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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隆重举行 2019 级毕业典礼
体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全体毕业生在
陈芳慈同学的领誓下进行毕业宣誓：我践
行母校校训——砺志、勤学、强身、报国；
我传承母校校风——温如其玉、中正公
允；我铭记恩师教诲——踔厉奋发、砥砺
前行；挑战是我人生不懈的追求，决胜是
我中考必然的选择；今天，我以温中为荣；
明天，温中以我为傲；中国有梦，青春有
梦，追梦有我！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追梦者。
相信 2019 级的学生们定能铸就属于他们
自己的辉煌，属于温中人的辉煌！
（赵慧供稿）

校委会领导成员和兄弟学校领导参加 2022 届学生毕业典礼

樊超、刘杰老师主持毕业典礼

总支书记、校长李育军致辞

副校长黄腾讲话

年级主任艾国荣发言

家委会代表孟有幸发言

教师代表程歆发言

学生代表陈芳慈发言

化学组老师为毕业生送祝福

艾国荣

典礼上带去了对同学们的期望与祝福，期
望他们用感恩代替冷漠，用坚强战胜软
弱，祝福他们放飞梦想，扬帆起航。徐佳
老师和学生用歌曲串烧《你的眼睛像星
星》
《纪念》表达师生对初三生活的纪念。
年级主任艾国荣在毕业典礼上也表达了
自己的心愿：他希望孩子们能在更高的学
府里，
在梦想的天空里，尽情翱翔。
校长李育军在毕业典礼上作了《青春
逐梦正当时 砥砺奋进向未来》致辞：
希望
同学们
“励志勤学，
强身报国”
；
仰望星空，
脚
踏实地；
既要
“成就小我”
，
也要
“实现大我”
。
在“毕业壮语”环节，校长李育军为全

级年级主任
2019

师长，感谢同学，她决心全力以赴战中考，
不负青春圆梦想。家委会代表孟有幸深
情回忆了孩子们三年来的成长与进步，感
恩学校的先进教育理念和老师们的精心
培育与教诲。同时，他向所有的少年学子
提出了自己的期望：第一是要坚持努力学
习，第二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家人、
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爱的寄语”环节，现场播放了各个
备课组为同学们精心录制的祝福短视频，
语文备课组为初三学子送去美好祝福：行
而不辍，未来可期，且待鹏展翅，凤飞翔，
笑看青云上金榜。教师代表程歆在毕业

指缝很宽，时间很瘦，三年时光
转瞬即逝。没想到，昨日的懵懂孩
童，如今已成翩翩少年。用咸宁的
一句方言来讲，这叫‘个哎崽特长果
多大了’。三年间，从景行楼到风华
楼、浸远楼。温中的沃土上留下了
你们步履坚实的脚印。在这个充满
了离别而又有新的展望的时刻，同
学们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即
将踏上人生的另一个阶梯，走向更
精彩的青春舞台。而今，雏鹰的羽
翼已然丰满，你们的目标必是搏击
长空，鹏程万里。在此，我谨代表初
三年级全体教师，向圆满完成初中
学业的各位同学表示衷心地祝贺！
向关心、呵护初三毕业班师生的学
校领导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 三 年 ，是 极 不 平 凡 的 三
年。新冠疫情突然来袭，各地戒严，
线下学习转为线上。作为老师，我
也有过慌乱，不知是否能在线上同
时兼顾授课与管理，你们也有过纠
结，在学习与摸鱼的深渊里苦苦挣
扎。我们都曾受挫，但要明白，任何
打不倒你的事物都只会让你更强
大。经历了疫情的洗礼，我相信，你
们学会了如何平衡学习与玩耍，变
得更加自律；学会了如何与父母相
处，变得更加成熟。疫情就像一块
试金石，给予我们考验，同时也向我
们提供机会。要明白，你们今天站
在 这 里 ，就 是 你 们 成 长 的 最 好 证
明！流走的是岁月，流不走的是美好的回忆：还记得
那苦中有乐的研学，炎炎夏日下，是你们坚韧不拔的
身影；还记得那精彩纷呈的家长课堂，大大的体育馆
里，有你们好奇的目光；还有那激动人心的运动会，
各显神通的艺术节，大汗淋漓的体育中考……这些
都将会成为你们回忆中的星，照亮你们前行的路。
同学们，三年来，你们在温中这片素质教育的沃
土上茁壮成长，
从一个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风华正茂
的青年。当你们对这片校园从憧憬到走进、从陌生到
留恋，
你们也在用你们的青春激情构筑着温中这座文
化精神的殿堂。再过几天，你们就要奔赴中考的考
场。初中三年你们时刻准备着，盼望的就是这一刻，
这将是你们实现梦想、超越自我、改变命运的一刻。
作为年级主任，
我对你们有着无穷的信心：
我相信，
皇
天不负有心人，你们付出了，就一定会有收获。你们
努力了，就一定不会遗憾！人生很长，三年很短。讲
台上用剩的粉笔头，在依依不舍的深望；课桌里的课
本，
会默默把母校回想。老师们的头发已经没了最初
的“流量”，老师们平凡的陪伴包含着一串串爱和希
望，看到你们眉宇间的英气，
我们觉得一切都值。
同学们，加油吧，奔跑的少年一身晴朗。愿你们
能在更高的学府里放飞心中的理想，尽情的翱翔，我
们教师将又回到原点继续为你们守望。

誓

放飞青春 尽情翱翔

感恩·祝福·扬帆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笔架少年扬帆
时。6 月 18 日，我校在校体育馆隆重举行
2019 级毕业典礼暨送考仪式。校委会成
员、家委会代表及 2019 级全体师生参加，
毕业典礼由樊超和刘杰主持。
毕业典礼分为“诉说心语”
“ 爱的寄
语”
“毕业壮语”三个环节。在庄严的国歌
声中，
毕业典礼拉开了帷幕。
在“诉说心语”环节，学生代表 2019
级（9）班陈芳慈作了发言。她回顾了自己
三年来学习生活片段，感受到老师的谆谆
教诲，同学们的脉脉情深，在这里收获知
识与友情，在离别之时，她感恩母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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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咸宁市温泉中学 2022 届学子，向母
校庄严宣誓：
我践行母校校训——砺志 勤学 强身 报国
我传承母校校风——温如其玉 中正公允
我铭记恩师教诲——踔厉奋发 砥砺前行
挑战是我人生不懈的追求 决胜是我中
考必然的选择
今天，
我以温中为荣；
明天，
温中以我为傲
中国有梦，青春有梦，
追梦有我
宣誓人：
全体毕业生庄严宣誓

校长李育军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家委会代表为学校赠送礼物

凝心聚力 书写人生靓丽的青春
物理教研组组长
六月的骄阳把满园的浓绿萃取成收
获的笑脸，三年的努力把稚嫩的青春锻造
成拼搏的足迹。今天能作为教师代表在
这里发言，能在同学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节点上留下我的印记，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相信每一位老
师都和我一样，有着矛盾的心情。当人去
楼空，面对空荡荡的教室，我们都会有一
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但同时，我们也感
到幸福：你们长大了，你们将带着梦想去
飞翔，
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驰骋。
三年，900 多个日夜，一路走来一路
歌。回望三年与同学们的相处，无限感动
涌上心头。忘不了天光微亮时你们书声
琅琅，捧着经典美文虔诚诵读的模样 ；忘

不了运动场上你们辛苦晨跑的身影，迎着
阳光奔跑流下的汗水；忘不了课堂上师生
之间流淌的诗意，充满智慧的辩论，潜心
思考的沉静；忘不了办公室里我们亦师亦
友，敞开心扉，畅谈人生的温馨；忘不了同
学们灯下苦读、奋笔疾书的情形；忘不了
你们为争夺班级荣誉，凝心聚力、奋勇拼
搏，取得成功时的欢呼。
三年时光，转瞬即逝。作为师长，我
见证着你们从胆怯走向坚强，从懵懂走向
成熟，从稚嫩孩童走向翩翩少年。这三
年，你们有过成功的欢笑，也有过失败的
泪水，但无论如何你们都一直奋斗着、努
力着。这三年，你们的每一点进步，都凝
结着老师们的汗水、家长们的关心和你们

程歆

自己的努力。这三年是一种精神的凝聚，
一份情感的珍藏，一束青春的花朵……母
校将永远记住你们青春的笑脸。
即使再不舍，我们还是迎来了这个时
刻，面对即将离校的你们，请允许老师给
你们做最后的叮嘱。一是期望你们用感
恩代替冷漠，常怀感恩之心。一个拥有感
恩之心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积极向上、健
康发展的人，一定是面对人生无怨无悔的
人。感恩父母，你会努力学习，严格自律，
不让父母为你劳神，为你费心；感恩老师，
你会专心听讲，积极参与，以优异的成绩
回报老师；感恩学校，你会举止文明，注重
细节，显示你高尚的道德素养。你的良好
习惯，能力素质终将在这一次次感恩的行

动中逐渐养成。二是期望你们用坚强战
胜软弱，坚强能战胜一切。过去的三年，
你们默默耕耘着自己的理想，用辛勤的汗
水、顽强的毅力，书写自己靓丽的青春，这
些都已成为老师们心中最美的风景。面
对未来，你们也许迷茫，也许惊慌，但是要
记住：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没有趟不过去
的河。
中考的冲锋号角已经吹响，在最后一
刻到来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愿大家带着
自信，带着睿智，带着冷静，带着细心，从
容走进考场，全力以赴，相信你们一定能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在此我代表全体老
师祝大家历尽千帆，都能得偿所愿！老
师，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中考加油！

感恩母校 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温中人
2019 级（9）班
盛夏是青春的代表，是活力的体现，
但这个炎热的六月总带着些许离别的忧
伤。离别的时刻已悄然而至，再看一眼
美丽的校园，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心中有眷念、更有感恩。三年来，我们在
美丽的校园里为理想与期待而拼搏。此
时此刻，站在希望的门前回首张望，那一
路的荆棘都变成了盛放的青春蔷薇。我
们毕业了，但我们的欢笑留在这里，泪水
留在这里;我们的勇气源自这里，憧憬源
自这里。
三年里，我们告别了稚嫩天真，褪去
了轻狂浮躁，破茧成蝶，从懵懂走向成熟，

从无知走向理智，从浅薄走向充实。三
年来，多少经历化作回忆，在脑海里熠熠
生辉。想想校门口熟悉的林荫道，实验
中考前频繁光顾的实验楼，大家集思广
益而取名的景行楼，以及充满了青春热
血的篮球场、足球场……想想那让同学们
大放光彩的阅读节、美育节、体育节、科技
节，我们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奋斗，在这里
绽放光芒。
在这里，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们，
是你们
的谆谆教诲让懵懂无知的我们找到人生的
方向，是你们的诲人不倦引领我们迈向知
识的殿堂，是你们的无悔付出让我们明白

陈芳慈
坚持的意义。亲爱的老师们，讲台上你们
严父般矫健的身影，讲台下你们慈母般和
蔼的脸庞，
都将伴随着我们的记忆，
驶向远
方。在这里，让我代表同学们对你们说一
句：
“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我还想感谢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
正因为你们，我初中三年的生活不再平
淡，反而丰富多彩，充满温暖。在这段时
光里，我们互相鼓励，在求知之路上披荆
斩棘，奋勇前行；在成长之路上彼此安慰，
携手共进。忘不了我们一起在教室发奋
苦读的身影，忘不了我们在球场上龙腾虎
跃的雄姿，更忘不了师生们在课堂上欢乐

有爱的瞬间。我们会吐槽试卷的难度，会
模仿老师的口头禅，会故意插科打诨让大
家会心一笑……初中生活暂时告一段落，
但我们的未来，
还精彩待续。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相信
各位同学不仅能成功翻越中考这座大山，
以优异的成绩迈入高中的大门，更能以骄
傲的姿态奔向未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让时间作证，承载着温中
领导、老师们的殷切期望和家人们的深情
嘱托，相信我们一定会做拥有智慧并富有
激情的人，做胸怀大志并脚踏实地的人，
做富有责任并敢挑重担的人。

2022 年 6 月 18 日

感谢温中 祝福孩子
孟有幸 （家委代表）
我叫孟有幸，正如我名字一样，非常有幸作为家
长代表发言。我代表 2019 级毕业生全体家长，对温
中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对全体同学致
以最衷心的祝福 ！
初中三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孩子们在一步步的
成长。三年前同学们都还是青涩懵懂的小学生，如
今都已长成有知识，有理想，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
青少年。作为家长，没有忘记研学时期的军训，当孩
子们带着黝黑的肤色回到家中，我们知道他们磨练
的不仅是素质与毅力，更练就了一颗红心，我们感受
到的是学校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和与时俱进的精神
魄力；没有忘记，孩子作业本上留下的老师饱含深情
的批语，成长记录中老师们娓娓道来的殷切期望，老
师们不计辛劳的加班加点。正是老师们的心血付
出，让我们家长看到了高尚的师德师风，看到了严谨
务实的教风学风，看到了领导与老师们爱岗敬业的
执着与真诚。同学们，今天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因
为大家即将离开温中，迈入人生新的阶段。你们无
论走得多远，不管你飞得多高，都要记得母校，感恩
母校，
记得老师。
中考既是三年初中生活的圆满终点，更是人生
另一个崭新的起点。在中考期间，希望大家沉着冷
静，敢拼敢赢，发挥出最好的水平。相信你们一定会
成功的，相信你们是最棒的。当你们从考场归来时
将会面对更加灿烂辉煌，充满无限可能的人生，而温
中就是你们人生宏伟蓝图中的底色。未来的路还很
长，我代表你们的家长向同学们提出两点要求：第一
要坚持学习，中考后不要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
思想，虽说读书不是通往人生成功的唯一出路，但绝
对是最好走的那一条路，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让生命
更加有意义，让生活更加美好，让自己更加强大。第
二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家人、社会、国家有用的
人，一定要心存善念，
干净做人，懂得感恩 ！
祝同学们金榜题名，一路凯旋，祝学校领导、老
师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祝温中桃李满天下，美名扬
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