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中故事温中故事

2015年 8月 16日温中四位校长齐聚
深圳，蒙向校长亲电，与同为温中校友的
先生驱车同往。不料中途意外，弃小车而
从大巴，稍感有歉，而与校友们的欢聚让
人甚感亲切与感怀。往返途中，模糊而又
清晰的往事片断如同电影般无法遏止地
从脑海中掠过，那是一种美妙的回忆。

老师篇
在初中。一日，数学作业本发下来，

同桌嚷开了，“我跟她的一样，为什么分数
不同，老师你包庇她”。我手足无措地呆
坐一边，但老师隔着好远很快就接了腔
说：“那你要跟她写得一样整齐才行。”一
学期结束，被选上三好学生（那时是投票
的），祝敏遐老师说“你总是当三好学生，
这学期应该让给别人。”就是从那时起，我
开始学着自省与内敛，直到现在。

作为老师的子弟，老师除了是老师还
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平日里就比一

般同学多了些随意和亲切，而这些往往也
会渗透到正式的场合。每每上课，化学老
师胡华平“小燕，你说说看”，物理老师周
泰安“小燕，你来回答”，英语老师金普印

“小燕，你把这段读一遍……”亲爱的老
师，别的同学都有姓有名，但我不姓小呀，
而数学代课老师张俊荣不一样，“童小燕，
你会做吗？”知道了吧，这是亲妈！

还有教过我们的好多老师。能把字
写得像杂技里摞起来的长条凳一样，把捷
克斯诺伐克念成捷克斯诺伐（fà）克的历史
王志文老师；能扔粉笔头，把三个手指撮
成七字形的手势，并配合着说出“事物都
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这是为
什么呢（妮）”的政治王素珍老师；能以肩
膀为圆心以胳膊为半径，一抡手臂就能画
出半个地球的地理闫增训老师 ……

同学篇
一到初中（1973 年），就进了文体班

（时代不同，那时叫特长班），是由新老两
个学校的同学混合编在一起的。其实我
没有什么文体特长，估计是因为我的好朋
友们大都在这个班，我也耍赖提要求而进
的吧。

那时候真的好玩，因为除了上课，还
有各种劳动课和活动课。劳动课是必修
课，包括农忙下乡，平日里种班里的大寨
田，整学校的大操场，修马桥河……活动
课则是选修课了，有特长的去唱歌、跳舞、
跑步、打球，没特长的就在各处跑龙套。
我啥也不会，偶尔群演，自认为唯一跟文
艺能搭上边的大概是办黑板报。办板报
的人大都是流星，但中流砥柱是几个固定
的人物，杨力、俞卫东、朱建国、齐志加上
我。杨力会画画，他的《洗军马》还得了省
里的奖; 俞卫东能设计会写字; 朱建国更
神，左手都会写正楷字。我嘛，更多的是
打杂。我们的板报，在每次的年级评比中
总是能独占鳌头。

当然每天也会上演各种恶作剧，诸如
把垃圾筐架在教室门上看谁会推门中招，
偷偷拉开落座同学的椅子让他摔个屁股
墩，把鞭炮塞到抽屉里听被整同学的尖
叫，并享受这种“幸灾乐祸”。

蒋秀珍，我们文体班班长，姚胜，班里
最调皮的男学生之一。那时真的是男女
授受不亲的，但奉了班主任“一帮一，一对
红”的指令，蒋班长总是会去管姚同学，当

然常有管和不服管之争，甚至上演过拿着
扫帚板凳反抗的经典桥段。没曾想，某天
传来班长和姚同学成了一家子的消息，就
觉得老天造化人。齐志，班里学习委员、
宣传委员。她有一支英雄牌钢笔，非常宝
贝，即使是好朋友也难有机会“借”用。一
日课间我们结伴如厕时，她不小心把笔滑
落到茅坑里了。眼看着自己心爱的英雄
牌与秽物混在一起，心中的着急难受可想
而知。情急之中，我勇敢地和她一起手拉
手俯下身子，用小棍儿把笔从坑里拈了出
来。钟琪，我们初三班的班长，高大秀气
温和。记得有一年学校运动会，她参加男
子 4X100接力，与男同学一起完成了这个
项目。每每想起，脑海里便飘过花木兰替
父从军的画面，特威武。

其实，还有很多可爱的同学。像不声
不响在桌上用不同工具划出三八线用来
阻挡我犯规的同桌王青，有一头卷发被老
师派来管我一起坐在第一排的刘红英，一
直梦想当一个和浩然一样的大作家要写
出不逊于《金光大道》这种宏篇巨著的陈
亮……

如今再回首，近四十年的时光已经流
逝，我们也远离了母校，但每每想起在温
中的学生生活，那些快乐的忧伤的点滴经
历，就像一朵朵藏在记忆深处的小花，永
远不会残败。

2015年8月25日于中山
作者：童小燕 女，78届高中校友，第

二任校长童齐圣之女，现居广东。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朝花夕拾
——温中往事片断

温中遐思
2013级（10）班 罗绎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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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1日 学生时空学生时空

爸爸，成长路上，有你真好。你如一眼清澈
的甘泉，滋润我的心田；你如一座高大的山峰，
让我攀爬，学会坚强；你如一根顶梁柱，支撑着
我们整个家庭的幸福与未来。有你真好，无论
多大的狂风暴雨我都不怕！

我们这个家虽然不算富裕，但我们是幸福
的。我经常看到你忙碌的身影，只有中午，我们
一家人才能好好的在一起吃饭，你们做夜宵，早
上很早就去买菜了，晚上我睡着了你们却还没
有回来……

你身体要紧啊！昨天晚上，我去了你那里，
你在外面烤烧烤，妈妈在一旁记着账，冷风呼呼
的吹着，和谐的画面是那么不堪一击。我的脸
被风刮得有些生疼，全身瑟瑟发抖。你发现了，
马上问我“冷吗？”我摇头，你却把羽绒服脱下，
自己穿着单薄的衣服。我知道如果我把衣服还
给你，你是不会要的。

“今天女儿来了，我们就早点回去。”你笑着
对我说，一霎那，我发现你的皱纹多了，头发不知
不觉也白了许多，那根根银发，是那么刺眼，我想
到我还小，帮不了你多少忙，又低下了头。

在学习上，我也让你操心了。尤其是数学
方面，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成绩却上升不了，
我知道你想让我数学好，我也在努力做题，这一
次还主动让你给我买教材。在英语方面，我多
读、多写，成绩也慢慢提高了。

那一次开家长会，你去了，回来以后特别高
兴，说两位老师都表扬了我，你放心，我一定会
更加努力，为你争光的。还有一点；我认为你非
常体贴，没有为我报补习班，希望我自己钻研。
我认为你是一个为孩子着想的父亲。

我知道我怎么爱你，都追不上时光的脚步，
所以我要用行动证明，用成绩来证明，让你为我
骄傲。

我们虽然没有华丽的衣服，没有豪华的房
子，但是你给了我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爱。

爸爸，成长路上，有你真好！
评语：小作者采用第二人称，层层深入，娓娓

道来，让人感受到了平凡家庭里伟大的父爱。全
文情感真挚，描写细腻，读起来令人动容。

指导老师：陈颖

成长路上，
有你真好
2015级（5）班 费晓曼

黑夜笼罩着大地，树叶随风呼呼摇摆，小雨
轻轻敲打着窗户。我在窗前奋笔疾书，母亲推
门而入，说：“孩子，我给你买了一双鞋子，快试
试看吧。”这是一双皮鞋，浅紫色，鞋头圆圆的，
看上去很肥，就像一条小船。我看了看鞋子，十
分失落，生气地说：“你的眼光真差，这么丑的鞋
子，我才不要试。”说完就再也不理母亲了，继续
埋头写作业。

母亲蹲在我身旁，企图帮我试鞋，我把脚缩
着，不让她穿。“孩子，这怪不得你，只怨鞋匠为
什么不给大脚女生设计点好看的鞋子呢？”母亲
很为难的说：“不试也行，那我现在就去给你换
一双你认为好看的吧。”母亲把新鞋子整理好，
原封不动的装到盒子里，然后，提着鞋子，拿了
雨伞，出门了。

微风夹着细雨从未关严实的窗户飘进来，
我起身关窗。窗外，昏黄的街灯，细密的雨丝，
轻轻的薄雾，似乎给天地间披上一层薄薄的面
纱，一个朦胧的身影，出现在这雨雾之间。

这个身影我很熟悉。或许是在学校门口等
我放学时，或许是在送我去舞蹈培训班的路上，
或许是为我洗衣做饭之时。总之这身影几乎从
未远离我，这时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仿佛随之
而来，一幅又一幅画面浮现在我脑海。我几乎是
母亲一人独自抚养长大的，可她从不抱怨，总是
很乐观地面对生活，她省吃俭用，给我吃好穿
好。那一刻，我才发现母亲是如此的孤单，那一
刻，自责与愧疚占满了我的心，那一刻,分不清是
泪水还是雨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

大街上，汽车“嘀嘀”的鸣笛声打断了我的思
绪。远处的灯光时明时暗，看着母亲手中提着那
双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到积水处，水花四溅，
就像我心中泛起一圈圈的涟漪，慢慢扩张，再也
无法聚拢，直到我与母亲相拥的那一刻才平静。

“妈妈，鞋子不用换了，咱们回家吧。”我挽
着母亲的胳膊，星星点点的灯光，散在树上，散
在母亲身上，我看见母亲的头上爬满了银丝。
此时，站在母亲面前，本来比她高一个头的我是
如此渺小，母亲却如此高大。

评语：以温婉细腻的笔调叙写了人物心路
成长历程，以对秋雨的描写恰到好处地渲染亲
切气氛，以温厚真挚的情愫诠释了爱的真谛，也
构成了本文朴素、真实、诚恳、谦和的风格。

指导老师：李玉华

在母亲面前
2014级（11）班 黄妍

橘黄的太阳冉冉升起，
清晨的空气还有些清冷。我
不禁缩了缩脖子，拉上肩头
的书包带，悠闲愉悦地走上
一层层阶梯，来到教室的门
前，“喀哒”一声，锁解开了。

两年前的这个时期，我
还是一名懦弱忧郁的新生，
握着这仅有的一把教室钥
匙和迟来的自己，除了傻愣
和道歉以外，什么也不会。
我本是一个有点懒、做事有
点拖拉的女孩，因为同情心
泛滥而被提携为劳动委
员。初一的我沉默的像个
木头人，不会哭也不会笑，
只知道将满腹委屈埋在肚
子里直至烂掉，不懂得处理
关系，也不懂得管理，但那
时候的我却率真，直截了
当，不顾忌谁也不忧愁什么
烦心事，就如这把黑柄的钥
匙，轻轻一转就能打开。

岁月流逝在一片片落
下的叶子间，渐渐熟悉的校
园，越发亲密的关系，都是
我如数家珍的东西。初二
的我不再稚嫩，不再逃避，
只是在成长的路上多了些
泥泞的坎坷。在青春期的
磨砺下，我学会了表达自己
的想法，学会勇敢的承担责
任，更学会了包容忍让与原
谅。成长的过程让我更加
成熟，我也学会了沉淀自
己，放空身心去冷静。一次
汉字听写的选拔教会我凡
事不要看得太重，或许人与
人之间确实有差距，却不应
该自怨自艾，自我放弃，而
是努力的去缩短这个距
离。在初二的浮沉中，我懂
得了保护自己，有了心事，
有了一把“锁”。尽管如此，

我还是感谢着每一天，每一
刻，始终保持内心的快乐，
就像这把金色的锁，声音清
脆而响亮。

转眼间，我们竟已来到
了初三，走到了四楼。紧
张、排名、竞争无一不在刺
激着我的大脑和神经。然
而不可思议的是，我却在这
所谓的“炼狱”的初三找到
了前所未有的真实与快
乐。可能是因为不久的分
离，又或是我变得坦率了。
现在的我，不再隐瞒自己的
情绪，也不再因为一些小小
的事情而忧愁。不知何时
开始，我爱哭了，爱笑了，开
始放开身心的去感受每一
秒钟。我会因为一阵慷慨
激昂的号角声而大早就从
床上爬起；会为了发泄而在
漆黑夜空下的操场上疯狂
的奔跑；会因为天气的晴朗
而身心舒畅。就像如今这
把黑色的锁，看起来沉重不
堪，只要找对方法，就能够
解开。

温中的生活有苦有甜，
我却从寡言少语走到了坦率
真实。初中的生活让我学会
了逆风行走，逆流而上，绝不
向失意低头。我珍惜着每一
天，是温中给了我这份心中
的珍宝，我爱温中。

评语：将满腹的心事藏
于一把小小的匙锁之中，三
年来一次次默默地开启又
关闭，成长的记忆便在心底
悄然沉淀。无需多言，最真
挚的便是最动人的！好女
孩，快乐的钥匙就在自己手
中，惟愿这三年的初中生活
能成为你心中的珍宝。

指导老师：孙晓璐

匙解心锁
2013级（9）班 华思睿

温中，就在有她相伴的日子里，总
给予我无限的思绪。

当我盘坐在晨曦照耀的操场上
时，同学们三五成群，在晨练后的暇隙
中相语相笑。铃声还未响，教学楼里
也未形成琅琅书声，于是我听得见不
远处笔架山中几句渺远的鸟声，闻到
欲流更馨的桂香，看到斜斜的日光从
岁月修过的枝叶间透进校园，笼着这
个清凉的秋晨：“日出雾露余，青松如
膏沐”。蓝天上成一线的白云，时卷时
舒，把自己的影子嵌入校园;环温中几
圈的秋风，温文尔雅，满载香醇而去;还
有仍在跑道上奔跑的人，余下斑驳了
回忆的脚印……我问到自己:是那白
云，是那秋风，还是——

“嘿，可以回教室了……”
当上午最后一道铃响过，老师说

完下课，还未走出门时，同学们就争先
恐后要各行路途，当然有如我般的慢
性子，图清静，走时已然没有开始的喧
腾，而路上的同学们仍行色匆匆，像赶
着去挥洒自在的青春.

走过那香樟树下，中午的阳光像
从叶与叶织成的网中遛出来似的，又
像是秋天故意剪碎洒下的时光，虽步
前步后已成回忆，但光芒依然、随风摇
曳。大多数同学步履匆匆，不曾觉得，
只是温中昳丽依然。也许这便是时光
的本意:“当局者迷”，事后则明，把一个
个行客转化成一位位归者。

……
临了怡人的午后，我到得总是较

早。常就着走廊里的石栏看校园一

方。正眼望去，球场早已集满了爱篮
球的人，正无悔地释放他们的青春。
而倦人的午后，一切都很安静。高树
下的路上有来往的人，不过失掉中午
的匆匆，只是简单笑意的对话，似把脉
脉温情洒向对方。而那一排高树，因
为秋的催眠，风一来就怠然哈欠般猫
着腰，似在与这轻松午后相合，莞尔一
笑又漫摇脆响叶铃。

我伫立在这秋景旁，没有“无人
会，登临意”，没有“独自莫凭栏”，更没
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只是心静如
一池水，水中映风景，是秋日午后惬意
温中的缩影。对于这些景，我已从看
客而倾入其中，这便是温中常予我的
寸寸温暖。然而此时，我心中的波澜
已被逐渐闹腾的校园勾销了大半。我
走进教室，掀开书页，静静品读：“穀旦
于差，南方之原……”

一下午课程之后，我去吃晚饭时，
要经过一段小径。薄暮中，两旁的树
上残余花香，那花摇曳在枝头，还有一
些落红斜透在路上，点缀着夕阳晚霞
之光。而在一瞬间又瞥见不远处的校
园，在树的衬托下，在余辉的笼罩下，
那楼就沉默在这一点景，一点情中。
我愿意是一只归鸟，栖到那楼顶去与
夕阳告别，与白昼告别，再行到那云
际，去翱翔，去追寻。

我回到教室，这天就暗沉下来：
是否我所倾爱的温中风景曾也有

师哥师姐驻足相望，是否我的思绪也
走在前人留下的旧路上……

当我又行在香樟树下，回头看见我

的母校；她仍如一轮航船，泊在笔架山
旁。她载动我们的追求，一天一天。

夜里，直到剩那漫漫星辰与唯美
圆月，愿温中好梦。

又一天傍晚，我依着教室的窗，望向
潜山一片。夕阳染红了天际、云、我及我
所处的温中校园。天际有几只归鸟路
过，它亦作行客，亦是归者。我却想，若
有朝一日我也倦了，我也路过了这片土
地，对于她，我是行客，还是归者？

从温中走出去的人很多，还在走
进的人也很多，但都辨不清孰是行客，
孰是归者。既然如此，那每个对于温
中有记忆的人于温中都会是行客，都
会是归者。因为不论白昼、清夜，不论
花开抑或花落，温中总屹立在那儿，也
在心上。只当夜空划过一颗流星时，
她总给每个对她有记忆的人许愿、祝
福。

我即将从温中走出，但我知道，不
论归者或行客，都要以新的心跳迎接
她的许愿和祝福。因为人总是在一次
次思考中不断学习与成长的，这正如
一壶酒，有了厚实的底料与岁月的酝
酿才会悠悠醇香，才会醉人心上。

温中，我的母校亦是母亲，愿使人
长久，情长有。

评语：本文以时间顺序从“我”的
视角描述了温中诸多场景，一个个场
景犹如特写镜头展示母校的特色与魅
力，文末理性思考较好地体现了作者
思想的深邃。文笔如行云流水，情感
真挚细腻，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

指导老师：丁慧

第一次看到你，我便无
法控制地喜欢上了你。你
优美的言辞，灵动的歌舞，
深邃的含义，没有一个不让
我为之动容。

你如一盏放映之灯，让
我看到了美丽的花园，蝴蝶
在里面嬉戏，小鸟正展示着
自己动听的歌喉。不远处
传来清泉的流动声。“叮咚，
叮咚”一下有一下规律地响
着，沁人心脾。

你如一位高尚的友人，
伴我听晨钟暮鼓，观日落月
升，享时光静好，别花样流
年。还没有接触你的我，只
是初入懵懂，不解风情冷
暖。而你来到我身边，才让我
洗尽铅华，方知天高云淡。

你，就是那样的一本
书，《新月集 飞鸟集》。

是啊，每每放下你，望
着窗外皎洁的新月，树边归
巢的飞鸟，在月光下的世界
万物，此时印入我的眼帘，
更给我增添了无限感慨。

人生在世，为什么有罪

恶和高洁？人之所以有价
值，那又是什么样的价值？
人是为了什么欢笑，又是为
了什么而哭泣呢······诸
如此类的人生问题，在一瞬
间浮上了脑海，使我不得不
去面对它们。

为什么呢？心中总是
有这样一个疑问。

如果你为失去太阳而流
泪，那么你就要失去群星了。

这是我在书中最喜欢
的一句话。是啊，如果你为
鹅卵石而流泪，而忽视了钻
石的存在，那么你，还有什
么成就呢？此时，最需要的
是向下一个目标发起冲刺。

人生的路牌没有站点，
你只需踏上遍地的荆棘，寻
找下一个人生的路牌。对，
我理解的你，就是这样的。
《新月集 飞鸟集》。

评语：小作者借助想象
描绘了诗歌创造的纯真美
好的意境。语言如诗，凝练
隽永。

指导老师：李朝霞

她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喜欢充
满挑战的生活。爱探索新奇的事物。
相对论，古风骈体，薛定谔的猫，纳兰
容若的词，画漫画，焊接电子元件，一
切让中学生不敢做的事或领域她都敢
于涉足。她爱创新，特立独行，期待与
众不同。

抛开那些天马行空的思想，教室
里的她也是一个阳光少年。

热爱读书，手不释卷，她坚信“书

中自有颜如玉”，喜欢读伊丽莎白·毕
肖普的诗与大刘（刘慈欣）的书。

学习认真，谈不上“头悬梁，锥刺
股”，但绝对少不了勤奋刻苦，因此学
习成绩在班级与年级中名列前茅，被
同学称为“学霸”“别人家的孩子”。她
自认为还不够资格，于是下定决心要
用更加用功来配上这个头衔。

这个有点小个性，有点小帅气的女
生就是2013级（5）班的陈雅雯。

在校园里，她是一位成绩优秀的
中学生；在家庭里，她是一个孝敬父
母的乖女儿；在朋友圈里，她是一位
乐于助人的女汉子。而在更多人眼
中，她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好“义工”。

从小父母就教导她，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帮助他人是件无比幸福的事
情。同学碰到难题时，她会耐心地为他
讲解题目；有的同学因做错事情绪低落
时，她也会安慰她。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成为了潜山书院小义工，每个周末，
都会义务帮助老师打扫庭院，整理教

材，向来攀爬潜山的游客宣传中华古典
文化，当好中华传统文化的小宣传员；

同时，她还参加了中国“城市阅
读计划”倡导机构——中国橄榄公社
今年3月在咸宁的活动，帮助公社登
记捐书者信息，整理书籍，并四处游
说大家参与“全民阅读活动”。今后，
她还将继续努力，用自己的言行影响
到更多的人。

这个阳光开朗的女孩叫章明妍，
她是2015级（6）班的学习委员、校史
馆的解说员。

☆☆☆优秀学子☆☆☆

她是一个认真负责，积极向上的
女孩。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她总是微
笑着面对一切。

她对待学习谦虚谨慎，一丝不苟，
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一贯按时完成
作业，遇到了难题，总是迎难而上。她
团结同学，尊敬师长。她不仅会让自
己进步，还会帮助身边同学，带动他们
进步。她喜欢阅读，喜欢读情节跌宕
起伏的名著，如：莫言的《丰乳肥臀》

《红高粱》等，也喜欢看一些蕴含着人
生哲理的外国文学，如《老人与海》《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她积极参加学

校的各项活动，如：“敬畏科技”演讲比
赛，获二等奖；温泉中学 50 周年校庆
揭牌仪式上代表在校学生发言；她还
参加了今年汉字听写的选拔赛，获“汉
字达人”称号。她认为“学习是一个积
累的过程”。

她就是2014级（14）班的班长——
孟香璇，在班上不仅起模范带头作用，
还每周召开班委会协助老师处理班上
的大小事物。她在班上组织各项实践
活动，如：元旦晚会、春游、采茶等，把班
级管理得有条不紊。她坚信：“只有登
上山顶，才能看到最好的风光。”

新月高挂，飞鸟掠过
——《新月集·飞鸟集》读后感

2014级（5）班 陈卓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