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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别离
赵 慧

在温中 青春最精彩
——在2016届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2013级（8）班 胡天宇

2013级全体班主任中考送考

难舍温中难舍温中

教师赠言

伴着初夏的燥热，离别的气
息早已在学校弥漫了，桌底下偷
传着的同学录，课间时同学们的
搞笑互拍，还有那一张张聚齐了
各班师生的大合照，都在诉说着
离别的不舍。作为毕业班老师
的我们，面对着人去楼空的校
园，内心也暗涌着一股股无可名
状的失落感。也许，我们也被这
离别的情绪纠缠了。而另一方
面，我们也感到欣慰，因为大家
将带着梦想走向更远的未来！

离别让过去更显珍贵。时光
飞逝，回首过去的三年，仿佛还在
昨天。三年前，你满怀希望踏进温
中的校门，青涩的脸上写满自信与
憧憬，你是否还记得那时许下的诺
言？两年前，你拼尽全力奔跑在

接力赛的跑道上，汗水几乎要淹
没你的双眼，你是否还记得那些
竭尽全力为你加油的脸庞？几个
月前，当你满是恐惧站在毕业墙前
时，是集体给了你力量助你翻了过
去，你是否还有当时的勇气面对此
后的挫折？

昨天是那么真实的存在过，
而我很幸运能参与你们的昨天，
是毕业班的你们让我的人生多
了一份难得的回忆，也给了我更
多的启发，多想再看看那一张张
可爱而灿烂的笑脸。特别是九
（2）、（3）班的孩子们，我来到温
中的两年，都有你们的陪伴。从
初二到初三，从一楼到顶楼，回
忆满满。这期间，也许你厌烦过
老师的唠叨，反感过老师的批
评，但希望你能理解老师对你们
立志成才的心愿！这期间，或许
你失落过，迷茫过，哭泣过，抓狂

过，但庆幸你坚持了下来，走到
了现在，成为了如今的你，未来
的你会感激自己这一路的坚持，
老师也真心为你们感到高兴！

在你们离开这熟悉而美丽
的温中，准备踏上新征程之时，
请别忘了带上全体老师对你们的
殷切期望和祝福。离别原来也不
过如此吧，不管你走到哪里，母校
都会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你，母校
永远是你可以停靠的港湾。

未来的日子里，会有风雨兼
程，也会有雨雪初霁，但相信你
们都会坦然面对。不要忘了，老
师们会在温中等着你们，来讲述
更精彩的人生！

我的家就住在温中旁边，在
我小的时候，温中就像一座雪白
的城。洁白的高楼，一片片苍翠
的树林。那是一座宽广的城，一
座饱含书香气息的学习之城。

那时的我期盼着，怀着好奇
的心想象着温中的生活。就怀
着这样的盼望，在树叶又一次飘
落之时。我踏入了温中的校园。

每当清晨，温柔的阳光总将
温中的大门照耀得金光闪闪。随
着缓缓流入的学生，踩着轻快的
步伐，穿过一颗颗参天大树，看着
飘舞的金色落叶拂过笔直的围
墙，墙上精美的壁画总让人眼前
一亮，一天的生活便从此刻展开。

朗朗书声从高楼轻轻溢出，
微风使鲜艳的红旗如海浪般浮
动，灵轻的鸟儿从湛蓝的天空中
划过，云朵便随着树叶的摇摆渐
渐聚集，又悄声散开。

记忆中的白城不见了，水泥
做的跑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红色的海洋——红色的高
楼，红色的塑胶跑道——一片充
满激情的智慧的海洋。

当我们下了晚自习，离开整
洁先进的教室，温中便沉静下
来。夜晚的温中仿佛沉浸在它
自己的美梦之中，星星点点的灯
光在教学楼中闪烁着，仿佛满天
繁星从天上覆盖下来。坐在国
学园内，听着树叶被风吹动的声
音，望着远处的教学楼。这里是
一片星空，一片汇聚知识的星空。

现在的温中已经走过了五十
个春夏秋冬，随着树叶飘落，新芽
初生，学生也如流水似的来，和流
水似的去，温中的相貌虽然不断
改变，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三
年我们在教室内拼搏的身影，因
为那就是温中永远的影像。

我的老师们
2013级（10）班 朱景怡

此时此刻我也不知道说些
什么，只是想对这三年来与我一
起经历风风雨雨的老师和同学
说一声谢谢和I love you ！

糊涂又幽默的丁慧老师
表面严格但内心温柔的罗

雪萍老师
最潮流最活泼的徐瑾老师
最洒脱且毫不拖堂的魏琴

老师
最可爱最慈祥的童树林老师
最爱讲故事每次出汗胸前

都是一颗爱心的徐建伟老师
所有同学都爱的科目的体

育杨老师
感谢能与你们相遇，感谢你

们给予我的一切，感谢你们——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匆匆三年。

★龙腾虎跃年轻梦，人生凯旋是
归程；回想温中追梦事，莫忘三载师生
情。 ——毕明华

★同学们，有一种记忆叫感动，有
一种付出叫成功，有一种辉煌叫震
撼！希望你们用追求成功和辉煌，去
感动所有关心你们的人！ ——涂红霞

★短暂的相聚，将成追忆。在这
些日子里，老师看到了你们的活力，品
味到你们的纯真，领略到了你们的风
采……在此，老师真诚地祝福你们：在
未来的路上，一天比一天精彩。

——李儒高
★少年振衣，可作千里风幡，少年

瞬目，亦是万古清流。年轻的你们，自
信的你们，精彩的你们，青春没什么不
可以的！ ——李金叶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祝愿同学们能坚守梦想，脚踏实地，开拓
你们自己的美好未来！——杨 恒
★同学们：请相信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能量
守恒吧——任何一种能量的获得都必须

以另一种形式能量的减少为代价，没有付
出就没有收获！ ——魏 琴

★三年来，我们一起走过了风风
雨雨，品尝着喜怒哀乐。评讲作文时
被感动的哭声回荡在耳边；朗诵诗文
时争先恐后的身影浮现在眼前。愿你
们鼓起温中这张五彩的帆；划起信念
的桨；驶向辽阔的海洋。 ——程素芳

★三年的时光，擦肩而过，似水流
年。同学们，当你即将扬帆起航的时
候，请记住母校老师的叮咛：带着热情
与宽容上路，带着严谨与勤奋求学，带
着正直与善良做人。 ——张红玲

★每个不曾起舞的瞬间，都是对
生命的辜负。对自己多一些要求和约
束你会光芒四射，非常耀眼。

——宋丹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有你们
陪伴的三年，真好！！

You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
That’s the secret of success!

——韩素芳
★人生的路绝不会永远是直线，

有时会是抛物线，有时会是折线，有时
会是可怕的曲线……不管你们的成长
轨迹如何，我希望你们勇往直前，永远
做一名有正能量的行者！

——李 钊
★温中三年，你们从懵懂少年成

长为有知识，有理想，有爱的青年。不
要停留，扬起你们理想的风帆，再次启
航吧！ ——鲁应勇

★我最亲爱的孩子们：又是一年
六月时，离别的时刻真实来临，不管舍

与不舍，你们都得走，好想再次拥抱你
们——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无论你们
走多远，我都会与你们守望相助，都希
望你们能幸福、温暖地生活着。

——胡红明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graduation!

Wish you fill with success.Wish you joy
of realizing dreams.

——孙 虹
★师生相处虽三年，探究学习结情

缘；尤如银氯聚沉淀，稳固不溶水和
酸。临别赠言有千万，蒸发浓缩成祝
愿；学习事业业竞成，复光中华有贡献。

——冯文辉
★让阅读成为良好的习惯，让积

累成为明天的开始，让诗意成为生命
的底色！ ——孙晓璐

★青春不散，有缘再聚。
——艾国荣

又一年中考结束了，我们倍感幸福快
乐。通过三年的努力拼博、不断进取，
2013级年级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6人被华师一附中录取；50人被鄂高
理科实验班录取，其中首批34人入围鄂南
高中2016年夏令营（温泉城区共39人）；今
年中考，我校再创辉煌：城区中考总分前十
名，我校独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
第七、第八、第十名；城区550以上共 74
人，我校有51人，占城区比率 68.9% ，鄂高
统招上线学生355人（不含体育、艺术特长
生和国际班录取学生），占城区比率63.1%。

三年来，在学校“现代化取向，国际化
视野，特色化立足，差异化发展”的办学定
位，“把每个孩子当宝贝，让每个学生得成
长”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我们全组老师团
结上进、勤奋工作、敢于人先、求真务实，
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谋划在先 加强管理
2013年新生入学后，年级管委会和班

主任作了一个学生发展规划：初一养习
惯，初二打基础，初三作冲刺。对于中考
备考的谋划，2015年4月就开始了，特别
是现在九年级下学期，备考方案细化到每
一周，甚至每一天。

在工作中，校领导高度重视，在政策
和人力物力上支持九年级的工作，各处室
和七、八年级积极配合本组工作，年级管
委会、班主任及所有科任老师无私奉献，
使九年级管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年
级管理中，实行管委会值周制、班主任周
例会制、备课组教研两周一次制、年级工
作周汇报制等常态化。

二、寓教于乐 活动丰富
1.组织全年级学生参加武汉万达科技

电影城举行的“2015年首届中小学生素质
教育科技节”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新科
技带来的震撼洗礼。

2.清明节时，组织寄宿班学生参观汀
泗桥北伐战争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3.由本年级七名选手组成的咸宁市代
表队参加2015年度“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湖北省选拔赛，获得省优秀团队奖和优秀
组织奖，其中2013级（2）班郑涂可表现突
出，获个人精英赛第十名。

4.积极参与校庆五十周年研讨系列活
动，广大师生全员参与，提高师生爱校意
识，培养集体荣誉感，让每个师生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

5.为加强教育实践功能，激发学生的
潜质，我们与武汉中小学校外教育活动中
心共同组织学生开展了三天以“励志中
考·百日动员”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

三、群策群力 科学备考
教学管理“狠”字当头，统筹兼顾。工

作中，以备课组为单位，加强集体备课、教
研教改，树立教师创新意识，不断提升教
育质量，让每个老师感到身上有责。

1.认真落实教务处“一师一优课”要
求，组织全组老师积极参与，不断提高教
师业务水平。

2.定期召开年级教师会议，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群策群力，树立全年级一盘棋
的思想。定期召开学生大会，在常规方面
严格要求，在学习方面科学指导，在心理
方面及时疏导。

3.定期进行月考分析会，认真分析考试
的得与失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实践
教学中，发扬团队精神，强化质量意识，优

化课堂教学结构。各备课组做到“统一要
求、统一备课、统一进度、统一考查”。

4.根据学生的基础和特点，做好培优
工作。有针对性地通过课外辅导，让真正
想学的学生能吃饱，培养同学们良好的学
习方法，使学习成绩不断提高，以适应新
型教育形势下的应考工作。

5.在抓好教学的同时，抓好特长生的
辅导。对音乐、美术、体育特长生让他们
学好知识的同时充分发展兴趣特长，为中
考开辟新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效。

6.重视学生的心理疏导，定期召开学
生会议，进行了考前心理辅导讲座，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鼓励学生追求进步，做
学习的真正主人。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们有一支师
德高尚、师风严谨、师能过硬的教师团队；
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2013级全
体教师发扬拼博精神，以必胜的信心、超
常的付出、扎实的作风、坚韧的毅力，圆满
完成了社会、学校交给我们的任务。

6月13日，是一个我终生值
得铭记的日子，因为我们要毕业
了。在这难舍难分的时刻，仰望
鲜红的国旗，我最想说的是：感
恩母校！感谢老师！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弹指
一挥间我们三年的初中生活即
将结束，此时此刻，想必大家的
心情和我一样，有喜悦，有忧伤，
也有更多的回忆与留恋。回首
初中三年的道路，我们走得辛苦
而快乐；回首初中三年的生活，我
们过得充实而美丽！我们流过眼
泪，却伴着欢歌笑语；我们踏着荆
棘，却嗅得万里花香。三年的初
中岁月，1095个日日夜夜，给我
们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成为我
们生命中最为珍贵的宝藏！

敬爱的老师，我们忘不了课
堂上您激情绽放的演讲，忘不了
夜深人静时您专心致致备课批
改的身影，忘不了我们困惑犯错
时您促膝谈心的语重心长！一
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
风雨。敬爱的老师，是您用辛勤
的汗水，无私的奉献，博大的师
爱，一节节悉心传授，一声声谆谆
教诲，一次次潜移默化，教会了我
们如何修身做人求学治事，换来

了我们的收获与成长，教导着我
们从懵懂走向成熟，从无知走向
理智，从浅薄走向充实！也许我
们曾经任性，让您难过；也许我们
曾经调皮，让您伤心。请您原谅
我们，那是我们经历青春，走过成
长的真实故事。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更加难忘师恩！敬爱的老
师，再华丽的辞藻也无法表达我
们对您的尊敬爱戴和感激之情，
让我们深情的道一声：老师，您辛
苦了！老师，我们永远爱您！

亲爱的同学，三年前为了追
求美好的理想，我们有缘相聚温
中。三年同窗生涯，让我们结下
深厚友谊，留下了深刻记忆。忘
不了寒来暑往，我们坐在教室刻
苦学习的时光，忘不了辩论会上
智慧和语言碰撞出的串串火花，
忘不了运动会上那矫健身姿划
出的青春飞扬，忘不了艺术节上
我们一起放声歌唱，忘不了准备
黑板报时我们一起忙碌的身影
——同窗三载，一千多个日日夜
夜，我们为了共同的理想，燃烧
激情，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多少
美好与感动，多少艰辛与拼搏，
汇成一首难以忘怀的青春之
歌。有位哲人说：财富不是真正

的朋友，朋友才是永久的财富。
是啊，千金易得，友情难求，三年
的同窗情谊，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财富！同学们，让我们的友谊地
久天长！让我们携手并肩，砥砺
前行，开创幸福美好人生！

当时间的年轮再次转到六
月，我们已站在了惜别温中的十
字路口。回首往日，晨昏交替，
寒暑易节，师生情，同学情，朋友
情，情丝万缕，织成初中生活的
斑斓锦缎；求学心，成才心，感恩
心，心事浩茫，写就青春书卷的
动人篇章！温中三年，让我们顺
利完成了成长道路上的一次艰
难跋涉和穿越——圆满完成初
中学业，即将踏入一个更为广阔
的追逐和实现人生梦想的舞台
——进入高中学习。

同学们，海阔凭鱼跃，天高
任鸟飞，再过7天就要中考了。
中考的战鼓已经擂响，已经到了
为理想奋力一搏的最后时刻！
让我们以高昂的斗志，百倍的信
心，坚定的意志，扎实的基础，高
操的技能，打赢中考决胜战，以
优异的成绩，向学校，老师，家长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让我们
铭记：在温中，青春最精彩！

校长寄语

2013级学生参加校第三届美育节汇演 2013级全体师生在“励志中考·百日动员”活动中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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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务实 再创辉煌
2013级年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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