

习环境，控制学生近距离用眼时间（看书，写字，看电视，用手机、电脑时间达到 45 分钟，

应休息 10-15 分钟）。及时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视力下降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3.吃动平衡，预防肥胖：注意营养均衡，每日进行户外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增强身

体素质，预防肥胖。  

4.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乘坐黑出租车。禁止到有危险的地方和家长不同意的地方去旅

游或游玩。树立文明绿色出行理念，增强学生带动家庭，用小手拉大手，共同文明绿色出行。

家长以身示范，提高低碳环保意识，尽量选择步行、骑车、公共交通等出行方式，争做孩子

文明绿色出行的榜样。  

5.注意防火、防盗，注意用电、网络安全，注意防止网络、电信诈骗，不要随便点击一

些无关的链接，以防上当受骗。  

6.熟记各类警示牌和警示标语。  

放假期间，我校全天有人值班，本校值班电话 010——53205320，南校区值班电话 010-

52247699，东校区值班电话（010）52247600。 



四、开学前，每个学生做好到校上课的准备（关注学校开学前通知）。要按照学校关于

仪容仪表的规定，认真进行自我整理，请家长协助检查落实。开学报到到校时初一新生穿浅

色有领有袖 T 恤裤装，领到校服后统一着校服到校。  

附：理工附中仪容仪表要求  

学生进校一律里外都着校装，校服整洁（无字迹、无图案、无附加装饰物）。不染发、

不烫发、不佩戴饰物，男生发长两侧长不过耳，前不过眉，后不过发界；女生不化妆，不留

披肩发，碎发不遮脸，发式符合初中学生身份，不留怪发型。  

五、如正常开学，请在开学典礼后各班报到、交暑假作业。请家长为学生准备好 100 元

钱，报到当天办饭卡（无卡费）及统一充值 100 元，食堂饭卡充值于 12:00 前；第一周饭

卡充值时间：每天早上 6:50-7:30、11:30-13:20；第二周开始为周一、二、四的早上 6:50-7:30、

11:30-13:20。  

 

 

2020 年初一暑假作业 

初一语文 
 

同学们已经告别小学的学习生活，即将迈入中学的大门，在这个特殊的假

期中，请你认真完成以下任务，相信它会成为你少年时代美好的记忆。 

一、每人出版一部作品集，电子版或手写版均可。可以按照正规图书的形

式进行编辑、美术设计，相信你的作品会更美观、更受欢迎。 

要求：作品至少 3 篇，内容如下，次序可以调换。 

①可以记录你的暑假生活，自拟题目。 

②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节目写观后感。（不少于 400 字） 

③可以围绕七上必读和选读书目，假期做好自主阅读。写一篇读后感（不

少于 400 字）。 

 

二、文化积累与传承：中国是诗词的国度，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阅读

古诗词，感受古诗词之美，可以纯洁心灵、净化灵魂、陶冶情操。 

聪颖的你在小学六年一定诵读记忆了很多古典诗词，来充实自己，提高自

己的文学素养，提升自己的内涵与气质。 

要求：请你准备一个单线练习本，把小学必背 75 首诗词默写一遍，挑选你

最喜欢的十首进行鉴赏，每首鉴赏文字不少于 200 字。（建议查阅古诗文网或

《唐诗鉴赏辞典》等）。 

 
附：部编版初中名著阅读书目（家长可以酌情准备。） 



 

 

 

 

初一数学 
我 与 数 学 的 幸 福 时 光 

一．我读、我写、我讲（演）我幸福 

----开学后作业评价方式：小组、班级、年级交流，并评奖。 

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有同学说追求数学是艰苦的；又有同学说：

数学很美，不追求她是遗憾的。人生，怎能逃避挑战，而选择遗憾呢？ 

李学数的《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2）》告诉我们：数学的吸引力何

在，以及数学大师们追求数学的幸福美丽人生… 

视野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让我们与数学家们来个约会，幸福着

他们的幸福、美丽着他们的美丽吧！ 

要求：阅读+读后感（数学味道的 Word、PPT）+ 家庭交流展示  

二．扎实基础、每天一练（15天）  

----开学后作业评价方式：从记时、自判、改错、书写、签字等方面评选

优秀暑假作业。 

自行购买有关六年级或小初衔接的练习册一本，比如：浙江教育出版社的《暑

假提高班数学小升初衔接》（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或 文心出版社的六年级

数学 《暑假作业天天练》（2019 年 4 月第三次印刷）等等。 

要求：（1）记时完成，每天 2---3 页，15 天即可 

（2）自判改错，把错题写在错题本上（注明错题页码与题号再抄题改错），

写错因 

（3）请家长督促与签字 

（4）统计、分析自己在数的运算、式与方程、几何图形、解决问题等方

面的能力： 

（写在上述错题本后即可） 

①. 用折线统计图画出你 15 天中完成作业的时间 

②. 用条形图统计画出你 15 天中每天在计算版块做错题目的数量 

③. 用扇形统计图画出你某一天的错题中数的运算、式与方程、 

部编版七年级名著阅读书目 

年级 必读书目 自主阅读 

七年级上 
鲁迅《朝花夕拾》 

吴承恩《西游记》 

孙犁《白洋淀纪事》 

沈从文《湘行散记》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李汝珍《镜花缘》 

七年级下 
老舍《骆驼祥子》 

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 

阿西莫夫《基地》 

J.K.罗琳《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解决问题、几何图形几方面的数量关系 

④. 利用数据，从不同角度分析自己的计算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优

劣。 

愿你初中生涯的第一个暑假，因为数学而过得更有意义更幸福～ 

 

 

 

初一英语 
 

1.临摩英文字贴（七年级）每日一页，至少 20 页。 

2.背记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课本中的单词及短语。（开学后检测） 

3.背诵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第 1-5 课。 

4.在 A4 纸制作一份自我介绍小报。 

 

 

请各位家长扫描下面二维码，进行新初一

相关通知签收，谢谢您的配合 

 

 

 

 

 

 

 

 

 

 

 

 

 

 

 

 



关于开展中小学生网上夏令营、宪法学习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  

根据市委教工委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市教委基础教育一处近期工作要求，现将我区

中小学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2020 年中小学生网上夏令营活动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20 年暑期存在特殊性和重要性。面对新形势、新要

求，为让全市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健康、有收获的假期，北京市教委开展以“同心抗疫

情 健康过暑假”为主题的 2020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网上夏令营活动。中小学生可以在 2020

年 7 月 11 日—8 月 31 日期间，直接访问北京市中小学数字德育网（网址：moral.bjedu.cn），

点击北京市 2020 年中小学生网上夏令营图标，用自己的教育 ID 号和密码登录网上夏令营，

进入相应活动页面，按照页面提示，自主参加网上夏令营的各项活动。  

2020 年网上夏令营活动版块 

活动版块 活动内容 

同心抗疫共成长 抗疫故事我来讲 

科学防疫促健康 

快乐暑假我做主 优秀影视伴成长 

安全自护保平安 

文明礼仪我践行 垃圾分类我参与 

文明行为展风采 

二、2020 年全市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系列活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学习宣传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举办第五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的通知》（教政法厅函[2020]6 号）统一

安排，在广大青少年学生中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市教委继续开展

2020 年全市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系列活动。  

（一）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宪法小卫士活动  

各中小学校认真落实教育部即将下发的《“宪法小卫士”2020 年行动计划》要求，细化

工作，组织中小学生积极利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全国普法网（以下简称青少年普法网）“学

宪法 讲宪法”专栏，“教师法治培训平台”等宪法学习资源，开展好师生宪法学习活动，确

保学生参与率不低于 20%，推动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二）继续推进“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  

北京市级 2020 年“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将在暑期通过“丘瑞斯”学生在线活动平台开

展。比赛包括学生宪法法治知识竞赛和“学宪法 讲宪法”演讲比赛。  

1.组织开展全市学生宪法法治知识竞赛。  

各校结合实际，利用暑期广泛开展以宪法知识为主要内容，结合诚实守信、规则意识、



文明素养、劳动教育、公共卫生、疫情防控、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交通消防安全、食

品安全、应急管理、防范校园欺凌、禁毒和预防网络沉迷等内容的宪法法治学习教育。各校

最多推荐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各 1 名优秀学生参与全区学生代表队的选拔，区教委将

推荐优秀选手参加北京市宪法知识竞赛。请各校于 9 月 2 日前将优秀选手推荐表（附件 2）

盖章纸质版交至德育科（南 508 房间），电子版现场拷贝。  

中小学生也可自行于 7 月 10 日后关注微信服务号“丘瑞斯”（bjqiuruisi）报名参加海选。

平台上成绩优秀选手可直接参加全市学生代表队的选拔及集训。  

2.推进“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  

2020 年初，区教委已组织开展了中小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演讲视频征集活动，区教

委将聘请专家评委对作品进行打分评出并评出区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同时推荐

小学、初中、高中各一名学生参加北京市级“学宪法 讲宪法”演讲

比赛。  

市教委为进一步推动活动的参与度，现通过青少年普法网、北京

市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微信服务号“丘瑞斯”）分设“网络海选”

通道，学生可自行上传演讲视频参加线上比赛，市教委从网络海选通

道中评选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优秀选手直接参加国赛和市级选

拔集训。各校前期已提交至区教委的参赛视频，学生可以通过“网络

海选”通道再次上传。  

3.开展国家宪法日“宪法晨读”活动  

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宪法晨读”活动要求，今年“国家宪法日”

当日，有条件的学校，通过现场或网络直播，同步参与全国千万师生共同诵读宪法现场活动。

区教委将继续组织中小学校参与北京市第七个国家宪法日暨教育系统宪法学习周系列活动。  

4.征集“我与宪法”微视频  

为推进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市教委将面向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师生征集“我与

宪法” 微视频，深入宣传我国宪法的地位、作用和主要内容。具体要求详见后续通知。  

三、工作要求  

各校要高度重视这几项工作要求，做好统筹和协调，认真组织，督促落实好具体工作。  

                                                          区教委德育科  

                                                        2020 年 7 月 9 日  

  

致海淀区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家长朋友：您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即将结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学期学习任务都是通过在线学习

完成的。在此期间，您对孩子生活和学习提供有力支持，付出了大量心血。相信经此战“疫”，



亲子关系更加紧密，家校关系更加和谐，教师与家长的配合会更加默契。  

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复工复产正在有序进行。疫情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正在逐步

减少，但是疫情所带来的孩子心理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因此，关注孩子的心理、身体变化，

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是学校和家庭共同的责任。  

1.充分尊重和信任孩子。长时间的居家线上学习之后，孩子原有生活规律被打破，对亲

子关系也是严峻的考验。我们无法为孩子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建构积极的人生。

在接下来的暑假里，我们有责任为孩子学习生活留出足够空间，给予孩子充分的信任，等待

他们慢慢回归学习生活正轨，为孩子健康成长铺路，为孩子全面发展拓展空间。  

2.营造良好和谐家庭氛围。无论家庭生活面临什么样的压力，请家长要尽可能自我克制，

不要把生活压力传导给孩子，因为孩子承受压力的心理应对还远远不足，不以未来生活工作

为理由，对孩子提出过高的期待或要求。家长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大依靠，万万不可压力传

导。只有家长做好自身的压力管理，保持足够的心理和谐与稳定，才能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心

理支持。  

3.合理安排家庭休闲生活。即将假期来临，孩子有更多时间呆在家里，家长要为孩子合

理案例娱乐休闲生活。家长要有意识培养有自己和孩子的兴趣爱好，多安排艺术、体育、劳

动类家庭活动，力争每周设计 1-2 次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休闲活动，增强亲子互动的时间和

空间，增强家庭生活的趣味性、感染力、亲和力，让孩子在家庭中能够得到轻松、温暖、快

乐、幸福。家长要尽量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规律，切忌家庭生活安排完全以孩子学习为中心。

家长要科学安排日常生活，多安排家庭互动时间，如一起锻炼身体，一同做家务，一起欣赏

影视作品、一起阅读书籍等，让孩子充分体验家庭生活快乐和亲人情感。  

4.理性看待孩子的学习成绩。疫情防控期间，孩子线上与线下学习交替进行，对孩子的

学习造成一定影响。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态度，积极与学校班主任或学科教师沟通，寻求科

学解决问题的办法，切不可操之过急、激情用事。要给孩子留有足够信任和尊重，等待孩子

慢慢成长。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学习成绩不是评价孩子成长的唯一标准，身心健康、生命健

康才是最重要的。  

5.加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交流。疫情防控让孩子有更多时间了解身边或远方的家庭成员

及亲戚关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喜怒哀乐、兴趣爱好、情感态度等，这对于培养孩子的

家庭观念、家族情感等极为重要。在家庭生活中，家长要以身作则，主动与家庭成员或亲戚

朋友沟通，注意沟通方式，以平和的态度倾听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声，全心全意地体会家庭

成员的感受和需要，给孩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孩子体验到家庭生活热情、温暖。  

6.要及时观察孩子身心变化。在孩子青春期成长过程中，心理变化常常是隐秘的、微妙

的，又是突发的、急促的，需要家长及时的敏锐的观察，及时觉察孩子的心理变化，了解他

的心理困扰。如果觉察到孩子在睡眠、饮食、休闲、交友、情绪等方面有变化，一定要及时

跟孩子沟通。要注意及时观察孩子点点滴滴的心理变化，切不可粗心大意、大而化之。遇到



自己解决不了的孩子心理问题，一定要与班主任和心理老师及时沟通，也可以求助于专业机

构，想办法帮助孩子平稳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  

总之，家长是孩子最大的心理支持，家长能够给孩子追求梦想的信心和勇气，能够为孩

子提供最合适的家庭教育环境，最大限度满足孩子成长需要。我们相信在家校合作育人的情

况下，孩子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这段艰难的学习生活，将其变成人生一段宝贵经历，成为孩子

终身受益的心理资源。  

  

海淀区中小学疫情心理支持热线 4006101286/62576206  

9:00-17:00 不间断地为区内学生提供热线咨询服务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 

82801984/82801936 北京回龙观医院 24 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800-810-1117/82951332  

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 

尊敬的中小学生家长朋友：  

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春季以后，天气逐渐变热，溺水又将进入高

发季，希望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

育和管理，特别是加强放学后、周末、节假日期间和孩子结伴外出游玩时的管理，经常进行

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要重点教育孩子做到“六不”：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

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

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救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学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面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 

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成长而努力。  

祝您的孩子平安、健康、快乐!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关于开展海淀区中小学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劳动小能手”评选活动的通知 

亲爱的家长朋友：您好！ 

为深入贯彻《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 2020 年 7 月 10

日海淀区生活垃圾分类专题会议精神，把劳动教育作为中小

学生成长过程的必修课，推动学校将“劳动光荣”的教育观

念融入到教育全过程， 区教委将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劳动小能手”评选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活动主题 

垃圾分类创美好  热爱劳动最光荣 

二、活动时间 

2020 年 7月—2020 年 10月 

三、参加对象 

全区中小学生 

四、活动安排 

(一)思想动员，宣传启动（2020年 7-8月） 

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做

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启动工作，引导学生带领家人

共同做好家庭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积极践行垃圾分类和垃圾

分类减量的理念。 

（二）推进落实，巩固成果（2020 年 9 月） 

学校组织学生将家庭生活垃圾分类与假期的志愿服务、



研究性学习等实践活动相结合，上交家庭生活垃圾分类图片、

视频等材料，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劳动小能手”初评工作，

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垃圾分类的责任感，指导学生从家庭

源头减少垃圾量，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海淀中小学校新的减量

点。 

（三）评选表彰，树立榜样（2020 年 10 月）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劳动小能手”应具有良好的劳动习

惯、积极的劳动态度，掌握一定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

在家庭、社区、学校和班集体中乐于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活动，

能主动分担家务，积极承担校园和班级劳动，并得到家长和

同伴、老师的好评。 

我校初一年级组将会评选出校级的生活垃圾减量“劳动

小能手”，并将在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教育活动表现突出、劳动

观念强的学生参加海淀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劳动小能手”

的评选，树立学生身边的学习榜样，增强广大学生环保意识、

提升文明素养，争做环保标兵。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2020 年 7月 27日 

 

 

 

 

 

 



附： 

市级资源介绍 

一、师生在线心理咨询 

暑假期间，北京市中小学生、教

师有任何心理、情绪或行为困惑，可

以 登 录 中 小 学 数 字 德 育 网

（http://moral. bjedu.   en),点击

“师生在线心理咨询” 进行网络咨

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操

作， 打开微信扫一扫后，点击“心

理咨询” 选择“我要咨询”，输入教育 ID和密码，即可申请

即时咨询或留言咨询。 

二、2020年中小学生网上夏令营 

北京市中小学 2020 年网上夏令营将以“同心抗疫情健

康过暑假”为主题，遵循中小学生成长规律，分为同心抗疫

共成长、快乐暑假我做主、文明礼仪我践行三大板块，以中

小学生喜闻乐见、互动性强的网络活动内容与形式，引导全

市中小学生积极参与。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31 日， 全市中小学生在活动期间可访问北京市中小学数

字德育网( http: /moral.bjedu.en ），点击“北京市 2020 

年中小学生网上夏令营” 图标，用自己的教育 ID号和密码

登录， 自主参加网上夏令营的各项活动。 

三、中小学德育学堂 

《中小学德育学堂》是由新华社音视频部推出的一档培



育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频节目。节目结合时代

要求，通过权威的时政资讯、深度的新闻专题、独特的解读

视角、主流的价值传播，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节目每周一期， 每期 20分

钟，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版本。全市中小学生可在北

京市中小学数字德育网(http://moral.bjedu.en）点击“中

小学德育学堂” 链接， 使用教育 ID 号进行登陆观看。 

四、北京市网上家长学校 

北京市网上家长学校是市教委基于信息化建设背景下

创建的公益性专业服务网站。网站有专家讲堂、名校长谈家

教、好家长谈经验、学生成长故事、家庭与法、名人家教等

35 个专题栏目。疫情期间， 围绕如何陪伴孩子、如何与孩

子形成良性沟通、如何处理孩子可能出现的心理困惑等家庭

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话题，共录制了两期家庭教育指导微课，

家长可以登录网址自主选择观看（网址为：http://jzschool. 

bjedu.en／）。 

五、北京市特殊教育资源网 

北京市特殊教育资源网（http://tejiao.bjedu. en）针

对盲校、聋校和培智学校学生不同特点和需求，提供居家生

活技能指导、身心健康主题音乐绘本、家庭康复训练指导等

类型资源。有需要的学生可直接打开北京市特殊教育资源网

链接使用有关资源。 

六、中小学生暑假线上活动资源目录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办公室统筹全市资源单位，



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暑假活动线上资源，资源目录将陆续

在社会大课堂网站（https://bjssc.bjedu.en／）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