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主任中考陪考毕业典礼中考励志百日誓师实践活动

2015级部分优秀学生合影诗词大会比赛现场第四届美育节合唱专场

英国夏令营留影优秀团员在咸宁“五七干校”合影2015级全体教师与校委会成员合影

校长寄语 班主任赠言
★离别在即，愿未来的你们：永远

善良正直、乐观向上;永远踏实前行，不
忘初心。祝福你们一生幸福快乐!

（1）班班主任 李玉华
★同学们，毕业是一个里程碑，更

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在你们即将离
开母校而踏上新的征程之时，请带上
老师对你们的殷切期望和祝福：没有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2）班班主任 雷 刚
★别，惜别，笔架山，温泉中学。

朗朗书声早，不惧冰霜雨雪，三载寒暑
更迭。云龙风虎气势，共建班号“集杰”。

耻将衰朽惜残喘，辜负众生殷
切。从来韶光易逝，十五当志学。静

以修身，俭养德。每回首，心犹热。
（3）班班主任 叶 帆

★Goals determine what you're go-
ing to be.

（4）班班主任 左慧中
★把梦想放大到心里，信心满满；

把才华展示在考场中，尽情发挥；把智
慧放逐到笔端，挥洒精彩！

（5）班班主任 陈 颖
★同学们，当你即将扬帆起航的

时候，请记住母校老师的叮咛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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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温暖与
爱心生活! （6）班班主任 邵金意

★天道酬勤，人世间没有不经过

勤劳而成为天才的，愿你们日夜勤奋，
早日成才。

（7）班班主任 张雪艳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just

take it easy，never give up and believe
you can make it in the end.

（8）班班主任 孙志红
★愿灿烂的阳光，青春的活力，舒

心的微笑永远属于你！
（9）班班主任 徐平凡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是幸运的，
成为温中学子；老师是幸福的，陪伴你
们三年。请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

（10）班班主任 柯春霞

★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为了心
中的远大目标，努力拼搏吧。成功属
于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人。

（11）班班主任 钟 斌
★聚不是开始，散也不是结束。

再回首，是一串串充满酸甜苦辣的昨
天：有我们在球场上的奔跑，有我们在
烛光下的歌唱……同学们，明天的大
风大浪正等着你们，希望大家在今后
的日子里更努力奋斗，拼搏。

（12）班班主任 吴红霞
★明天，是个美丽灿烂、辉映着五

光十色的迷人的字眼。愿你的明天无
限美丽、无限灿烂、无限迷人。

（13）班班主任 明 媚

教师寄语
★坚持不懈，方显真我风

采；宠辱不惊，才是英雄本色。
不管结果如何，希望你们都

能勇敢无畏、含笑从容地面对。
语文备课组长 吴红霞

★“宝剑锋从磨砺出”，三年
来同学们砥砺奋进，终于到了该

“亮剑”的时候了。信念是种无
坚不摧的力量，当你坚信自己能
成功时，你必能成功。

数学备课组长 黄娟
★那些命运的伏笔和深意，

也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体
会。学习也一样，曾经的努力和
拼搏，一定会化作掌声，为你们
的一路“披荆斩棘”喝彩。

英语备课组长 康艳芳
★同学们，你们已圆满地完

成了初中的学业，正展翅飞向更
广阔的天空，开始新的征程，接
受新的知识，面临新的挑战。人
生有裂变、聚变、衰变，但绝对没
有永恒的不变。

物理备课组长 程歆
★我们用“我能做到什么”

来判断和定位自己，而别人用
“你已经做过什么”来判断和定
位你。做到了什么真的比你以
为自己能做到什么重要得多。

化学备课组长 徐佳
★诗书满腹才华高，中考成

绩一枝俏。理想没有大和小，真
实善良就美好。实现价值光闪
耀，成功将会把你绕。

政治备课组长 武月
★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

里。愿你——积淀历史厚度，绽
放美丽人生。

历史备课组长 李金叶
★愿你是风，鼓起白色的

帆；愿你是船，剪开蓝色的波
澜。生活正在你的前方微笑，勇
敢的走上前去，将彩色的人生拥
抱。

体育备课组长 任太昌
★人生要发扬“石灰”精神：

经过“千锤万凿”的物理变化和
“烈火焚烧”“粉身碎骨”的化学
变化，最终把“清白”留在人间！

化学老师 冯文辉

★疾言厉色的背后是爱，谆谆教
导的前面是爱，是您的坚守给我们前
行的信念，是深夜的灯光给我们拼搏
的力量，我亲爱的老师，成长路上因为
有您倍感温暖，永不孤单。

（1）班 肖依春
★雄鹰只有离开巢穴，不断摔倒

方能翱翔于天际；猛虎必须远离父母，
历经厮杀才可啸震山林。经历三年的
风雨洗礼，我们即将奔赴新的征程。
不论我们得到何种结果，请保持“黄沙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毅
力。不论在哪所高中，我们都应无畏
地向前，令生命的美好在青春中绽放。

（2）班 蒋邵卓 周小凯
★“励志、勤学、强身、报国”，短短

八字陪伴了我们从朝气蓬勃的春朝迈
进满载果实的秋日。温中近百年的底
蕴和老师的谆谆教诲都镌刻在心，成
为我们终生不忘的行事准则。

(3)班 纪晓冉

★昔日的欢声笑语和挥洒着青春
汗水的课堂，绿茵茵的操场和漫步在
食堂边的足迹，都深深地留在了脑海
里。啊，母校，你是我们开始梦想的地
方，我们将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你。

(4)班 佘 甜
★离校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不

舍于谆谆教诲的尊师，不舍于共度难
关的同窗，甚至道边的香樟，花坛的山
茶。别了，我的母校，我祝您兰薰桂
馥，万古长青；别了，我的老师，祝您桃
李满门，万事如意。 (5)班 董 承

★三年既是一瞬，也是一生；既是
结束，也是开始。即便别离，我们也能
心心相通。或许多年以后，母校将以
我为荣。

(6)班 叶子栋
★三年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回

头看，看我们一起走过的路，虽有曲折
的一段，但更多的是平坦和舒畅。人
生路上亦是如此，我们会获得成功，也

会面临失败，但请相信：“长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7)班 徐思祺
★经历了三年磨砺，我们学习了

知识，收获了友谊，促进了成长。感谢
母校无私的奉献，感谢老师倾心的教
导，祝老师桃李满园，母校如日中天。

(8)班 程 磊
★鸟儿将要飞向蓝天，但绝不忘

记温暖的巢；鱼儿将要游向远方，但绝
不会忘记涓涓溪流；我们要升入高中，
但绝不会忘记我们的母校。也祝福各
位同学顺心如意，马到成功。

(9)班 李 涛
★三年时光转瞬即逝，我们将告

别纯真的青春，年少轻狂的岁月。在
这充满稚嫩的青春旅程中，留下了许
多记忆的宝石：体育中考的我们，实现
了对自己的超越；合唱比赛的我们，唱
出了心中的梦想……日夜流逝，岁月
翻转，温中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不

知不觉中爬满了我们成长的痕迹。我
们坚信：一定会在中考的舞台上大放
异彩，为温中再创辉煌。

(10)班 聂依萌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只

有坎坷不平的道路；没有坐享其成的
收获，只有兢兢业业的成功。朋友，让
我们一起努力吧，在蔚蓝的天空中展
翅翱翔。 (11)班 郑子健

★漫语书生气，桃李媚春风。年
年惜别人不同。人言此间花正好，欢
愉尽，恨方浓。笑音渐成远，人去楼已
空。误几回萍散飘蓬。莫叹兹此难重
逢，人间事，本匆匆。

(12)班 胡荻蕤
★回想起那沿路的水杉会是几年

以后呢？毕业在即，是走过水杉时无
意间再看见的大块大块的白云和很蓝
很蓝的天空。回想初识的盛夏，阳光
耀目，那个学校，老想回的学校，再见！

(13)班 徐佳宜

学生留言

在寄语“含苞待放的小花朵
们”之前，我想赠予2015级全体园
丁20个字——埋头苦干、废寝忘
食、孜孜不倦、默默无闻、拼尽全
力。老师们不是在“作业堆”里安
营，就是在“学生堆”里扎寨，脖子
上扎出了“小山包”，仍然无怨无
悔，这种“忘我精神”值得人们敬
佩。

继而我要带给所有学子六字
循环学习大法——日清、周结、月
测。

日清：就是门前清，学科任务
当天完成，争取疑惑不过夜。课上
养成勤学、乐思、妙记的好习惯，课
后可以请老师监督、家长监管、与同
学合作，形成助力、合力。睡前再回
忆一天所学的各科重点、难点，与之

相关的典型习题，增强记忆。
周结：就是利用周末时间，把

一周所学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类
整理，形成知识体系，力求做到触
类旁通，举一反三。同时，也要把
一周落下的学习任务及时补上，做
好查漏补缺。

月测：把每一次月考视为挑战
自我的契机，养成解题规范，书写
工整，卷面整洁的习惯。坚持反思
这一个月的学习情况，做错题的整
理、分析。认真建立和使用好错题
集，把疑难问题一个个攻克。

在关注文化知识积累的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张弛有度，劳逸结
合。面对学习，我们在思想上要有
竞争意识，心理上却要沉着冷静。
没有人永远成功，也没有人永远失

败。初三一年的书山揽胜、题海遨
游，既是对我们心态的磨练，又是
对我们恒心和毅力的考验。父母
的声声叮咛，师友的殷切期盼，自
己未来的梦想，都将化作无穷动
力，催你前行，励你成功。

选择了勤勉和奋斗，也就选择
了希望与收获；选择了纪律与约
束，也就选择了理智与自由；选择
了艰难与坚持，也就选择了练达与
成熟；

选择了拼搏与超越，也就选择
了成功与辉煌！

人生总是在竞争中不断超越，
生命总是在拼搏中绽放异彩。请
记住——眼睛一睁，开始竞争，爱
拼才会赢。

毕业季，请容我们再回忆一下

处处馨香四溢的笔架山下一处处
动人场景：教室里，回响着我们朗
朗的读书声；操场上，闪现着我们
奔跑矫健的身姿。庄严肃穆的升
旗台，多少次见证我们的爱国情
怀；宽敞明亮的报告厅，多少次聆
听我们的悠扬的琴声；弘扬儒学的
国学园，多少次留下我们的驻足膜
拜；大气恢宏的体育馆，多少次回
响着我们的励志呐喊；典雅别致的
校史馆，多少次传承温中的前世今
生……温中的每一个角落都珍藏
着我们宝贵的记忆，酸甜苦辣都承
载着我们师生的荣辱与共。

栀子飘香的六月，你们将带着
母校赋予的知识和使命，从这儿起
飞，飞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塑造光
辉岁月。

将美好留在记忆中将美好留在记忆中将美好留在记忆中
○ 康艳芳

本版投稿邮箱:810781399@qq.com4版
责任编辑：李朝霞

2018年7月2日毕业季毕业季

秉承“承上启下，服务大家”的年级管理意识，坚持立德
树人的教育理念，以争做新时代“四有”教师为标杆，三年来
我们团结一致，克难奋进，朝“四最”（行为最规范、卫生最清
洁、学习最努力、师生最和谐）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

一、优化管理制度，实现常规工作常态化
1、班主任每周工作例会制
年级组是学校的一个基层团体，为确保整个年级正常、

高效运转，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及学生爱戴的班主任队伍，
我们在工作中坚持“交流、学习、合作、互助”的原则，坚持熏
陶、引领、激励、管理的教育方法，每周定期召开班主任工作
会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教育和教学走上良性发展的轨
道，使年级构成和谐、愉快、合作的工作作风。

2、各学科备课组定期教研活动制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各备课组按年级制订的时

间节点，每学期提前制订好工作计划（教学进度、教研活动主
题、中心发言人等），有内容、有记录、重实效，年级教学负责
人定期通报结果并存档，作为期末优秀备课组评选的依据。

3、年级工作每周通报制
为加强年级主任、值周教师的管理职能，提高工作成效，

全面促进年级德育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精细化管理，结
合年级实际，制定年级工作每周通报制度。通过年级通报这
一形式，梳理每周工作要点，突出每周工作亮点，指出每周工
作缺点，建和谐，立正气。

4、安全卫生检查评分制
为保障学生能在一个洁净、优美的环境中愉快地学习、

健康的生活，使学生养成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增强学生爱
护校园环境的意识，根据学校目标管理办法，我年级制定了
安全卫生检查评比制度。年级体卫负责人组织学生干部进
行每天四次的卫生检查，评分并公布结果。每周一小节，每
月一评比，与班主任每月安全卫生奖挂钩。

二、坚持立德树人的理念，着力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和德
育教育

（一）德育教育潜移默化
1、入校的学前教育让孩子们从行、走、说、做各方面得以

规范，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2、“四最标准”为每位孩子立下三年来最基本的行动目

标，鼓励学生立长志并为之不懈地奋斗。
3、每期两次以上的大型年级表彰为每位孩子立下潜在

的榜样，取长补短，争取更大的进步。
（二）特色活动的丰富多彩
1、学校每年固定“四节”（美育节、科技节、体育节、读书

节），旨在提高师生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2、年级的诗词大会、平移图案设计大赛、英语口语比赛、

经典朗读、向阳湖“五七”干校采风、咸宁微马等一系列活动，
使得我们孩子大开眼界，广开思路，综合素质得以提升，同时
也为底蕴深厚的大温中增添光彩。

（三）课堂改革成果初显
教研工作无论在个人的教学中，还是在整个学校的发展

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做好教研工作是提升个人素质的
保障，也是学校教学质量的基础。2015级在本届学生入学

就试行课改，要求老师严格按照计划走，并提前深化和推广，使学生在自主学习、
思维拓展等方面得以长足发展，初见成效，今年我们实验班考试的成绩就是最好
的证明。

三、开门纳谏，架设家校沟通的桥梁
通过自荐和推选的方法，组建了年级家长委员会，并建立好相关管理制度，让

家长代表参加年级的管理的督促，并通过家委员这一平台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同
时各班每期除固定的家长会外，还采取家访、家长约谈、分批家长会等各种形式，
进一步加强家校联系，深得广大家长认可。

四、提早谋划，制定好工作节点，科学备考
进入初三，年级管委会共同商讨，制定出全年的工作节点，如月考安排、教学

进度、复习时段、培优班和提高班的开设、体育和实验操作考试等工作。在三月中
旬鄂南高中暑期夏令营考试中取得满意的成绩，入围53人（其中全市前六十名我
校占12人）。

诚然我们的努力不够，距广大家长的美好愿望和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
年级工作总结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丽温中
而努力奋斗！ （2015级年级主任 钟斌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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