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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满溢书香
好书伴我成长

读“好”书，看世界
副校长

民族因读书而兴旺，国家因读书而
富强，人生因读书而美丽！读书不仅是
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的重要标志，更是
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
一个人提高文化素养、提升文化品味的
重要途径。阅读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一
种力量，
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和“一带一
路”发展倡议，咸宁市六部委决定，在
全市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以“放眼看世
界----我与‘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爱
国主义读书活动。学校借这次爱国主

团委副书记

黄腾

义读书活动的东风，积极推进学校学
习型组织、书香校园的建设，推动学校
读书学习活动的展开。今天，我们在
这里举行全校师生“爱国主义读书活
动 ”动 员 大 会 ，激 发 全 校 师 生 读 书 热
情，推动阅读活动迈向新的深度和广
度。
本次爱国主义读书活动指导思想
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进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指导，向广大
青少年普及改革开放、
“一带一路”等相
关方面的知识，培养青少年宽阔的视
野、创新的理念以及栉风沐雨、披荆斩
棘、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培育青少年
现代海洋意识，从小树立海洋立国、海
洋强国的观念；激发青少年关注、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激情，引导青少年将
自己的人生规划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宏
伟蓝图中，将自己培养成具有世界眼
光，有理想、有抱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书籍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书
籍是通向未来的基石、是文化传承的载
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是一个
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本保证；读书，是
建设学习型组织的必然要求；一个人的
读书史，就是一个人精神成长史。同学
们，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点燃读书热
情，共建书香校园，与好书为伴，快乐读
书吧！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
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让校园故里处
处溢满书香，人人因读书而精彩而幸
福。

书是灵魂最好的滋养品
2017 级（15）班
总会听到有同学说：
“ 学习生活这么忙，哪有时间
读书！”对此，我只想说：
“ 学习不想背这个锅！”苏格拉
底有言：
“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一过。”读书给我们提供
自省和审视内心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多角度看待自己
的现实生活，而当我们再次放下书时，会感觉自己获得
新生。
而书让我们除了过自己的生活，还能过其他成千
上外个人的生活——阅读时，我们可以体验他人的生
命，见其所见，感其所感，闻其所闻。可以说，不读书的
人生单调而局限，读书的人生宽阔无边际。书本提醒
我们除了生活的细枝末节，人的存在有另一个境界，那
就是探索生命的奥秘和其中蕴藏的意义，学习生活赋
予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形式，而阅读则造就我们的灵
魂。
接下来，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我阅读
的体会：
一、扩大读书范围。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浩如
烟海，我们目前所接触所读的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
除了教材上规定的书目外，我们还应扩大自己读书的
范围，比如名人传记，可以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一些参
考；比如科幻小说，可以为我们打开认知广袤世界的另

远行的
人们
2016 级（4）班

刘俊池

在中国古代，能远行的只有四种人
—商人、僧人、军人和诗人。
军人从命，所以他们走不远。至于
诗人，例如李白，他一生走的路的确很
长。但，他们同样走不远。尽管口上念
着万水千山，但一遇到真正的艰辛与困
难，他们还是选择逃离世俗。如此一
来，能远行的就只剩下商人和僧人。也
正是这两类人，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主要
行人。
商人走丝绸之路，是为钱财与利
益。他们走丝路的目的很简单，用中国
的丝绸、玉器换取西方的财货，再返回
中原卖出，并从中赚取巨大的差价。这
是一笔极其惊人的财富，使得无数的商
人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在丝路上
走上一遭。而在这笔惊天财富的背后，
隐藏的是东亚与中亚、西亚甚至是欧洲
之间的一张巨大的贸易网络。在这张
网上，中国人、粟特人、伊朗人、罗马人
一直进行着各式各样的商贸活动。无
数的珍宝、货物在其中流动，许多精妙
的技艺通过商人们有意无意地叙述传
播开来，各种“奇花异果”也随着这张
网，开枝散叶，四处生长。
僧人走丝绸之路，是为知识与信
仰。例如法显、玄奘。他们从中原的寺
庙 出 发 ，孤 身 一 人 ，行 走 在 丝 绸 之 路
上。他们矢志向西，甚至赔上性命也不
足惜，但他们的最终目的却再淳朴不过
——为了取得西天的“真经”以领悟无
上的佛法，即为了信仰。但有趣的是，
他们淳朴的一来一回，带来的最有价值
的不是经文，而是形形色色的音乐著
作、天文历法、数学知识和制糖技术等。
商人和僧人，丝路上亘古不变的主
角。他们在丝路上的活动，不仅带来了
商贸的繁荣与佛经的传播，还促进了东
西方文明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也正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的文
明才不断碰撞，交流，融合，这才构成了
今日世界文明的基础。
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在丝绸之
路上已无商队的悠悠驼铃声与僧侣
的明黄色袈裟，取而代之的是呼啸行
驶的高铁与不断求学的留学生。但
不管是千年之前还是千年以后，丝绸
之路上远行人们的目的竟出奇的一
致——为了钱财，为了知识。而在这
些远行人来往的背后，东西方文明间
的交流，从未停下。

万荣铮

一扇大门；比如历史著作，可以为人类更好前进提供一
觉得脑子一片空白，白白错过了与作者成一“知己”的
些经验……
机会。因此，批注法就是极其重要的读书辅助手段，我
二、做好准备工作。你们阅读时是否只是拿起书
们可以在写得好的字词句旁做简单的赏析，也可以在
就读呢？这样读书可能对我们把握书本内容影响不
自己不懂得地方写下疑惑，还可以感悟较为深切的地
大，可是如果要读得更为透彻，我们还需了解更多，比
方抒发性灵，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与书建立起了全面而
如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书籍创作的出发点、作者的经
亲密的关系，让读书把我们的生活引向纵深的地方。
历等等。因此，假如你想获得更完整深刻的阅读体验，
六、交流碰撞。读完一本书后，我们都会产生或多
看书前的一番准备是必不可少的。
或少的自我感悟，这时候如果能够和老师、同学讨论一
三、身临其境。对于阅读而言，
“忘我”而“入书”是
番，让思想的火花尽情碰撞，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享受这个过程的重要条件。因此，在我们阅读时不妨
然后再次回顾所读之书，
就会获得更多的感悟。
让自己“穿越”一下，变成书中的主人公，让一次次的打
七、坚持阅读。书是一个人精神与灵魂最好的滋
开书页变成一次次的冒险，那么每读一本书，我们就会
养品，当我们在某个月夜独望星空，能吟出“江畔何人
进入一个新世界，用拥有新的身份、新的朋友、新的冒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感慨，或能想到康德那句
险，大大提升阅读的愉悦感，
更能充分吸收书中精华。
“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
四、一字千金。每一本书都是由无数个具有特殊
的震撼，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崇高
含义的字组成的，他们是跳跃在书页中的精灵，是书本
的道德法则”，亦或是茨威格笔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
的生命，缺一不可。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理解字面意
耀的人类英雄时，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在仰望星空，更是
思，其次更要体会文字之外它所代表的作家的精神本
仰望人类无限的智慧，放飞自己的灵魂，享受着阅读为
质，以期在日后的某天能达到
“得意而忘言”
的境界。
我们带来的心灵洗涤，而这就是阅读的终极意义。
五、善做批注。许多人在读书时会对其中的某句
阅读丰满你我人生，浸润你我灵魂，愿每位同学都
话或者某个情节有深刻的印象，可是等读完书以后，却
能享受阅读，集天下之风采，
现自身生命之灵。

我眼中的
“一带一路”
2016 级（1）班 徐海晖
千百年前，东方有一个神秘的国度
盛产丝绸，睿智的古人以此为契机开创
了一条伟大的“路”——丝绸之路。它
沟通了亚欧甚至全世界的文明与贸
易。这条“路”是祖先留给中华子孙的
宝贵财富，而今它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科技发达、信
息爆炸的新时代，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
频繁。面对复杂形势，2013 年习近平主
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战略倡议，以加强各国政策相通、贸易
畅 通 、道 路 联 通 、货 币 流 通 和 民 心 相
通。2017 年十九大提出“中华民族在同
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兼合
二者，便有了“一带一路”这个家喻户晓
的美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胆而创
新的举措。我很佩服习主席的远见卓
识，因为他能从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中

看到东方巨人的未来，并且一个个成功
的事例都印证了“一带一路”方针的正
确：
“ 一带一路”写入联合国决议，自由
贸易试验区再增七个，
“ 亚金协”成立，
新签 4 个自贸协定……一个又一个丰硕
的成果在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诞生，
madein China 走向世界。
“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外国建交
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只看到它丰硕的成
果，更要了解践行这“一带一路”背后所
需付出的努力。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
构想，它的实施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
折。从清代的闭关锁国，到 80 年代的改
革开放，再到 21 世纪的“一带一路”，整
整一百年，中国从落后的“东亚病夫”蜕
变成了苏醒的“东方雄狮”。千百年前，
从汉使张骞的驼队经过大漠留下串串
足迹开始，中国就势必因对外交流发展
而复苏。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
迁，那条尘封西域的古道在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的努力下，再次证明了它无限

的价值。不管历经多少个世纪，不管跨
越多少千里，只要心里有国就有它。
如今，无数中华儿女走在践行“一
带一路”、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
作为新时代朝气蓬勃的青年，更应该自
告奋勇的接过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接
力棒，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新发展、新跃
进做出新贡献。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
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不忘初心，砥砺奋
进，努力在新时代为新中国创造新辉
煌！

丝 路 丰 碑
2016 级（6）班

余好

“当年的明月照着这条路，关山险
阻迤逦向晚霞，多少苦寒多少风沙，远
方传来的驼铃和胡笳，还是那条路如今
又出发，
万里坦途一路到天涯……”
千 年 古 道 丝 绸 路 ，锦 绣 绵 延 万 里
途，如今，再次起航。
—— 题记
古罗马的传说里，遥远的东方有一
个名为赛里斯的神秘国度，那里的人们
寿命极长，心灵手巧；他们从树叶上取
下一个又一个透明的丝茧，取出丝制成
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绸缎；他们有着
一条绵延万里的道路，好让他们的丝绸
运往世界各地；大地的边缘，到赛里斯
为止……
那个叫做赛里斯的神秘国度，它的
名字叫中国；那些熠熠生辉的绸缎，它
的名字叫丝绸；而那条绵延万里的道
路，以绸为名，举国之力，它的名字，叫
作丝路。
多少年来，关山明月将清辉洒落在
这丝路上；
多少年来，
驼群商队将功绩书
写在这丝路上；
多少年来，
边塞将士将热
血流淌在这丝路上；
多少年来，
它就在那
里，
听着悠扬的驼铃，
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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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目送一件又一件精美的瓷器被
运上船只，停泊在港口的船队载着满船
的茶叶、丝绸与瓷器远航，扬起巨大风
帆驶向海潮；它迎着四方来客，八面来
风，西域的植物在它沿途的风中摇曳着
枝叶，果实与种子在它沿途的土壤里生
长；它唱着异域的歌谣，收留着疲劳的
马帮驼队，船只外商……
风沙与浪潮为它刻下丰碑，它站在
那里，
看着千秋来贺，
万国来朝。
何德何能用我拙劣的言语、单薄的
文字去赞颂它！赞颂那岁月不曾侵蚀
的丰碑！沧海的浪潮，戈壁的风沙，已
然向它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千百年来，因为它，中华民族八面

来风，融会中西；因为它，沿途国土地理
相邻，人文相亲；因为它，两方文明互
鉴互交，兼容并蓄；因为它，泱泱华夏
大国气象，天下来朝；问访昆仑涉西山
淇，路过于阗彩绘的画壁，寻至碑铭古
老典籍，才知道丝路万里风沙的辉煌曾
经……
佛教传入中国，是“南朝四百八十
寺”的盛景；丝绸运往印度，是《摩奴法
典》的法令；琉璃到了长安，是大报恩寺
琉璃塔的通体佛光；茶叶入了日本，是
“萧然幽香处，院里满茶烟”
的赞颂……
丝路不说话，丝路就在那里。
沿途的风早已止息，而它却保持着
风 中 的 姿 态 ，它 沉 默 无 语 ，它 无 需 言
语。人来人往，星辰轮转，光阴在它身
上漫开斑驳的印记。过往湮灭于历史
长河，王朝覆灭于战火硝烟，可丰碑屹
立于广袤人间，坦然接受来往路过的一
切。
曾经几何时，丝路守望着中原，用
自身沟通东西，
交流贸易、文化。
今天，丝路仍在守望，沟通着沿途
各国的繁荣愿景，等着越来越多的人们
顺应它的指引，那座丰碑，已然在世界
屹立。

郑伟

书籍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通向未来的载体，更是
文化的载体。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抓住
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契机，进一步促进
文明校园建设，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我校政教处联合
团委精心组织开展“校园满溢书香好书伴我成长”主题的爱
国主义读书教育系列活动。
为了扎实推进这次爱国主义读书节教育系列活动的开
展，学校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如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
“与书籍为伍，与经典对话，与智慧同行”、
“校园溢满书香，
好书伴我成长”，让学生浸润在书香校园的氛围中。其次，5
月 28 日早上，我校隆重举行读书节启动仪式。首先，黄腾
副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在 21 世纪的今
天，青少年更应该树立现代意识、开拓个人视野，将自己的
人生规划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立志成为有理想、
有抱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后，2017 级（15）班
优秀学生代表万荣铮发表题为《书是灵魂最好的滋养品》的
主题演讲，他从“善于选好书”
、
“坚持阅读”等七个方面分享
了自己的读书体会。在阅读时，我们可以体验他人的生命，
见其所见，感其所感，闻其所闻。他说，不读书的人生单调
而局限，读书的人生宽阔无边际。呼吁倡导温中学子通过
阅读丰润人生、滋养灵魂。最后，政教处徐建伟主任简要介
绍了读书节活动形式和具体安排。本次读书节设有“爱国
主义读书征文比赛”
、
“爱国主义”主题班会、
“班级手抄报比
赛”
“主题摄影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旨在培养青少年积
极关注、参与祖国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爱国情怀，不断取
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据悉，
读书节活动一直备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相信在我校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共
同努力下，
本次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一定会成为我
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品牌活动，
并将取得圆满成功。

乘风破浪在今时
2017 级（15）班

李邦玄

立在无垠的蔚蓝色海洋旁，我极目远眺，望见了一艘鲜
红的航母。
望着船尾，我好似看见了秦时的徐福：他傲然立在船
头，犀利的目光刺破了海雾；海风拦不住他的目光，狂涛挡
不住他的豪情，他刺破大海的外层，向深海驶去，去寻求大
海的奥秘。
航母中部，是否有个郑和？他是否在带领着帝国的骄
傲，在宝船队上乘风破浪，七下大西洋？他可曾与西方文明
友好往来，创造辉煌？郑和，
这个海上传奇！
在航母前端，升起了一缕缕硝烟。瞧，那是虎门硝烟，
林则徐正憎恶地望着它们，直到它们化为灰烬;嗯？那是战
争的烟火，北洋水师正在与日冠殊死决战！看！那是邓世
昌！他的航上扬着面国旗;正在随风飘扬！不，他被包围
了！看啊，致远舰加速了，向敌人冲了过去！它要与敌人同
归与尽！这是中国不屈的信念！
在航母顶端，我看见了大清政府正在与西方列国签定
不平等条约！我的心在燃烧，在呐喊，反击呀，反击啊！不
要屈服，
挺起身板！
目光继续前进，我看到了所有的爱国人士和一面鲜红
的五星旗，那旗正在风中飞扬，将星光传遍中原大地！渐渐
地，中原大地燃烧起来了，散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中国啊，你经历过贫穷，落后，也曾无所有;但你义无反
顾地奔着光明，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你终于走出了黑
暗，迎来了党的照耀，
你在逆风中站起，重回
“大唐”
！
你觉醒了，你成为了初阳，鲜艳的阳光洒遍大地！
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我昂首挺胸，仰望那鲜艳的旗帜
扬起，灾难降临，你是我们的保护伞！你永不止步，大国尊
严不容侵犯！你不是以前那饱受欺辱的模样，你坚毅的心
与脚步没有谁能阻挡！你，一步步正视历史，一点点创造未
来，一天天飞速发展，
如今，
你觉醒了！
乘风破浪在今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赤 子
2017 级（2）班

熊炜

小说《红岩》相信大家都看过吧，书中的人物-不论是被
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江姐，又或是被注射美国最新科技“诚实
剂”的成岚-为什么能身受酷刑而坚持不泄露一丝党的秘
密？因为他们心中有国家，因为他们爱国。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国家的命运背负在他们身上，
他们不能倒下。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动荡，仕大夫屈原锐意进取、力
推改革，却引起了国内一些贵族们的不满，而遭到大臣妒忌
和陷害，楚怀王疏远了屈原，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从此屈
原郁郁而行。当秦国侵犯楚国时，身在汨罗江畔的屈原，不
愿意和大臣们一起逃跑，怀着绝望的心情抱石投江自尽，终
年 62 岁。屈原，这伟大的爱国者啊，生为天地，死为国土。
屈原的赤子之心使我心痛，
使我感动。
黄旭华，
“ 中国核潜艇之父”。从被选中参研核潜艇的
30 多年的研究时间里，黄老的父母、兄弟、亲人没人知道他
究竟在干什么工作，甚至直到黄旭华的父亲重病去世，老人
家也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在做什么工作。1988 年完
成近海深潜试验后，黄旭华终于顺道回家探视老母，当时已
95 岁的母亲与儿子对视时却无语凝噎！
屈原、黄旭华等许许多多爱国志士，不愿同流合污，默
默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永葆一颗赤子之心。他们，为我们
留下了一笔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们，用信念的力量挺起
了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