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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班主任赠言
★思过往，搏今朝，燃希望。

—— (1)班 李钊
★做个内心阳光的人，不忧伤，不气

馁，靠近阳光，成为更好的自己！
—— (2)班 段琪智

★不要迷恋网络，那将让你失去方
向。选择良书益友，那将让你走向成功。

—— (3)班 艾国荣
★拥有追随自己内心和直觉的勇气，

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
—— (4)班 韩素芳

★面对一群朝气蓬勃、特色鲜明的少
年，我总能找到到教师工作的不一样。我

们共同经历了相识相知、慢慢变好的三年，
师生配合不断默契，慢慢的变成了“朋
友”。在相互鼓励下，我体验着“痛并快乐”
的班级生活，感受到教育非凡的塑造力。
感谢有你，与我一起创造了这段美好难忘
的时光。

—— (5)班 徐建伟
★愿你们驾驶着信念铸造的航船，到

期望的大海去犁出雪白的浪花。
—— (6)班 王刚

★学习尽力而为，生活充满热情。
—— (7)班 郭彬

★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

福就要奋斗。
—— (8)班 胡红明

★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
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风景。

—— (9)班 涂红霞
★只有经得起痛苦的磨练才能成为有

用的人才。
—— (10)班 程素芳

★三年的耕耘，三年的记忆，感谢大家
在一起的日子，感谢大家的欢笑和快乐相
伴走过每一刻!相逢是问候，离别是祝福，
初中三年转瞬而逝，从这里结束，又从这里
继续起航，祝大家在以后的人生中拼出自

己的天空，活出各自的精彩!请带着一颗感
恩的心走吧。愿每位同学常怀感恩之心，
常存回报之意。不忘师恩，情系母校，报答
父母，服务人民，报效国家。

—— (11)班 胡莹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 (12)班 董艳琴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 (13)班 刘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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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班 杨恒

教师寄语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努力比梦想更现实。

——张继恒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

——徐 瑾
★坚贞立志，永葆精神，奋勇当先，不负青春。

——郑翠平
★努力吧！你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徐 佳
★百日冲刺战中考，一鼓作气创辉煌！

——汪美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待到流火六月，定在丛中笑。

——李金叶

★温中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和成长，感恩母校。
—— (1)班 熊博

★又是一年毕业季，即将离开母校，在这
里向您道声：“谢谢！是您使我们顺利地完成
了学业，使我们完成人生最美的蜕变，破茧而
出，自由翱翔！”

—— (2)班 刘婷欣
★三班是我们梦想起源，温中是我们理想

的承载。
—— (3)班 郑一凡

★老师，是学海上的一叶扁舟，无怨无悔
地送我们到智慧的彼方。

—— (4)班 刘俊池

★今天，我为温中自豪；明天，温中为我自豪。
—— (5)班 朱喆轩

★祝温中：蟾宫桂殿岁岁有新桂，笔架山
畔年年故山青。

—— (6)班 余好
★几度春秋，意难舍温中校园；三年寒窗，

志高昂力战中考。
—— (7)班 李树阳

★凭借温中力，送我上青云。
—— (8)班 贺子洺

★一晃三年过，匆匆又夏天。柳絮乘风
起，各自奔天涯。

—— (9)班 董徐诺

★寸草芳心不求报，桃李遍地洒春晖。
—— (10)班 李书瀚

★十年树木，百年数年，温中永远是我们
的家。

—— (11)班 甘乐乐
★回首过去三年，我们逐渐成长，感谢母

校辛勤栽培。
—— (12)班 张子康舒子航

★个体的力量是分散的，但在集体中汇聚
就会变得强大。

—— (13)班 罗子佳
★不忘初心，不负校恩。

—— (14)班 张可欣

学生留言

“办人民满意的学校，办学生终生受益的教育”是温泉
中学矢志不渝的追求；如何做影响人培育人的教育，是温
中2016级全体教师一以贯之的追求；坚持规范管理，加强
育人环境建设，勤奋工作，敢于人先，求真务实，打造品牌
美丽温中，是我们全组老师永远的追求！

一、坚持引领 营造氛围
1、文化引领
每一位教师都是学生追梦路上的引路者，我们年级全

体师生“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1）悬挂横幅。教学楼前悬挂“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砺志勤学 强身报国”“新学期新气象 师生合力书写人
生华章”“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追少年梦 追中国梦”“拼
青春汗水 创六月辉煌”。

（2）主题教育。奋斗青春最美丽，围绕“以梦为马 不
负韶华”为主题，办黑板报和举行主题班会。

（3）定制脚垫。为年级办公室和各班定制“以梦为
马 不负韶华”的脚垫。

（4）名校效应。每学期进行两次表彰。在总结会上，
班主任为优秀学生佩戴北大、清华校徽，利用名校效应，为
孩子播下梦想的种子。

2、榜样引领
在年级总结会上通过邀请名班主任作指导、优秀学生

发表演讲、名人作报告等方式引领同学们奋斗拼搏。
曾经邀请过全国道德模范董明老师为本届师生做报

告。她身残志坚，但心怀梦想，勇于追梦。她告诉我们，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只有心存梦想，勤奋刻苦，不忘初心，最
终才能实现梦想！

3、家校引领
每一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殷切希望和美好憧

憬，孩子的成长受三大教育环境的影响：学校25%，社会
11%，家庭64%。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孩子的学
习动力来自于家庭，父母注意力的方向决定孩子的人生方
向；父母对教育的态度决定孩子未来的高度。

学校和家庭就是孩子的两条腿，只有同步，孩子才能
平稳前行！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校共育，离不开科学的专
业指导。年级不定期的为家长举办家长学堂，通过教育专
家指导、优秀家长引领、名师把握航向。

二、规划目标 严格执行
年级严格执行学校各项决策，认真完成了学校、各处

室安排的各项任务，顾全大局，积极发挥学校与教师的桥
梁作用，保证学校政令畅通。

1、目标管理常抓不懈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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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养成教育，八年级理想教育，九年级
奋斗教育。2018年7月就做好全年的工作规划，明确了我
们年级的“360”目标。从2018年7月1日规划到2019年6
月21日，细化到每一周，甚至每一天。备课组教研、月评月
奖、月考、培优、中考百日励志、体育训练、实验操作训练等

等工作，每一项工作经过集体智慧的商讨、制定详细的方案，然后就是坚定支持。
2、坚持把控考试过程
认真抓好考试过程，也是教育。严抓考试监考的每一个环节，也是培养学

生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精神。为了公平科学的评价教育教学质量，严格坚持
以下几个环节。

（1）坚持请校外优秀教师、教研员出月考试卷。（2）坚持每一次月考网阅，各
备课组流水阅卷。（3）坚持将每一次成绩公布在本年级组教师大群，供老师们及
时分析和总结工作。

3、抓好“四季四节”工作
为了促进学生主动发展、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学校在一年内举办四个

节。其中在春季举行读书节，夏季举行美育节，秋季举行体育节，冬季举行科技
节。通过“四个节”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提高师生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
能力。年级认真组织，精心准备，努力让每一个学生充分展示自我。

三、坚持付出 共绘蓝图
在坚持文化教育的同时，重视学生素质教育。许多学生分别取得国家、省、

市竞赛优异成绩：（11）班甘乐乐、（2）班杨淦分别获得市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
赛第四届、第五届冠军，12人次获得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电子制作竞赛国、省、
市一等奖。（7）班严子豪获得世界教育机器人大赛（WER）2017赛季世界锦标
赛一等奖。有32人次获得英语、数学竞赛国家一等奖。

经过2016级教师的努力，学生的勤奋与拼搏，取得累累硕果：艾天宝等5
位同学被华师一附中录取，何佳俊等24位同学被鄂高提前批次录取，共有53位
同学被鄂高实验班录取。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们学校有一支素质强的领导队伍；年级有一套科
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全组教师师德过硬并拥有五大特质：敬业、不怕苦、敢于尝
试、坚持不懈、自信不自负。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以必胜的信心、超常的付出、扎实的作风、
只争朝夕、奋发有为，一定可实现学校“做影响人 培育人教育”的办学理念，实
现温中人的教育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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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班主任工作是因为与特色鲜明、精力
充沛的学生一起能获得更多的乐趣。这三年，留
下了太多生动的名字和快乐的片段，让我难忘。

小俐 七年级过半，我班转入一个学生。到
班一周了，才发现她是女生！不错，假小子的成
绩与脾气那是相当的好，不仅给班级带来了活
力，也给我带来了N多烦恼。敏感而好胜的她，
从不认输，与同学相处吵架的时候居多，幸运的
是，大家没有隔夜仇。慢慢的,她和更多同学变
成了朋友，在五班找到了归属感，各方面也不断
进步。毕业班参加研学活动时，她竞争上了连
长，表现也不错。在学生明理成熟，师生教学相
长的漫长过程中，小俐也定格为“痛并快乐着”的

五班记忆。
阿磊 进入九年级，我以为孩子们会因为大

了一岁而变得乖巧。不料文静的阿磊，忽然变得
胆大又招人嫌。课间，我在教室闲逛，只要靠近
阿磊，就会有个轻佻的声音冒出来对我品头论
足。有时说：“老徐，你今天好帅！”有时变成了：

“老徐，今天的衣服好丑！”介于我的教育习惯，在
没有发现问题症结之前，忍为先。心里想，“莫非
这小子欠管教？那就考试后再算账吧！”考完后
看着成绩表，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原来我是个睁
眼瞎，看不见阿磊同学近期的努力，没有及时表
扬他呢！后来，阿磊被树立为“学习标兵”，不缺
存在感了，搞笑的话也没有了。真的感谢阿磊，

他让我学会用同理心找到学生的成长密码，让师
生配合不断默契，在信任中分享快乐。我发现，
每一个敢于在班主任面前表现自己的学生，必将
会有最后的爆发。

阿海 在新生自我介绍活动中，有个男孩上
台大谈自己的优点和人生目标，一时风头无双。
不久后的考试成绩却不理想，遭到包括我在内的
很多人的怀疑。其后他依然豪气不减，上课发言
大胆却经常跑题，易犯错又固执己见，有段时间
甚至妄想与社会青年相识。不过，阿海有一个巨
大的优点：积极。不论什么老师他都敢问问题，
不论什么样的事他都敢试着做。八年级下学期，
阿海的努力有了效果，在老师的鼓励下，各方面
进步都很大。不久前，他还问我：“老师，我觉得
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进步了，怎么办？”服他了！和
学生在一起，发掘他的闪光点，体验教育对人的
塑造，这样的时光恐怕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吧。

临近毕业，越发喜欢回味和五班人在一起的
快乐日子，感谢五班师生一起创造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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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伟

我是来自903班的郑一凡，很荣幸今天能代
表九年级同学向辛勤工作的老师们，表达我们最
真挚的祝福与最崇高的敬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少的梦想早已实现，
而在温中三年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这1095个
日日夜夜，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回首初中三年学习生活，赛场上，运动健儿
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美育节时，同学们展现艺
术，勾勒梦想；在校园内，师生们团结协作，建设

美丽温中。回首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涯，最让我忘
不了的就是“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的主题报告
会，主讲人是全国道德模范董明老师。她身残志
坚，但拥有梦想。她告诉我们，只有心存梦想，勤
奋刻苦，不忘初心，梦想才能最终实现，并且只有
奋斗的青春才最美！

敬爱的老师，您是我们追梦路上的引路者。
曾记得，您站在三尺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奋笔
疾书，为我们传授知识的身影；曾记得，您与我们

交流互动时的欢声笑语；曾记得，夜阑人静时，您
批改作业时的疲倦神态。敬爱的老师，请让我们
为您道一句：您辛苦了！青春有你们，才能更美！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是我追梦路上的同行
者。三年前，我们心怀理想，来到了温中这个大
家庭。三年休戚与共，三年风雨同舟，你们的身
影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仍记得我们
在美育节上一展歌喉，唱响青春旋律；仍记得在
科技节上，承载着我们梦想的火箭一飞冲天；仍
记得在“百日誓师”活动中，我们共同立下的誓
言。感谢你们的陪伴，有了你们，青春才更美！

白驹过隙，时节如流。在中考攻坚战中，我
们要以自信的面貌，坚定的意志，沉着的心态来
应对这一人生考验。让我们共同呐喊：青春，因
温中更美！

青春青春青春 因温中更美因温中更美因温中更美
2016级（3）班 郑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