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季的锡山

在母校建校五十周年之际，回忆我
们师生魂牵梦萦的《白毛女》，记下我们
的青春岁月和永不磨灭的最美好、最真
挚的情谊。

1970年6月，我与贺兴汉、盛道生
在咸宁地区教育局被朱敬中老校长“截
留”，有幸改派到温泉中学，开始了我们
的教学生涯。

来温中报到后，我们三人除教学英
语，还必须与董宏文、王世雄、翦吉安、喻安
伦、杜小英等老师组建学校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记忆中学生有乔勇、王英、孙健、朱
天、林志、冯伟、冯卫平、许志军、李茂洪、乔
松、贾西、周毅、林卫卫、李玲、乔红、崔郑
勇、崔武英、陶虹、韩爱华、谭镛、赵乐平、李
毅、王武玲、王晓莉、彭一、李瑛等。

为配合全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高
潮，校领导按学生年龄特点和学生文艺
基础，决定学演大型芭蕾舞剧《白毛
女》。除原宣传队部分队员外，又挑选了
几个小演员和“特型”演员，小演员中记
忆最深刻的是鄢平华同学，毕业后被挑
选到咸宁地区歌剧团。

正值赤日炎炎的暑假，我带着三十
多个《白毛女》剧组的小演员，步行来到向
阳湖五七干校，由咸宁地区歌舞团为小

演员们普及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
匡冰燕老师、杨老师、朱明勇老师白

天带领演员们在食堂排练，晚上与小演
员们一起唱歌、讲故事、做游戏，当时的
一些场景还历历在目，让人享受。

在向阳湖畔学演《白毛女》结束后，
我们还没来得及将学来的全场舞剧给师
生们汇报，就听说工厂招工，也波及到了
《白毛女》剧组，尤其几个主角：大春、杨
白劳、赵大叔、二婶等。不到十天第二任
大春、杨白劳、赵大叔、二婶在第一任的
耐心传教下，《白毛女》剧组又救活了。

国庆21周年，咸宁地区学校普及样
板戏汇演一天天逼近，学生们的排练也
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制作布景的翦吉安、
贺兴汉老师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演出
服装、道具也在校领导安排督促中忙碌
地准备。而我又奉命去武汉给喜儿、白
毛买芭蕾舞鞋。早上我来不及吃早餐就
赶到交通局，托人上了辆卡车捎我去武
汉，到了汉口六渡桥时已是中午。如狼
似虎地吃了两碗水饺后就跑到原民众乐
园旁的工艺美术大楼买回两双芭蕾舞
鞋，返回温中已经很晚很晚了。

纵然时光流逝，我们《白毛女》剧组
师生仍清楚地记得：在咸宁地区纪念国

庆二十一周年的大游行时，我们温泉中
学《白毛女》剧组，高举红旗，穿着演出服
装还化了装，手拿大刀、长矛雄纠纠地昂
首阔步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那种为
温中而骄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种喜
悦、嘹亮的歌声仍然在我们耳边回荡。

国庆晚上，咸宁地区所属学校纪念
国庆21周年的文艺汇演，在咸宁地区大
礼堂如期举行。我们温中演出《白毛女》
后半场，无疑成了整个晚会的压轴戏。
由于有了外校所演的《白毛女》启发、铺
垫、感染，我们的小演员们情绪高涨，表演
气氛热烈，大春参军，救出喜儿，报仇泄
恨，扬眉吐气。翻天覆地、喜气洋洋的变
化，感动了全场。爆发了《白毛女》全场演
出的最高潮，也是晚会的最高潮，全场掌
声雷动融汇在胜利的喜悦中。在谢幕和
欢笑的掌声中，地区领导亲切接见了温
中的小演员们，与他们一一握手。我们
温泉中学演出的舞剧《白毛女》大获成功。

国庆汇演的轰动，温泉中学《白毛
女》在地区小有名气。山坡、横沟、马桥
等地工厂、农村纷纷要求我们巡演。朱
校长也告诫我们要走出去，面向工农
兵。于是我借了郑贤治老师的28寸自
行车，小个子的我骑着大自行车，奔波在

崎岖的各区之间，联系演出事宜。
正当同学们外出演出越来越多，技

艺日臻完善，逐渐成熟时。第二任大春
冯卫平，杨白劳扮演者李洪涛，穆仁智扮
演许志军三位同学，即将光荣入伍的消
息传来。这一次我除了高兴，没有丝毫
担心和忧愁，他们斩钉截铁地对我说：

“刘老师，你放心，我们同样会交接好，绝
不会让《白毛女》演出受影响！”第三任大
春、杨白劳、穆仁智迅速衔接，演出又能
继续了。

考验温中师生的《白毛女》剧组，送走
一波又一波的同学，而一个又一个的“大
春、喜儿、杨白劳、赵大叔……接二连三
地成长起来。他们在普及舞剧《白毛女》
的征途上，年龄虽小，但不畏困难，刻苦排
练、互相理解、支持、配合默契、自觉传
承。为排演《白毛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爱《白毛女》剧组的每一位学生，
如同我的弟妹战友。我爱温泉中学《白
毛女》如同我的孩子。我和他们有永远
说不完的话题。

谨以此文献给咸宁地区温泉中学！
献给共同战斗过的领导、老师们！
献给《白毛女》剧组亲爱的全体同

学！ （本文有删节）
（温泉中学退休教师 刘玉兰）

我的家乡有座美丽的锡山，它的四季是美的：春天百花
齐放，夏天碧水蓝天，秋天落叶纷纷，冬天一片洁白。在我
看来锡山上的风景更是五彩斑斓，色彩缤纷。

春天的锡山是最美的。到了三月中旬，桃树，梨树，杏
树都开满了花，争奇斗艳，桃树上的花朵把树全笼了起来。
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美丽的桃花仙子在梳理着自己的秀发，
两边的梨树和杏树烘托出桃花的魅力，让人百看不厌。看，
湖边的柳树姑娘在干嘛？噢，我知道了，她正照着镜子，在
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瞧，竹小弟在挺着自己健壮的身躯，
松小哥在整理自己的发型。

夏天的锡山是一片绿海，一望无际。到了六月中下旬
最热的时候，人们自然就把锡山作为他们的“避暑胜地”
了。荷花姐姐在水中绽放自己美丽的脸庞，大小不一的荷
叶弟弟衬托出荷花姐姐美丽无比，色彩斑斓。石榴树绽放
自己的“小喇叭”，一个个的，十分可爱。这里的植物不仅
美，水也十分甜，人们时常直接拿瓶子接泉水喝，是因为人
们称这里的水为“圣泉”。看，那里有一个小瀑布，瀑布落下
来形成了一个小水潭，在清澈的水中，时常有小鱼，小虾出
没，更是有许多孩子在水中玩耍，十分开心。

秋季的锡山虽然没有春天那么多姿多彩，没有夏天那
么热情，却有不一般的情调。在锡山上，到处都有黄姑娘的
身影。瞧，远处山坡上，枫树在万树之中绽放自己独特的
美，十分吸引人们的眼球；近处一大片一大片的菊花同时绽
放，让人身处一个美好的境界中。走进枫树林，一大堆，一
大堆的枫树堆，好似一个大家庭，当一片好似黄蝴蝶的落叶
飘下来时，他们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大家庭，有你加入，
我们又多了一个成员了”。这是多么有情调的秋啊!

冬天的锡山更有趣，到处都是白雪一片，树枝都被雪姑
娘的银装裹了起来，雪花们渐渐地从天空中飞下来，落在小
朋友的手中，甚是可爱。北风爷爷这时候也赶来，吹来吹
去，将雪花吹到各个角落中。梅花姑娘这时候，也绽开了自
己美丽的笑脸，在寒风中独立着，这可真是“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呀！

这七彩缤纷的锡山，是多么美呀！四季中各有各的形
态，各有各的独特，这种美，会一直传下去。

评语：全文语言优美、文字流畅，想象新颖奇特，尤其善于
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将锡山四季的不同美景展现
再读者面前，让人如痴如醉，如临其境。 指导老师：李儒高

温中故事温中故事

在生命这片土地上，盛开着一种永不
凋零的一朵花。他的名字叫做友情。

在未来这片远方中，重合的人与影子
并肩向前跑着。他的名字叫做我们。

六年如约而至，泪水也相拥而至。友
情的花儿开放着。可我们已经物是人非，
各奔天涯。这原是我们的意料之中，却成
了意料之外。谁都不舍，可我们都有一张
傲娇倔强的脸。我们都希望，有双会流泪
的眼睛，我们都会想念。所以我们努力变
得更好，以未来做赌约。我们都会好好
的，用成就来祭奠，那朵还在荒芜中盛开
着的花儿。

开拓到另一种幸福，就是身后有着他
们，身边有着我们——回头就有一个微
笑，转头就有不靠谱的肩膀。明天不再遥
远，因为嘴角已开始上扬。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
你一世朋友。”庆幸，在中学历程里看到了
你们，在友情路上遇见了你们——互相爆

炸的灰头土脸的我们。
新的友情该怎样开始？是像孩子般

幼稚吗，是像傻子般沉默吗，是像大人般
谨慎吗？原来，是自己想的太多。只是几
句互相不服气的斗嘴，风凉话。于是成了
最好的朋友——最佳损友（对于男生而言
吧），真是意外呢——为什么不像小学的
套路一样呢？

故事开始了。人不是完美的，就比如
我们，一个鲜明的例子。教室里，我是三个
人中“头昂得最高的一个。”可在运动方面，
总是那样不尽我意：跑步篮球足球乒乓球，
我全都屈居于他们之下。我也不甘心啊，
青春的心都是那么骄傲。可我失败了，不
服依然表现着，但不再经常提起。

“打架可以增进感情”，于是平均每天
我都被捶三四下。哎哟不疼，揉揉还是有
点疼的。只可惜从来没有打过架。打架
这玩意儿，不适合我。一般情况是我被
捶，二般情况是互相捶，捶个两下就没了，

三般情况，最稀罕的情况，我捶他。于是
曾经的肥肉被捶成了肌肉。于是变得“皮
厚”了。

朋友需要宽容。“一山容不得三虎，”
于是我一直是弱势的那一方，故事从头到
尾，我一直被压制，行为从头到尾，全都是
宽容谦让。当初想着：“暂时让一让
吧”——可现在都成为习惯了。“毕竟是朋
友，让一让应该的”，于是一下子就让掉了
一年。故事结束了，我还没哭呢。

从孩子气到小气，从谨慎到大气，从
倔强到宽容，从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你
的差不多就是我的，我的差不多也就是你
的。别太紧张，回头还可以看到我们，不
像他们一样跑了。

打打闹闹一年春秋，娘娘腔长出了喉
结，肥肉被打成了肌肉，放肆的好视力终
究带上了眼镜，踢篮球的孩子终于学会了
排球式篮球，一米五的孩子终于突破了一
米六。不得不承认，时间他改变了很多，

但不变的终究是我们的友情——永远无
期。

于是有一天，我们彼此都发现，我们
真的不适合做朋友。我们只适合做自己，
于是我们像同一个人般，默契，共识，并
肩。那不再是朋友，而是，我们。

而回忆起曾经时，我们傻笑着，眼中
却都含着泪，好像是甜的。

有一些人，能够在一起就是幸福；有
一段情谊，哪怕浩劫也不会毁灭；有一段
感情，哪怕风暴也不能阻挡脚步；有一群
傻子，在梦中无数次幻想着长大。有三个
孩子，一起流着汗和泪水，互相依靠着，互
相争吵着。

或许那叫做朋友，同甘如既往。
或许那叫做情谊，春秋同眺望。
或许那叫做友情，山海并肩过。
或许那叫做损友，炸弹般陪伴。
或许那就是我们，共苦也欣然。
教师点评：人生之中，不可缺少友

情。友情好比是我们生命中的甘霖，滋润
着似渴的心灵，让我们不再寂寞孤单。本
文小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友情的
成长过程，行文流畅自然，立意浅显而耐
人寻味，富有丰富的意蕴，情感真挚。结
尾排比整齐，寓意深刻，意境深远，引人思
考。指导老师：柯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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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我们去老家看奶奶，天上下起毛毛细雨，像给
世界织了一件薄纱，空气变得凉爽而清新，让人精神一振。

午饭的菜是我做的，大家都夸我做得好，我的心里溢满
了自豪感。要知道，能得到“厨神”奶奶的赞赏实为不易，只
可惜老家的灶拆了，没能体验烧柴做饭是什么感觉。

汤足饭饱后，我心情大好地向屋外走去，天气也好像随
着我的心情渐渐转晴。地上的积水使地显得坑坑洼洼，但
鸡似乎不喜欢水，都躲在鸡舍里。我赶紧向鸡舍跑去，想看
看奶奶的小鸡长大了多少。可是我惊奇的发现：依偎着鸡
妈妈旁边的大部分都是小豚。原来，勤劳的奶奶不知从哪
里弄了一群小豚，让鸡妈妈养。看到毛茸茸的小豚亲热地
依偎在鸡妈妈肚子下，而真正的几只鸡宝宝却被挤到一旁，
真让人哭笑不得，又替他们愤愤不平。鸡妈妈为什么如此
糊涂，置鸡宝宝于不顾，要偏爱小豚宝宝？我想出手去干
涉，但想到物竞天择，存在的总是合理的，就放弃了。

最令人失望的是“白萌”失踪了。白萌是奶奶家那只黑
白相间的小狗，它的失踪让我非常失落，我和它的伟大友谊
才刚刚开始呢。每次我来它都很开心，仿佛见到久违的好
友，一定要扑到我怀里，不停地舔我的手和脸，一点都不担
心我可能会嫌弃，真不知道如果它会说话该怎样表达它的
亲热之情？可是它不见了。我希望它能顾及我们的友情，
不要这么任性地离开。

和喧嚣的城市比，农村可好多了。在这里，我可以舒缓
心情，忘却我的不快。我喜欢这样的农家：袅袅的炊烟，美
味的土菜，可爱的动物，这里是我怀念的地方。

评语：这篇短文取材于常见的农家事，极富童真童趣。
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自然也会是个有情趣的人。

指导老师：李朝霞

忆温泉中学《白毛女》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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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春天的路上，醉春风，喜春雨，迷春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吹走了冬天的寒冷，送来了春

天的光明和希望。春风不像夏风那么热烈、粗犷，也不像秋
风那么萧瑟、冷清，更不像冬风那么凛冽、刺骨。她是温暖
的、柔和的。

湖水静静地享受着春风地抚摸，泛起一层又一层细细
的涟漪。看！她在风中起舞，一圈又一圈，跳出律动的舞
姿。慢慢地，春风姑娘又穿梭在公园的草丛中，给那些嬉戏
的人儿送来快乐和温暖。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春雨绵绵，像牛
毛、像花针、像细丝、像漫天飞舞的柳絮。她缓缓地落在湖
面上，溅起一滴滴晶莹剔透的小水珠；轻轻地打在树梢上，
像给枝条梳理着柔软的长发；慢慢地洒在屋顶上，奏出一曲
曲欢快而美妙的乐章。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风偷偷地吻醒
了沉睡的大地，花朵们个个含苞欲放，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
春意盎然的新世界。

园子里，朵朵桃花开放，粉的、红的、白的……娇艳欲
滴，怎能不叫人心生怜爱呢？春风拂过，桃花对我嫣然一
笑，我迷得不行。风停了，桃花婴儿般酣然入梦，脸上还泛
着红晕的光。闭了眼，树上的桃花像七仙女，缓缓朝我走
来。鸟语花香，我陶醉地不想离开这世外桃源。

“一年之计在于春”，让我们细细品尝春天的味道吧！
评语：语言优美，想象丰富，多处运用引用、比喻、拟人

等修辞手法，将春天最典型的春风、春雨、春花描绘得活灵
活现，让读者如沐春风、如痴如醉。 指导老师：程素芳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时间总是过
得飞快。初中，已在我的脚下。一路走
来，有很多人陪伴我成长,关系最好的也
就是我的同学们了。

“小姜同学是一个热心的人”，这是
老师说的。老师把一枚亮闪闪的奖章别
在了小姜的领子上。那奖章反射出的光
照到了我，像在嘲笑我一般。

那天日中，我走在街上，望见了马路
上的小姜，他在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过马路。走近一看，老师正在一个角落
看着他，微笑着。我已经知道，那奖章不

是我的了。他们两人向我走来，小姜还
没发现我，我背过去，听见他们在说话：

“姥姥，我们回家吧！”“嗯，真乖！”
姥姥？
我挪了挪身子，以至于不被那奖章

发出的光照到——它是那么地刺眼。
放学，我一直在想这事，我不服，那

奖章应该是我的。想着想着，摔了一个
跟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话说得真
好。我坐在地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小姜看见了我，立马跑过来，二话没说马
我送到了医务室，医生三下两下包扎好

了。面对小姜的询问，我只好不停地答，
无意中说出了我的心事。

小姜笑了，那天他和姥姥出去散步，
恰好遇到老师有一个麻烦，小姜帮了老
师，老师才对他笑，这也不是老师把奖章
给他的原因。

不久以后的运动会，我参加了长跑，
很紧张。砰！开跑了。一开始，我是第一
名，选手们都被我甩在了后面。不知过了
多久，我跑得头晕眼花，差点跌跟头，我知
道，我缺水了。我力气越来越小，选手们
也都趁机渐渐超过了我，这时我看见了小

姜。他在喊加油么？我听不见，不过至少
有了一点力量，努力追上了第一名。

同学们围着我欢呼，可我什么也听
不见，我坐在地上，拿着第一名的奖牌。
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我要喝水。然而
我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同学们都走了，我
要晕倒了。

小姜给我倒了一瓶水，他用沙哑的
声音说：“我看见你没怎么出汗，知道你
渴。快喝吧！”我喝完水，抬头，他免去了
我的感谢，给我擦汗。

人们说，付出总有回报，小姜得到了
什么呢？

他是我们的班长。他将是我三年的
好朋友。

评语:小作者行文风格朴实自然，用
真实的经历讲述心路变化，用生动的描
写推动故事进展，值得借鉴。

指导老师：陈颖

2016级（7）班 雷炜

☆☆☆优秀学子☆☆☆

她是一个活泼开朗、乐观积极的
“零零后”，对任何事物都抱有好奇心，
因为她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有志者，
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是她的座右
铭。在学习上，她勤奋刻苦，勇于探索，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
她对学习的态度。她希望长大后成为
一名老师，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子。

她成长在一个温暖、积极的班集体
里，是老师的小助手，是同学们的好朋
友。当同学们遇到困难时，她总会去努
力帮助他们。下课时，也总能帮助同学
们解决学习上的难题，不厌其烦地一遍
遍讲解。积极参与班级活动，提高自己
的组织能力，因为她努力让自己成为一

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子。
作为班长的她尽最大努力为班级做贡
献，因为她知道《论语》中的一句话:“在
其位，谋其政。”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在生活中的她品德端正，兴趣爱
好广泛，经常阅读一些中外名著，拓宽
视野，提高自己的修养。在家中，她是
父母眼中的“乖孩子”，经常会帮父母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她最爱的莫过于画画了，她最爱
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拿起手中的纸
笔，构想出一个个奇思妙想的世界，好不
乐乎！

她就是2014级（3）班班长李林。

他是一个
学习勤奋，积
极向上，喜欢
和同学讨论并
解决问题的大
男孩。经常参
加班级学校组
织的活动，多次
在市级“奥数”
比赛、作文比赛
中获奖。

他活泼开
朗 ，为 人 热
情。在学校，
能尊敬师长，

团结同学。身为班长的他既是老师的好帮
手，又是同学的好朋友。平时喜欢徜徉在书
海里，享受着《朝花夕拾》带来的回忆与批判，
也思索着《悲惨世界》带来的深邃和不朽。他
认为，读书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读书能明
白事理，提高能力。

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他也深刻地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地改正。他希望有
一天，能在华科就读，因为他坚信只要努力奋
斗，就能够克服困难；只要坚持梦想，就能到
达理想的彼岸。

他就是2015级（9）班班长李涛。

她是一个品学兼优、做事严谨的
人。自从当上班干部的第一天起，她就
决心要尽量做好每一件事，成为老师的
得力助手。每当老师分配任务时，她总
能第一个站出来，给大家带一个好头，尽
自己的全部力量完成得最好;每当同学
有不会做的题目，她也会热心地为同学
们讲解；每当学校开展什么活动，她都会
组织好班级，自己也会积极参与。

每天早晨，总能见到她早早地来到
学校，为同学们开门时的身影；上课时，
总能见到她积极发言、认真思考的样子；
下课时，也能见到她忙着收、发本子的情

景；大扫除时，你会见到她积极劳动、认
真打扫时的背影……她就是那个即使忙
碌也不会抱怨的人。

在生活中，她还是一个独立自主、不
依赖父母的人。父母工作比较忙，她就
学会了做饭、洗衣、干家务活，成为了生
活小能手。

有句诗写得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她一直坚信这一点，只
要自己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一定会成为
一个优秀的人！

她就是2016级（1）班班长兼数学课
代表李慧。

我的同学
20152015级级（（55））班班 张益晨张益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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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级（10）班 徐嘉汐

2015级（10）班 何一鸣

我我 们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