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栀子花开
2015级(5)班 董承

☆☆☆优秀学子☆☆☆

她是一个处事认真、乐于助人
的女孩。每当老师分配任务时，她
总是尽力完成；每当同学遇到疑难
时，她总会耐心讲解。虽然有时自
己也会有无法攻克的难题，但她会
虚心向老师或同学请教。

每当学校或班级组织活动
时，总能见到她的身影。她持笔在
教室后的黑板上挥毫，用娟秀的文
字寄予人生的箴言；她尽力在艺术
节的舞台上跳跃，用热情展现自我
的风采；她为挑选奖品而在附近的
文具店徘徊，用真诚去鼓励班上进

步的同学；她奔走在各个班级的
教室里，用公正的评分回报大家
的劳动。

生活中的她亦是一个独立自主
的女孩。父母不在身边的她，常常
自己缝补衣服，自己做饭。虽然有
时会很苦、很累，但她不会去选择抱
怨，而是把这当成一种磨练。

有句话说得好“成功是给有准
备的人的”。这是她的座右铭，亦是
她的行事准则。

她，就是 2013 级 3班的团支
书、数学课代表毛欣尔。

她是 2015
级（13）班一名
品学兼优的好
学生，从担任班
长的第一天起，
就决心要当好
老 师 的 助 手 。
对老师布置的
工作任务，她能
克服困难，圆满
完成。在班级
管理中，她配合
老师做了大量
工作。她严以
律己，敢于批评
不良现象，得到

了所有同学的信任与支持。
她品质优良，乐于助人。班上有同学遇到困

难，她都能想人所想、急人所急，必要的情况下会
马上通知老师或家长。她性格活泼大方，能积极
参加多种有益活动。在学校艺术节上，她的绘画
特长得到充分发挥。

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孩子，她深深懂
得：“有梦想，就要拼搏”！

她，就是热情、阳光、积极、向上的徐佳宜。

他热爱学习，喜欢在探索中寻找
乐趣；他热爱生活，喜欢在阳光中享
受欢乐。他喜欢微笑，喜欢奔跑，喜
欢光明来临前的拂晓。

他性格开朗，热衷于运动，常
常利用课余时间打篮球。喜欢课
外阅读，乐意从书中找到自己的一
番天地。

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班干部，在
做好自己的同时，还力所能及地帮助

老师管理好班级，帮助同学解决困
难，他尝试着褪去外壳，张开双翼；尝
试着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成长。

或许青春是一颗美丽的种子，等
待着丰硕果实的成熟。或许青春是
一场挥洒汗水的赛跑，等待着穿过终
点时的欢呼。但他始终认为，青春是
化蛹成蝶的过程，等待着痛苦之后张
开双翼的美丽。

没错，他是2014级（1）班的李祺骏。

温中的夜晚温中的夜晚
20132013级级（（99））班班 晏如晏如

地区实验小学、温泉中学、温泉镇
中学、郭林路小学乃至鄂南高中的前身
都是湖北省咸宁地区温泉中小学。她
是一九六五年秋紧随地区成立后新建
的一所子弟性质的学校。

我是第一名调来学校的工作人员，
报到的当天，在温泉工地上受到首任
正、副专员任中林、古博两位同志的接
见。见面时，我有些拘谨，随着两位同
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地交谈，使我油
然而生敬意。稍息后，两位同志邀约了
咸宁副县长张西山、工地办公室副主任
李宗文、基地工程师杨明松、技术员杜
官、行署文教委员会干部王天旺和我一
行八人，徒步奔赴图纸规划中的校址实
地勘察。鉴于地势是一条狭长的山地，

要削山填壑，校舍和活动场所才能摆
布，造价太大；又因靠河太近，对学生的
安全不利，我提了意见后，改成现在的
校址。随即负责现场布置的副县长安
排民工修路，工地副主任安排运进基建
材料，工程师和技术员组织基建队伍施
工，并限期完成各自的任务。一连串很
难解决的问题，在两位领导雷厉风行的
作风面前都迎刀而解了。在整个基建
过程中，古博同志多次亲临校舍基建工
地检查施工情况，向施工人员一再强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质
量第一”。所以，校舍建成后，质量是上
乘的。不仅如此，两位领导还亲自带领
我去教育厅为新建学校备案，并申请批
拔专项基建经费和办学经费。地委宣

传部熊友梅、行署文教委员会韩德所两
位同志，亲赴当年地区管辖的咸宁、蒲
圻、通山、阳新、武昌、鄂城六个县选调
了20名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来校任教。
凡此等等，充分说明了领导同志对新校
的重视和亲切关怀，也说明了他们对建
校工作亲身参予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是值得传颂和学习的。

一九六六年春节后，一所由21名
教职员工，两个初中班，六个小学班，
200多名学生所组成的中小学，先在解
放军一九五医院借屋上课，校舍落成后
才正式开学。地委、行署、军分区的主
要领导同志，地委组织部、宣传部、行署
文教委员会等地直单位，还有周围生产
队很多同志和社员，或以工作关系，或

以家长身份，在开学典礼和开学后的日
子里，纷纷来校表示祝贺。一个十分关
心、爱护并殷切期待把学校办好的热
望，在校园内回荡，给全校师生极大的
鼓舞；逐步形成学校行政人员敬业重
教，律已正人，爱护师生，悉心为教学服
务的好作风；教师爱学生如子弟，认真
备好课、教好课，批改好作业，辅导好学
生的好教风；学生尊敬老师，遵守校规，
思想进步，刻苦学习，追求品学兼优的
好学风和有强烈集体荣誉感的好班风
而构成的好校风，在笔架山下冉冉升
腾，激励着湖北省咸宁地区温泉中学在
幸福的大地上茁壮成长。

——写于一九九五年重阳节

作者：朱敬中 温泉中学首任校长

悠扬的下课铃响起，清脆的铃声洒在窗外漆黑的夜空
中。我走到操场上，看着一片幽深的黑暗，思绪不禁飘散，
越飞越远。

我第一次来温中是在暑假。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小学
生，只觉得这所学校真是十分高大又透着学习的氛围。我
站在水泥地操场上，有光从教学楼最上面的窗户照出，在
夜空中极显眼。我不免生出一阵莫名的羡慕之意。正是
那个夜晚，温中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温中的夜晚，是神秘的。
再次见到温中的夜是在初二了。初二是没有晚自习

的，只是因为汉听的培训，每一天都是披着星星回去的。
也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又一次清晰地观察温中的夜晚。从
化学实验室缓缓地走出，除了大厅与教学楼中明亮的光，
周遭皆是被一片黑色的幕布遮住，我走在操场上，不仅仅
是关注那点灯光了，夜晚的温中与白天的她很不一样。白
天的温中散发着一股无与伦比的活力，明媚的阳光和碧绿
香樟的映衬让它更显青春的美丽。夜晚的她则是一位姽
婳的淑女，看起来极为恬静。校园中浓浓的书卷气息和蓬
勃向上之感使我振奋，于是我投入了词典的记忆之中，而
那片黑暗，显得格外温柔。

温中的夜晚，是美丽的。
初三的学习繁重，晚自习的加入使放学的时间推迟，

我也就可以每天欣赏温中的夜晚。体育中考的一天天迫
近使人紧张不已，我开始在晚自习后到操场上训练。操场
上是热闹无比的，有一大群同学也同样在操场上练习。我
踏上跑道，认真地奔跑起来。操场被朦朦胧胧的黑暗笼
罩，影影绰绰间可以看到有好几个同学也一同在尽力奔
跑，发丝甩过，是一面耀眼的旗帜。三圈终于跑完了，我与
朋友一同呈大字型躺在塑胶草地上，静静地仰望星空。满
天繁星熠熠发光，灿烂无比，绽放着无边的活力。耳畔边
是跳绳与地面相接触发出的响声以及一声声真挚的鼓
励。汗水挥洒，由星星见证，由温中的夜晚记忆。

温中的夜晚，是积极的。
略微清冷的风拂过面庞，让我从回忆中清醒过来。三

年以来，在我美丽的母校——温中的一幕幕或感动或欣忭
的场景如同电影倒带一般完整而清楚地出现在脑海之
中。三年的时光，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夜晚中飞逝，宛若
白驹过隙。在每一个夜晚，我都以不同的角度发现了不一
样的母校，那个神秘的、美丽的、积极的、可爱的她。

我深深凝视着校园，想将一切记入心中，这是最后一
个晚自习，也许便是我在温中所待着的最后一个夜晚。这
个夜晚是那般珍贵，它将与我在温中的每一个夜晚，与我
亲爱的母校，一同烙在记忆的深处。

评语：神秘、美丽、积极的夜，温中的夜晚就在你的笔
下栩栩如生，如此有魅力。三年的时光，就在这夜色中飞
逝而过，在你脑海中沉淀，也在我心中激荡。亲爱的小孩，
不管你们走到哪里，母校的老师们都祝福着你们，期待着
你们的捷报频传！ 指导老师：孙晓璐

温中故事温中故事

6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6月也是离
别的季节，6月还是一个难忘的季节。抬
头看窗外，清香洁白的栀子花已不知不觉
成为友谊的见证。

初遇
记得那天阳光很好，天上的白云像被

扰乱的心绪，丝丝缕缕。我和你邂逅在残
阳的余晖下，我慌乱地穿梭在学校的长廊
里，我遇见了你。矮矮的身材，一身淡蓝
色的条纹衬衫，一条米黄色的西裤。白白
的皮肤似乎不属于这个年龄的男孩，一副
纯白的眼镜稳稳地安在文绉绉的脸上，手
里托着一大摞课本。我一时控制不住速
度，撞上了你。“哗啦啦！”洁白的书卷仿佛
秋日的落叶，纷纷落下。“对不起，对不
起。”还未等我开口，你已是一边哈着腰道

歉，一边拾起散落一地的书。余晖照耀着
书卷，一阵清风飘过，好像早已安排好了
似的，书页一面面吹起，停在了“朋友”那
一章……

后来，我竟鬼使神差的被安排到了你
在的那个班，还与我做了同桌。你是班上
的佼佼者，却像个孩子一样天真可爱。是
你用默默的努力告诉我：别担心，我一直
都在。星辰洒下耀眼的光，让我回忆起与
你度过的美好岁月。

那一刻，我与你相遇。
相知

安静的课堂，是墨香的独白。那天，
两行清泪，还好有你，让我重拾信心。

第一次数学考试，成绩像重鞭一般打
击着我。充满着花香的教室却让我如坐

针毡，想起父母对我的期望，更加深了我
内心的愧疚感。才第一场考试，老师怎么
会在意几个残兵败将。想着想着两行清
泪顺颊而下，是你递来纸巾，告诉我没什
么大不了的，下次再努力呀。我望着你的
面孔，仿佛那能给我无限的努力一般。自
此之后，你总会拿一些练习题和我一起
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成功从不会
吝啬努力过的人，第二次考试，我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当我拿着试卷在你面前炫
耀时，你却只含着一丝微笑，也许你自己
都没注意到，你的眼窝深了许多……

那一刻，我与你相知。
离别

时间如白驹过隙，6年时光转眼过去，
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6年来，我们送走

一批批学长们，这个六月，轮到了我们。
我和他漫步在栀子花开的校园里，说着那
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往事：一起在骄阳下肆
意挥洒汗水，一起在山顶上放飞满载梦想
的风筝，一起把水彩抹在对方脸上……

“栀子花开，so beautiful so white,这是
个季节，我们将离开……”在悠扬的歌声
里，我们以各自的欢笑掩盖离别的伤痛。

那一刻，我与你离别。
出了校园，你会看见许许多多的栀子

花。那散发着令人陶醉的沁香的花瓣，也
许会带着这一抹清香寄托着想念之情送
给远方离别的朋友。

评语：小作者用优美的语言、清晰的思
路、完整的结构，饱含深情地抒发了真挚的
同学情，读来令人动容。指导老师：陈 颖

还没好好的感受，三年绽放的气候；还没好好的珍惜，
三年一起的情谊。初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听见蝉鸣，是夏的到来。夏的到来，也意味着毕业的
倒数，是离别，是煽情，那被遗忘多久的泪腺，只为这一个
三年。

格调没怎样，不过是多雨季节：“啪嗒啪嗒”落在脸颊，
“啪嗒啪嗒”凝聚在一起，“啪嗒啪嗒”顺势落下。

也不过是落下几年情，几个春夏秋冬，几个难忘，几声
“谢谢你”而已。

一笔一划书写三年，一笔一划你我夏天，一笔一划是在
二连。

熟悉的操场，掠过一阵清影，是挥洒汗水的我们，是我
们在这个大又不大的操场上释放着属于我们的野性。

熟悉的教学楼，我看见七（2）班的我们，稚嫩的脸上流
露着天真烂漫。而后，我看见八（2）班、九（2）班，那是埋头
苦干的我们，是憧憬成功的我们，是难分难舍的我们。我们
的故事有三年，匆匆三年，永远的三年。毕业融化了心中最
软弱的情，点亮了心中无限的暖。

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走
廊的光线，剪影的校园，即将是从前。记忆中有你奔跑印
迹，有你欢笑声音，有你打闹身影，有你。

“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想多一天，我们的明
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所
预言，累积成永恒的纪念”。

还好，遇见你们。
幸好，遇见你们。
评语：文章语言清新简洁，寥寥数语便将离别的情景和

三年来的难忘回忆展现在我们面前。表达看似冷静清淡，
浓烈的情感却蕴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指导教师：赵 慧

建校初期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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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的《草房子》在我所有读过的书
中，是写得最美的一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格
外深刻的。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和一般的小说有些不
同。它讲述了在麻油地小学这片金色的草房
子里发生在不同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将它们
完美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的大体，而一般
的小说则都是着重于描写发生在固定的人物
身上的事。每一个故事，我从中读到了不同
的情感，它们又好像是由同一个点出发的。
这些故事都很平常，不是惊天动地的，就是像
一阵清风，不着痕迹的，可她抚过的每一处都
像是洗了髓一般，无不透着一股清爽。字与
字之间，既不张扬，也不收敛，没有华丽的文
字，也没有讲述各种大道理的句子，有的是平
凡中的质朴。我喜欢这种干净、清亮、无瑕的
文字，只有用一句话来形容：“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在读这本书时，我是十分放松、自由地在
阅读，也许这就是使我能敞开心扉，真正去品
味书中内容的真正原因吧。

书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
象。最主要的角色桑桑，是一个活泼机灵、淘
气可爱的孩子。在无忧无虑的童年里，总是
掺杂着许多不一样的东西。桑桑在油麻地小
学的六年中，亲眼目睹了身边的人种种经历
以及亲身经历的死亡体验，他也从那个单纯

的小孩长成一个逐渐明白事理的少年。唯一
没有变的是那片曾经与他朝夕相伴的草房
子。文中多次都提到了鸽子，并对它们做了
许多描写。桑桑是个爱养鸽子的男孩，鸽群
是桑桑成长中的伴侣。鸽子象征着纯洁、希
望和自由，也许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所向往
的吧。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串串轻松与沉
重、欢乐与苦涩、希望与失落相伴的遭遇中长
大的。我们一次次地陷入困惑与茫然，世间
的事物实在太多，又实在太奇妙。有些我们
能懂，而有些却不能懂，不懂的也许永远也搞
不懂了，这多少有些遗憾。在这样的过程中，
童年已经飞快地流走，再也回不来了。作者
也只有将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美好，保留文
字中，好好去珍惜。

也许若干年后，再次拿起这本书，还能够
重新感受这份被遗失的美好。

评语：《草房子》是一部富有品位、格调高
雅的儿童长篇小说，叙述风格浅易而又深刻、
谐趣而又庄重，适合七年级的孩子阅读。全
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淳朴的美感，荡漾着
一种悲悯的情怀——这种情怀在人与人的关
系日趋疏远、情感日趋淡漠的当今世界中，
显得弥足珍贵、格外感人。小作者用心感受
着油麻地里的美好，在单纯和快乐的生活里
寻找失去的意义，简单却深刻。

指导老师：阮平

三年光阴，我已毕业。清点记
忆，初中的语文课堂占据了我绝大
部分内存。细数来，我已拥有六本
初中语文书，它们形态不一、样式各
异，有的完好无缺，有的却已斑驳不
堪，但它们所带给我的哲理和知识，
依然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

还记得上初中学的第一篇课文
吗？答案是莫怀戚的《散步》。那是
一幅精美的画卷，沐浴着和煦的春
风，欣赏着自然的美景，一家三代同
堂的四口之家漫步在初春的田野
上。其构思精巧，遣词独特，内涵丰
富，让我深深爱上了语文。

提及语文，鲁迅先生不得不
说。几乎初中每一本语文书里都会
出现鲁迅先生的文章，他在中学语
文课本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先生叙
述了他童年的乐趣；《阿长与山海
经》里那个卑微粗俗的长妈妈让鲁
迅一生敬重感激；《藤野先生》中鲁
迅有一位不分民族无私博大的恩师
让我深深嫉妒；《故乡》告诉我们只
要有希望，并为之奋斗，就会变成现
实；《孔乙己》是一个被社会损坏的
可怜人，鲁迅先生对他是“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
诗坛上我最仰慕的莫过于杜甫

了，初中我们一共学习了七篇杜甫
的古诗词。既有年少时的踌躇满
志，也有老来时的心忧天下。杜甫
不愧是“诗圣”，他笔下栩栩如生的

“诗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大唐王朝
由盛转衰的精美画卷。

初中开始接触文言文，提及文
言文，儒家之道必不可少。孔孟二
圣的名篇，我们也已学了不少。《论
语》十二篇向我们阐述做人的道理，
《虽有佳肴》告诉我们学习的方法，
《大道之行也》则是教我们治理社会
的办法，《孟子》两篇向我们表述了
孟子治国的思想，《鱼我所欲也》使
我们明白了道义大于生命的道理。

毕业之际，太多不舍，难说再
见，唯有将不舍之情倾诉于你——
我的六本语文书，感谢你陪伴了我
初中三年，感谢你带给我的收获！

评语：提及毕业，大多数人会对
相处了三年的老师、同学依依不舍，
而本文却另辟蹊径，将不舍之情留
给了三年里朝夕相处的“语文书”。
构思新颖，别具一格！

指导老师：文晓莲

难说再见
——写给我的六本语文书

2013级（12）班 沈清源

遗失的美好
——读《草房子》有感

2015级 (７)班 皮芷怡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
2013级（2）班 陆笑

今夕何夕，往昔不复
也许要多年以后重新回忆
才知道曾经黑板上的一笔一划有多深情
夜晚天空盏盏辰星
随着路灯为我们照明

仲夏已去，冷秋将至
旧日情长时光将从脑海慢慢淡忘
无需多想，不必迷茫
只要偶尔想起年少时光
便不怕这重重风霜

寥寥数字，尽数艰难
有过午后梦见的叛逆表演
那是四季变迁赠与的垂怜
温柔抚过你的眉间
转眼岁月已同窗三年
今夜华筵终将散场
初心仍旧亘古长存

路
途
始
终

路
途
始
终

22 00
11
33

级级
（（77

））
班班

伍伍
依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