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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你
们，经历中考的洗礼后，将踏上更
丰富多彩、更具挑战性、更具决定
性的高中生涯。

三年来，你们勤奋、刻苦、进
取、向上；三年来，你们在求知路上
留下了执着的追求、拼搏的精神和
收获的喜悦；三年来，你们懂得了
做人的道理，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铸就了不懈追求的品质。

一要加强修养，学会做人。无
论社会发展速度如何快速，无论社
会变化如何复杂，社会永远需要道
德规范存在，也永远推崇道德高尚
的人。希望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培养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遵纪守
法，严于律己，做一个高尚的人，做
一个精神高贵的人。

二要笑对困难，奋发向上。人
生犹如一列火车，有时会穿行在平
坦的原野，有时需爬越陡峭的隧
道。但不管怎样，同学们要坚信未
来，勇敢面对挑战，笑对人生，克服
人生路上重重困难，去迎接自己的
锦绣前程。

三要学会学习，勇攀高峰。古
人云：“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说的
是学问的根基好比弓弩，才能好比
箭头，只有依靠厚实的见识来引
导，才可以让才能很好发挥作用。
同学们，初中毕业并不意味着学习
任务的完结，恰恰相反，它是新的
开始，很多新的高峰要你们去攀
登。你们要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四要学会感恩，豁达睿智。善
于感恩是一种良好的品格，是一种
高尚的美德。人人心存感恩之情，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才能
变得和谐，我们才会变得愉快而健
康。心存感恩的人，才能收获更多
的人生幸福和生活快乐，才会朝气
蓬勃、豁达睿智。希望同学们不要
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培育
之情、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宽容别
人、尊重别人、欣赏别人，学会关
爱、学会感恩。

同学们，人生之路，道阻且
长。走过的每一段历程，都会给你
留下或深或浅的脚印，正是这些脚
印，成就了你最后的人生高度。成
才只有靠自己努力，成功只有靠自
己拼搏，今朝埋头苦读，是以奋斗
致敬青春；明天梦想成真，是以辉
煌成就人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宋诏桥中学校长 郑斌

德国诗人里尔克有一首《秋
日》的诗是这样写的：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
很盛大，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让最后的果实
长得丰满，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
候，迫使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
酿入浓酒。

今天我用这首诗表达我的一
种心情。想当初，同学们怀着美好
的理想，带着新如初春的期待，来
到心仪的惠贞书院，你们在这里成
长、丰富、成熟，感受文化的神圣；
在这里接受“礼善”文化的熏染，种
善因，得善果，形成坚定的意志、独
特的思想筋骨和“面向大海”的气
度。

再过几天，你们中的大多数将
要离开母校，作为校长其内心的不
舍无以言表，值此将要毕业之际，
作为校长，你们的朋友，向大家提
几点希望：

第一、唯立志才能成才。古人
云“志者，心之所之也”，诸葛亮曾
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
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唯有
立志者才能担当其民族的重任，社
会和家庭的责任，才会有高远的眼
界，决胜千里的气度。立志必须和
民族的振兴、人类的进步结合起
来。当下的任正非、马云等等可堪
称我们的高标。

第二、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当一个人立志以后，其成功的关键
是意志。意志乃“不经一番寒彻
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是也；“古今
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
有坚韧不拔之志”是也，这些都告
诉我们，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意志
的重要性。许多人终其一生，碌碌
无为，不是因为没有聪明的大脑，
而是因为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第三、正确对待人生的各种选
择。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伟大时代，若每一个个体，能
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充分发掘
内在的潜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
的正确的选择，我们将大有可为，
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在未来实现自
己更高的价值。

同学们，成绩的好坏不代表成
就的高低，请大家谨记，人生的开
挂靠的不仅仅是运气，更重要的是
坚持和努力，只要今后足够努力，
每个人的运气都不会太差。

亲爱的初三同学们，在这个激情
燃烧的六月，你们初中毕业，即将迈向
人生新起点。祝福你们！

同学们，你们是幸运的。你们生
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生活在一个迅
猛发展中日新月异的中国。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
能拥有你们的这份幸运。所以，你们
应当格外珍惜。在此，我想就“珍惜”
给你们一些建议。

请珍惜当下。莎士比亚说：“在时
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做
好每天的事情，而不要给自己太多懈
怠、拖延的理由。人生就像一场马拉
松，每一个到达终点的人，都是从第一
步开始，一步一步积累的。我希望你
们脚踏实地，珍惜当下，认真做好手头
的每一件事情,力所能及，追求卓越！
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将终身受益。

请珍惜他人。在大千世界里，在
芸芸众生中，我们能走到一起，就是一
种缘分，因此要学会珍惜亲情，珍惜师
生情，珍惜同学情。不要把从别人，甚
至你的父母那里得到的一切看作是理
所当然，而要心存感激，常思回报。

请珍惜自己。首先，请珍惜自己
的健康。不要因为年轻就肆意透支你
的身体。养成运动的习惯，是你送给
自己的一份源源不竭的健康财富。其
次，请珍惜自己的选择。选择往往没
有对错好坏。一旦做出选择，请不要
彷徨，砥砺前行。你们即将选择进入
不同的高中，请充分信任你选择的学
校，充分信任教你的老师，只要你有坚
定的信念，踏实的行动，就能实现人生
的目标。同时，请珍惜自己内心的渴
望。积极的渴望是创造的源泉，亦是
前行的动力。愿你心有所属并坚守
之，那么，你将会有更多的淡定和从
容，更多的积淀和突破，更多的喜悦和
快乐。

最后，请珍惜我们这个伟大的时
代。科技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更迭迅速。40年的改革开放，千千
万万建设者的筚路蓝缕，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的前赴后继，造就了我们今
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所以请一定
好好珍惜！而最好的珍惜就是投身其
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你应
有的贡献。一位战斗机飞行员曾说：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只能为祖国牺牲
一次。”这种摄人心魄的爱国主义宣
言，应该深深的镌刻在我们的脑海，希
望你们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
能紧密相连。

劝君莫惜金缕衣，愿君惜取少年
时！

再次祝贺你们，祝福你们！

知过往而从容，初中三年的得
失值得好好总结，接下来的学习和
生活将对你们的时间管理能力、目
标规划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抗挫
折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好好利用
假期反思和总结，那么这三年的喜
怒哀乐就有了意义。

初中三年，从孩童蜕变成少
年，言必及“自我”的你们站在下一
段征程的起点，是不是真的想好了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想好好回答这个问题，不能
脱离对我们身边的世界的了解。
是时候把眼睛从书本上抬起来去
关心一下我们生活的世界，它的今
天正在你们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它的未来正等着你们去书写无限
的可能。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日
新月异的变化，历史的滚滚车轮正
在加速向前，你们要有长远的目光
和远大的格局，着眼未来，方能不
迷失前进的方向。不忘初心，保持
独立的思考，才能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做出清醒的判断。居安思危，长
存忧患意识，方能在一片利好的绚
烂图景中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储备
一份保障，承担起一份责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良好的
习惯伴随你，你会走得更稳健。习
惯是干净整洁的作业纸，是每天坚
持的英语打卡，更是面对挫折时能
用积极视角化解，是面对诱惑和惰
性时对自己的反思和鞭策。习惯
不仅仅是琐碎重复的日常，在日复
一日的坚持中它已经渗透进你的
思维，成为一种行为模式，甚至是
一种性格。不要做眼高手低的“演
说家”，像“工匠”一般，细细雕琢，
用良好的习惯去塑造你的性格优
势。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对这
个世界的善良，不忘对他人的善
意，用感恩和关怀回报亲情，用真
诚和无私培育友谊，让成长的道路
多一些温暖和快乐，为一生的幸福
打下健康的底色。

祝愿每一位毕业生不负青春、
不负时代，成为生活的主宰者，成
为时代的弄潮儿。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转眼间，同学们
已顺利毕业，恭贺三年来每一位为心中的
梦想坚持奋斗的同学。每年的中考都牵动
着大家的心，不仅仅因为中考是初中三年
学习的一个句号，更因为中考开启了每一
位同学新的人生道路。

三年来，蓝青河见证了同学们的成
长。酸甜苦辣都有营养，成功失败皆是收
获。正是发生在同学们身上的一个个故事
才让校园生活变得完整和充实。同学们即
将踏上新的求学旅程，蓝青“卓而出群、越
而胜己”的追求卓越的精神，已经根植在
你们的血液里，做高尚之人，做认真之事，
已经成为你们的信念。

中考结束后，同学们都处在暂时结束
一段学习生涯的兴奋中，但同学们很快又
必须思考中考结束后的新问题：我想干什
么？我能干什么？我必须干什么？想干什么
指向的是理想；能干什么需要的是技能与
智慧；必须干什么意味着积累与基础。切
忌：想干的事太多；能干的事太少；必须干
的事却觉得太苦太难！同学们需清醒地认
识：只有高质量地完成必须干的事情，我
们才能赋予自己更多的智慧与技能，然后
才能提高把理想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希望
同学们完成初中学业之后，坚持理性思
考，不断提升自我，朝着卓越成长。

1.思考生涯规划
《创业史》中有一句话说“人生的道路

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
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进入新的学习环境，
接受新的学习任务，意味着要接受更大的
挑战。年轻的心灵需要填充更多的智慧与
技能，才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更有内涵与风
度，为学习的紧要关口做好积累与铺垫。高
中的学习生活更需要同学们思考自己的特
长、兴趣、爱好和能力，学会选择，学会规
划，是同学们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态度，也
为自我提升留出了更大的空间与舞台。

2.思考品性修炼
学习不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当同学们把中考的分数放到一边，大家更
需思考学习留给了我们什么？学习就是一
段品性修炼的旅程，一段让你变得更加强
大与睿智的旅程。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
林肯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I
am a slow walker, but I never walk
backwards.走得慢是因为有太多的东西需
要沉淀，往前走是因为有自己前行的目标
与信念。自信、坚韧、沉着、坚持……它们
更是成长道路上的金子。且行且思考，且
行且修炼，且行且成长，祝福大家在人生
道路上做最好的自己。

条条道路通罗马，新的时代提供给同
学们更广阔的天地，更多元的选择。适合
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每一条道路，都提供
给你们完善自己的机会，期待你们在自己
的人生画卷中添上更精彩的一笔！

校长寄语毕业生：中考之后，开启人生新征途

未来等你们书写 在思考中成长 迎着曙光前行愿君惜取少年时 立志 意志 选择

蛟川书院院长 王琳军 蓝青学校校长 王勇 兴宁中学副校长 李曙锋 惠贞书院校长 杨云生 曙光中学校长 周建立

中考已然结束，在此我衷心祝
贺你们圆满完成了初中的学业！
这三年来，你们在求学的路上孜孜
以求、积极进取、奋发图强，迈过了

“中考”这一人生的第一“槛”，祝福
你们！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年轻人，
你的人生旅程才刚刚开始，所以我
想给大家分享三个观点，以共勉：

第一是做到“眼中有光”。就
是说目光如炬，这一路走来，你要
能看到曾经帮助过你的家人、恩
师、挚友以及同学，看到他们曾经
对你成长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对
此要心怀感恩，没有一个人是一座
孤岛，人的成长过程如果离开这
些，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当然，
你也要能看到在此过程中自己艰
辛的付出，人生从来没有随随便便
地成功，不管你对当前的学业满意
与否，只要你曾经努力地拼搏过，
也便是无怨无悔。

其次，要做到“心中有光”。我
们要人人成为社会的“精英”实属
不易，但正如路遥说的那样“既要
脚踏实地于现实生活，又要不时跳
出现实到理想的高台上张望一
眼”，我们可以在实现自我价值和
履行自我责任的过程中，去创造属
于我们作为“平凡人”的力量，也就
说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应该为自己
谋一个现实的未来。初中只是你
们人生的其中一个站点，你们需要
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自己感兴趣
的并且具有发展方向的那个部分，
竭尽所能，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才
能，所以对于当下的你们来说，希
望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准备，怀
揣梦想努力前行。

此外，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希望
同学们“一生有光。”这个世界上有
一种光，那就是当你自己还不够强
大时，你需要不断地努力去修复自
己的问题，让自己在各种风雨的洗
礼中习得真正的坚韧和顽强，那么
有一天，你自己足够强悍时，你就
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
理想，构建属于自己的梦想王国，
并用你自己的正能量去改变或影
响身边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一
生有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还需
从头越”，相信大家都能让自己成
为一道光，照亮自己、影响别人，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让自己成为一道光

江北新城外国语学校校长 黄建刚

宁波市第十五中学创办于
1956年，2006年创办十五中学实
验校区，学校秉持“弘扬朴质精
神 发展优质教育 成就品质生
活”的教育理念，五育并举，保持
优质、高位运行，努力实现让每
一个孩子获得充分发展的办学
目标。

学校曾培养张正宜等多名
市区中考状元，今年的“三位一
体”招生考试中，有17位同学分
别被镇海中学、效实中学等提前
录取，保送生考试中又有80人被
提前录取，相信中考成绩将再创
辉煌。

同学们，初中毕业，是人生
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我
们每一位同学有必要根据中考
的结果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要确立高中三年的奋斗目标，三
年后考入什么样的大学，或三年
后掌握多少知识和本领，走入社
会能自食其力，在平凡的岗位上
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为父母分
忧解难。希望全体同学在将来
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拼搏，勤奋刻
苦。每天进步一点点，使我们的
每一个今天充实而又饱满，每天
进步一点点，使我们的一生厚重
而充实。

离别之际，留两个问题请大
家去思考和实践。1. 你将来应
该成为怎样的人？十五中学优
秀校友众多。他们是你们学习
的榜样，也是母校的骄傲，将来
的你也会成为杰出校友，在成就
自我的同时为母校争光添彩。
2. 你应该和怎样的人在一起？
俗话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你和谁在一起历经怎样的生活，
将影响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和懂得感恩的人在一起，和
踏实靠谱的人在一起，和不怕输
不将就的人在一起，和积极进取
乐观开朗的人在一起，这些人会
潜移默化影响着你的生活，使你
成为更好的自己，帮助自己飞得
更高。

最后，祝同学们身体健康，
学业有成，一生幸福！愿同学们
走出一条成功的人生之路！

十五中学校长 吴巧玲

成为更好的自己

十五中学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
你们在曙光中学度过了难忘的一千
多个日日夜夜。这里，有你们青春
的欢歌笑语，也有年少的烦恼无
奈。转眼间，你们马上就要各奔前
程，没法丝毫的停留。那就让我们
抬起头，迎着曙光前进，努力追逐自
己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新年
贺词中说道，“我们都在奔跑，我们
都是追梦人。”是的，我们每个人的
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并都为之在
不断努力着。同学们，在追求梦想
的新征程中，我想对大家提出两点
希望。

一、同学们，今后你们无论在哪
里，请做一个负责的、拥有爱己之心
的曙中人。

你们身上肩负了很多责任，在
对国家、社会负责的同时，请首先学
会对自己负责。初中这三年，相信
你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对自己负
责：每天坚持的锻炼，是对身体负
责；烦恼时与朋友、老师的聊天，是
对情绪负责；在教室里的努力奋战，
是对学习负责，这些都是你们爱自
己的表现。也只有懂得了爱己，才
能学会如何爱人。“以爱己之心爱人
则尽仁 ”，毕业后，无论在哪里，希
望你们继续保持这颗爱己之心，再
忙也不要忽略学习，再累也不要丢
下健康，再困难也不要忘记为有需
要的人尽一份心力。

二、同学们，今后你们无论在哪
里，请做一个清醒的、保有慎独之心
的曙中人。

这个时代是大变革时代，是价
值观念多元的时代，这个时代给你
们带来了机会，也给你们带来很多
诱惑。在时代的变革中，用自己的
执着时刻保持着清醒和明亮。“君子
慎其独”，慎独是独思，慎独是自省，
慎独是修炼。

同学们，你们即将就要离开曙
光中学，和曙光中学的老师同学们
说再见了。无论在哪里，请把曙光
中学这四个字刻在你的心里，不要
忘记母校一直在关注着你、支持着
你。无论在哪里，面对人生新的征
程，请做一个无愧于自己、无愧于父
母、无愧于时代的曙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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