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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

班主任寄语

校长寄语
刀 刻 美 玉 成 精 品 ，水 抚 顽 石 透 灵
——1 班 班主任李钊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
日方长。
——2 班 班主任叶宗华
马行千里不洗尘沙，星光不问赶路
人 ，跨 过 山 海 ，世 界 因 你 而 精 彩 ！
——3 班 班主任艾国荣
你会遇到各种事，你会有原始的情
绪。在这种时候，你如何应对，采取何种
行动，
将定义你是谁。
——4 班 班主任汤杰
性。

做一个幸福的读书人。
——阮平
多参加体育活动，
会收获更多。
——童苏华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精神世界才会充实
丰盈。
——张继恒
愿尔青春，明亮从容。
——邓丹
知进退，行术路，覆阴谲，得见正道光
明。
——张项林
加油吧，
你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徐佳
热爱生活，阳光进取！
——王玉琴
立志当拿云，追梦永不停，智慧伴汗水，
努力向未来。
——童树林
为可能尽所能。
——夏柏林
Life is a meeting, even if we miss
it, we will not cherish it.
——张国英
yesterday is history，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徐瑾
梦想迢迢，无畏前行，
才能傲娇。
——李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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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尽 力 而 为 ，生 活 充 满 热 情 。
——5 班 班主任郭彬
Try your best，and you will
be the best.——6 班 班主任丁团梅
做最好的自己。
——7 班 班主任万丹
希望你们带着严谨与勤奋求学，带
着坚韧和顽强奋斗，带着感恩与责任做
人，带着自信与快乐生活。
——8 班 班主任刘朝源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作为起点，只

要你的心不拒绝奔跑。
——9 班 班主任梁微
山水万程，皆要好运。跃入人海，各
自风雨灿烂。
——10 班 班主任杨金
You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 that's the secret of success!
——11 班 班主任王元宝
思 路 决 定 出 路 ，格 局 决 定 结 局 。
——12 班 班主任冯朝阳
努力造就实力 态度决定高度。

教师寄语
笔架少年，扬帆远航；立德立言立功，为
中华大地书写青春年华。
——李儒高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heart.
——夏梦婷
超越极限，一切皆有可能。 ——王蓉
愿你们历尽千帆，
归来仍是少年！
——吕曦兰
生活就像骑自行车，要想保持平衡就要
不断运动。
——刘杰
The best preparation for tomorrow
is doing your best today!
——方菲
希望同学们在新的征程上走得更高、更
远！常回家看看，
常回校看看。——胡红明
好 习 惯 成 就 一 生 ，坏 习 惯 毁 人 前 程 。
——董燕琴
愿你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梦，

奋力前行！
——王天娥
做 人 当 如 催 化 剂 ，快 速 高 效 且 专 一 ！
——冯文辉
敢想敢做，脱离平庸，
造就不凡!
——程歆
青春多明媚，奋斗正当时。 ——赵慧
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
——樊超
祝福同学们即将跨过初中的璀璨山河，
奔赴高中的星辰大海！祝愿你们的未来，一
片光明，
一路生花！
——罗雪萍
放飞梦想，畅想未来。
——张雪艳
凤凰涅槃，封神之前是痛苦；化蛹成蝶，
至暗过后是灿烂。
——胡晋城
活到老，学到老。只有虚怀若谷，不断进
取，才能成为赢家！
——廖创

Wish you a bright future and a
happy life!
——李华娟
过好每一天，以微笑面对未来。
——万婷婷
珍惜人生的此时太阳高度，追求人生的
最大太阳高度。
——杨碧涵
体育强健的是精神，野蛮的是体魄！愿
健康一直与你相伴。
——袁玲
You can never quit. Winners never
quit, and quitters never win.——涂红霞
为梦想奋斗的人是最幸运的人！
——徐建伟
愿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致追风逐
梦的温中学子。
——丁慧
理想的琴，须拨动奋斗的弦，才能奏出人
生美妙动听的乐章！加油！ ——徐育林

——13 班 班主任程素芳
数学思维能让你变得睿智、严谨、有
条理，
你喜欢这样的自己吗？
——14 班 班主任沈正平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希
望同学们在奋斗与奉献中追逐青春梦
想，成就平凡的伟大！
——15 班 班主任杨恒
Whatever is worth doing is
worth doing well!
——16 班 班主任韩素芳

行能致远。
——黄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愿同学们扬
起信念的帆，载着希望的梦，驶向成功的彼
岸！
——毕明华
彩虹总在风雨后，成功总在失败后，脚踏
实地一步步，最终也能到终点。 ——张威
每天进步一点点，坚持下去，定能成就一
个不一般的自己。
——舒继康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期
望同学们好好把握青春，把握这生命中最灿
烂的年华，不留一丝遗憾。
——谭中红
努力拼搏，坚持做最好的自己。
——刘芬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of life is
the heart of happiness, but nothing
else.
——王芬芳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祝愿 2019 级
毕业生中考取得好成绩，
前程似锦！
——陈光
努力了，
就无怨无悔。
——张双

学生留言

备课组长寄语
1 班:人生的道路注定布满荆棘，但
我们依然怀着一颗不惧挑战、不畏艰
险、追求上进的心，去创造更美好的明
天。
2 班：在这已组建两年的班级里，同
学之间不缺乏欢声笑语、互帮互助，师
生间始终保持友好的交流，积极仿佛是
这美好氛围的代名词。中考来临，我们
正向着梦想中的未来，扬帆远航，乘风
破浪。
3 班：阳光普照下，这里有 54 位同
学以青春作笔，以努力为墨，在一张张
白纸上书写潇洒的人生。我们团结奋
进，学习氛围浓厚，师生关系友好，这股
上进之风定能助我们平步青云。
4 班：昨天，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汇聚一堂。今天，我们辛勤耕耘，播撒
希望。明日，我们将怀揣梦想，奔赴远
方，为母校争光! 4 班，加油！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且待：鹏展翅，凤飞翔，笑看青
云上金榜。
——语文组备课组长 张继恒
学数学，爱数学，用数学，平面到立体，形象到抽象，
愿你的人生如勾股一样美丽，学业如三角一样扎实，明天
像抛物线一样灿烂。中考加油！
——数学组备课组长 王蓉
We believe in all of you.We believe that you
can.Happy graduation!Good luck!
——英语组备课组长 徐瑾
动能、势能，啥啥都能；虚像，实像，项项如愿；重力、
弹力处处给力；
电场，
磁场，
场场优胜。
——物理组备课组长 程歆
天高任鸟飞，
海阔凭鱼跃。——化学组备课组长 陈光
学道法汲取奋进力量，让青春无悔，为梦想加油。
———政治组备课组长 汤杰
中考夺魁，实现梦想，
大展宏图！
——历史组备课组长 李金叶
面临大考，心态要好，
只要努力，总有天地。
——体育组备课组长 袁玲

5 班：五班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集
体；她犹如大渡河流水，能滋润每一颗
年轻跳跃的心；犹如巍巍雪山，为每一
位同学一飞冲天积蓄力量；犹如大海，
汇集着跨世纪的中学生博学济世的理
想！我们坚信，在所有老师的关心下，
五班将创造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6 班：我们的班级像莫奈笔下的《睡
莲》，
在朦胧中透出美；
我们的班级，
像梵
高笔下的《星空》，
平凡却奇幻多彩。没有
梦想的华丽，
没有辉煌的起点，
却因为我
们的选择和坚守，
让这个班充满了爱和希
望。 爱你，
永远的906！
7 班：我们是有理想、有抱负，渴望
通过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一群人，我
们将以自信自强的姿态迎接中考。
8 班：尚未佩剑，转眼便江湖。愿历
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纵有千古，横
有 八 荒 ，前 途 似 海 ，来 日 方 长 。 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908！
9 班：九班是一个充满自信、胸怀坦
荡、光芒万丈的集体。作为九班的成
员，我们执着于理想，纯粹于当下，我们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中考必胜！
10 班：我们班级是昂扬进取的，所
有人怀着满腔热情在学习之路上昂首
阔步，坚持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理
念，不断进取。
11 班：我们是一个乐观开朗、
积极向
上的班级：
面对困难，
我们无所畏惧；
面对
挫折，
我们披荆斩棘。我们向阳而生，
带
着梦想，
砥砺前行。无论结果怎样，
我们
都要做最好的自己。
12 班：班级是船，学生是帆。愿我
们处处祥云罩野马，朝朝吉星伴青松。
愿我们 12 班的每一个人都能梦想成真。
13 班：我们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
力的集体，我们奋力拼搏，奏响时代的

乐 章 ；我 们 富 有 个 性 ，彰 显 青 春 的 风
采。愿我们带着理想与信念，会收获幸
福与美好。
14 班：三年青春，积沙成塔；立足笔
架，积流成河。我们有激昂的青春，我
们有崇高的理想，让我们踏着坚定的步
伐，奔向远方，共谱新时代的华章。
15 班：这个班级像一首十四行诗，
她叫九十五。六月的盛夏把我们像一
个个词汇编入了不同的字句，曾书声朗
朗地奏响这青春华章，一同演绎这挥汗
如雨、慷慨激昂的球场，一同追忆这笑
泪交织、岁月如歌。这里有我们的拼
搏、我们的青春。加油，少年！
16 班：
我们是一个勤学博才，
知行合
一的集体，
是一个求实创新，
宽德明辨的
集体。我们班的学生满怀希望，团结共
进，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
用最灿烂的
笑容共同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不负韶华 再追梦
2019 级年级主任
三年来，在学校领导的统一部署下，在全体教师的
共同努力下，2019 级紧紧围绕学校“做培育人、影响人
的教育”的理念，以“文源笔架，英华天下”的文化精神，
践行“崇礼弘德，博学仁爱”的教风，不忘初心，踔厉奋
发，奋楫争先，让每一个学生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让温
中成为社会认可、家长满意的学校。
一、科学管理 齐抓共管
为了更好地实现学校的教育教学以及年级的发展
目标，确保 2019 级中考再创温中辉煌，科学有效的管
理制度是前提条件。
1、设置年级管委会，完善管理制度建设。年级管
委会承担对本年级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等常规管理责
任，制定了年级管理团队例会制度、年级教学巡查制
度、安全卫生检查制度、教学常规检查制度等。
2、分管年级的校长对年级管理工作全程参与，年
级管委会成员各行其职，齐抓共管。在年级管理制度
落实上，充分发挥“三个核心”的作用：
（1）以年级管委
会为核心的行动导向作用；
（2）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各任
课教师的协调作用；
（3）以备课组长为核心的学科成绩
保障作用。
3、年级通过管理例会及时传达、学习学校会议精
神，落实学校重大活动、落实年级目标任务，讨论解决
日常问题，引导各备课组、班级制定出具体的目标。每
周一召开年级管理团队例会，集体备课，16 位班主任和
年级管委会成员参加。备课内容主要包括：
（1）年级管
理（学校政策、年级管理办法、备考计划等）。
（2）班级管
理（优秀班级经验介绍、年级对班级的要求等）。
（3）学
生管理（年级学情分析、优秀生培养指导、后进生引导
方法指引等）。
二、规划先行 精准施策
初三年级的教学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确
保中考取得优异成绩，提升温中的教育质量和社会赞
誉度，
我们在学校的总体要求下，提前布局，
精准施策。
1、规范教学常规管理，完善目标管理方案、初三管
理规划方案。根据初三教学特点，在充分研究的基础
上做出初三重要活动时间节点表，做到心中有数。正
如古人所说的
“预则立 ，不预则废 ”
。
2、夯实基础，全面提升，充分发挥年级的整体优势
和教师的潜质，力争在毕业升学考试中取得突破。初
三每一次的月考年级高度重视，精心准备，严把诚信考
试关。月考结束后，及时进行成绩分析工作，从个人、
班级、备课组以及校际四个方面进行横、纵比较，查找
薄弱环节，引领教师正视考试出现的问题、恰当归因。
3、根据学生实际，制定培优补差和临界生的培养
措施，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培养做到对象落实、教师落
实、时间落实、课时落实。让优等生吃得饱，中等生吃

艾国荣

得好，
后进生吃得了，
引导他们不断超越自我。
4、加强科学备考，把握中考方向。年级根据每个
学科的特点，要求各备课组针对我市中考改革之后的
现状，定期研究不同时段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
整、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查漏补缺，解决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学
习中发挥潜能。
5、利用高效课堂，优化复习策略。明确科学复习
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练为主线，反馈矫正为手段，能力
培养为目标”
，扎实落实解题的规范训练。
三、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1、狠抓师德建设，注重言传身教。作为教师，应恪
守职业道德规范，要做到爱岗敬业、严谨笃学、淡泊名
利、志存高远。年级通过形式多样的师德教育活动，树
立每位教育工作者都是德育工作者的全员育人思想，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
以高尚情操引领学生全面发展。
2、注重养成教育，培养学生文明习惯。德育是我
校优化学风、班风、校风的切入口，年级坚持通过常规
性、主题性、系列性的行为规范教育和活动，帮助学生
形成文明行为习惯，提升综合素质。
3、加强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坚持倡导敬畏
教育、创建书香校园。同时通过学校开展的艺术节，班
级班标设计展评，以及办“爱家、爱校、爱祖国”的手抄
报等系列活动，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校和热爱艺术、
勤奋学习、努力成才的热情与动力，引领学生树立积极
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
四、家校共育 同心追梦
人们常说：
“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是孩
子受教育的第一堂课”，家庭教育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
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形成教育合力，年级通
过各种方式调动家长的积极性。
1、家校合力，促进学生成长。年级管委会成员和
教师用责任与耐心，搭建起家校共育的坚实桥梁。积
极落实学校的家长护校工作，各班选举一名家长做为
年级家委会成员，不定期召开家委会会议，由家长提出
合理化建议，便于年级更好地开展工作。
2、各班在年级的统一安排下积极召开家长会，
仅在
初三就举行十次分层家长会，
充分让家长了解自家孩子
在学校的生活学习状况，
以便做到因材施教，
特色发展。
3、聘请校外心理学专家、育儿专家、优秀家长二十
人次到学校开展家长讲堂，借助专业人士正确引领和
指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观。
三年汗水酬岁月，决战中考开新篇。让我们不负
韶华，再追梦，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追求卓越的工
作品质，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搭台
助力，
为实现温中新的辉煌而努力奋斗！

管理团队合影

备课组长合影

优秀学子与校领导、教师代表合影

集体备课（一）

集体备课（二）

家长课堂

入团仪式

托管部户外拓展活动

研学活动

托管部远足活动

艺术节合唱专场掠影

体育节风采

毕业送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