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首先要祝福你们，
在这个明亮的时节，你们从初中
毕业了，这个毕业，从某种意义
上，让你们跨过了少年时代，进
入青年时代。

青年人，年龄比少年人大，
见识比少年人宽，责任也比少年
人重。现在，我们不仅仅要为自
己的学业负责，还要承担起人生
和家庭更多的责任。

在时代洪流发现自己存在
的价值，要从青年起步，但这是
一个要用一生去回答的问题。大
家也不要着急，一个人的青年时
代很重要，并不是指他在十八岁
一定要做出成绩，而是指他有没
有在这个年纪仔细地观察，审慎
地思考，努力地学习，为了未来
而奠定基础。

高中，是一个人成长和变化
最为激烈的时期，你们一定不要
否定自己，也不要用固定的眼光
来看待自己和别人。人生不是百
米跑，而是悠远的长跑，你的人
生中一帆风顺，自然好，但如不
顺利，你所经历的种种苦楚磨
难，都是积累和历练，也是人生
的赠予，最终会让你觉得人间值
得。如果跌倒了，受伤了，都不要
怕，你现在面临的选择和困难，
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并没有
你想象得那么重要。如果放在更
大的空间尺度上，你也会发现，
原来世界很大，天地很广，你的
世界太小了，有可能形成了不经
意间束缚你的高墙。

我知道你现在面临着选择
的问题，有选择是幸福的，然而做
选择是痛苦的。但正是因为有痛
苦，说明每一种选择，都是有利有
弊。面对选择，重要的不是患得患
失，重要的是你在未来，把你的这
个选择做好。任何一种选择，只要
你把它做好了，那它就是正确的，
这需要你能够经得起风雨而不轻
言放弃自己的初心。

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变化将是未来唯一不变的
主题，我们应该如何在不确定性
中前行？同学们，首先唯有自我
觉醒，自我发展和自我负责。对
于未来，我们谨慎审题，大胆作
答，积累每一丝微光，最终成就
属于自己的太阳。

另外，请我们好好珍惜身边
家人和朋友，用你的善意和爱
意，回应他们的善意和爱意，这
很重要！

祝福你，青年人，一个世界
在向你缓缓打开大门！

积累每一丝微光
宁波外国语学校 黄荣生

亲爱的同学们，转眼又是
一年中考，初中生涯轻轻在此
画上了一个句点。

一张张试卷，决定了秋天将
要去往何处。中考是一次结束，
但并不是学习的终结。新的历程
就在脚下，坚定走好接下来的
路，才是对青春最好的致敬。

认识你自己，曾经即未来。
人生任何一段旅程都值得被记
忆。在这场青春逐梦之旅中，我
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
完成了一次次青春蜕变。青春
是自律的奔跑，青春是激情的
呐喊，青春是沉着的思考，最美
好的青春年华里，我们朝夕相
伴、珍视彼此，我们乘风破浪、
热血满膛，我们结伴前行、互相
加油。这样的情谊，是你们人生
路上最美的际遇。那些为了赶
路低头不语的日子，会成为星
星点亮明亮的未来。

尊重你自己，现在至永远。
无论你考了多少分、能不能去
你理想的学校，都需要接纳。人
终其一生，最重要的追寻是：我
到底是谁，我想要什么？你对生
命赋予怎样的定义，你的生命
就是怎样。希望每一位同学，都
能够找到自己最好的生命状
态。愿你们都能如著名物理学
家霍金《终极问答》里说的那
样：“未来是否繁花似锦，源自
我们当下如何努力。做一个勇
敢的人，做一个好奇的人，做一
个坚定的人，翻山越岭，事竟
成。”

开放你自己，未来任超越。
越是在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时
候，我们越是应该明白学习的

“内核”是什么。就像 100 年前
的人无法想象智能手机一样，
技术爆炸推动着文明进程的加
速，无需百年，今天的任何人，
都已无法精准预测十年后的世
界。但你们要知道，知识只是获
取智慧的媒介，我们的学习或
许不是为了学习知识技能本
身，而是要学习背后的逻辑，学
习独立思考，试着去探寻那些
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同学们，愿我们在青春的
日子里，让生活朝气蓬勃，让日
子澄澈清新。让自己充满活力
的生命，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
来，在无穷无尽的时空中，发出
自己应有的光芒。

青春恰自来
兴宁中学 陈丽君

祝贺初三莘莘学子顺利
毕业！

六月是红色的季节。
绚烂的红色，是初三学子

拼搏历程的最好辉映。少年
强，则国强，强之根本在于内
心赤子爱国之心。因为爱国，
所以坚强，因为爱国，所以崇
高，因为爱国，所以有梦想，而
梦想总是伴随着激情而迸发，
愿你们为实现梦想而努力拼
搏奋斗的激情永存！

六月是收获的季节。
“卓越成长”理念下的三

年熏陶，你们收获成长与蜕
变，你们在身体、心理、学识、
品性上不断朝着更加优秀的
目标前行。当所有考试分数随
时间褪去的时候，无论成功或
失意，你若仍能因自己三年的
成长与收获而闪耀金色光芒，
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

六月是感恩的季节。
你是生命成长故事中的

主角，在你的周围还有一批有
缘与你相识的老师、同学的身
影，更有在你背后默默支持与
付出的父母。这段记忆中或许
有泪水，有失落，有灰色，但青
春的彩色一直都是它的主基
调，照应着你成长的方向。愿
你们永怀感恩的心态，细细品
味成长路上的点滴美好！

中考帷幕已经落下，新的
起点已经展露在你们的脚下，
希望同学们思考我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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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须干的事却觉得太
苦太难！同时也希望同学们做
好充分的准备与规划，进一步
明确自己的喜好与特长，重新
埋下理想的种子、并思考如何
逐步落实计划，呵护种子发
芽，并最终长成大树。如果世
界上存在奇迹，那肯定只是努
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经历过中考洗礼的同学
们，愿你们在求学的道路上不
念过去，不畏将来，用激情，用
梦想，绘制色彩更加斑斓的青
春蓝图！

成长的色彩与力量
鄞州蓝青学校 王勇

同学们，在蛟川书院这三
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你们将

“励志、进取、勤奋、健美”融入血
液中，逐步成长为有大爱大德大
情怀的人，我为你们明日的鹏程
万里充满期待。

同学们，你们所处的时代，
给予了你们这代人“万类霜天
竞自由”的舞台和无限的机遇，
历史赋予使命，时代呼唤担当。
我希望你们能带着“侠气”，在
时代的洪流中奋楫前进。

侠为何意？侠者，应拥有高
强的武功、侠肝义胆的魄力、侠
骨柔情的善良，而我更希望你
们能成为向善奔赴的温暖侠
者。

侠之坚者，艰苦奋斗，臻于至
善。近来，“内卷”一词很热，我们
需要记住，合理竞争不等于无
序内卷，比“内卷”更可怕的是
因“内卷”而自动放弃了奋斗的
精神和毅力。希望你们始终保
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刚健勇毅，把小我融
入大我，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侠之至者，尚仁重义，永怀感
恩。“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
源。”知恩、感恩、报恩，自古至
今既是做人做事的基础，更是
人性品格的体现。三年里，你的
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哭泣，每一
次成功，每一次失败，每一点每
一滴的进步，大家会看在眼里，
记在心头，陪在你身边，给予你
默默支持……而母校也将一直
站在这里深情眺望你们、关注
你们，静候来自远方的佳音。

侠之大者，赤子丹心，家国同
心。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
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硝烟弥
漫、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
到一穷二白、筚路蓝缕的建设
岁月，再到波澜壮阔、惊涛拍岸
的改革时代，无数先锋模范在
国家前行的大势中寻找到了人
生的价值，为家国情怀写下了
最生动的注脚。未来，希望你们
成为一个格局广阔、心怀天下
的人。届时，你在哪，蛟川书院
就在哪。

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
蛟川人的脚下是人杰地灵的热
土，头顶是浩瀚璀璨的星空，胸
中是追求卓越的少年心气。“乘
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
河”，祝愿你们向人生的更远
处、梦想的制高点继续进发。

做个向善的温暖侠者
蛟川书院 应常伟

亲爱的同学们，祝贺你们
顺利完成学业，开启人生的新
篇章！

在你们即将离开母校之
际，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词
——“家园”。

家园，是成长的共同见
证。这三年里，你们告别了金
色童年，步入了青春期的大
门；这三年里，你们渐渐形成
了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看
法。这一时期奠定的思想基
础，往往决定了你们一生的奋
斗目标、价值取向和精神追
求。荣幸的是，母校参与了你
们这关键的三年成长时光。
学校的恒润课程陪伴你们成
长，培养你们成为一名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少年，

“Grit”精神更成为每位储能学
子的精神烙印。

这三年，也是我们储能学
校成立、转型、快速发展的三
年。同学们，你们是学校发展
的首批见证人，见证了储能学
校的诞生，陪伴着储能学校的
成长，也即将创造储能学校的
奇迹。母校取得的这些成就，
离不开这三年里你们的参与
……

家园，是共同的情感维
系。今日过后，家园里的许多
家人要相互告别，各奔东西，
但无论将来你们走到哪里，母
校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精
神归属，我们的精神家园一直
都在。今年9月，储能学校也
将搬迁至自己的独立校区，粮
丰街165号，届时希望同学们
无论身在何方，都回家来看
看，每一个带着储能烙印的家
人，我们都衷心期待，热烈欢
迎。最后，是我对各位同学在
今后人生之路上的期许：

愿你对一切充满感激，感
激那些温暖，也感激那些苦
难；

愿你对世界保持好奇，在
繁忙的生活中，心灵依然纤
细；

愿你历尽千帆，仍能背靠
家园的港湾！

愿你永远保持好奇
储能学校 王甬龙

今天，我受邀和这一届即将
毕业的初中生们聊几句。说实
话，每到毕业季，我都会舍不得，
因为我们曾在同一片天空下一
起经历、一起创造、一起成长。

最近几天，我常常想起三年
前第一次走进曙光校园的情景，
你们带着灿烂的笑和天真的梦，
在操场上飞奔，在舞台上高歌，
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你们
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
步，我都与有荣焉。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结合
我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最想告
诉大家一句话：人生是没有毕业
的学校。

先和大家说个故事：伟大的
化学家奥托·瓦拉赫是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之一。所有人都会认
为他的学生时代一定是“学霸”
的代表，但事实却不然。他曾选
择学习文学，但老师却写下这样
的评语：“瓦拉赫很用功，但过分
拘泥，这样的人绝不可能在文学
上有所成就。”后他又改为学习
油画，但是他既不擅长构图也不
会调色，对艺术的理解能力更
弱。后来，瓦拉赫接触了化学，他
的智慧火花被“化学”点燃，沿着
这条路，他成了赫赫有名的化学
家，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的
殊荣。

瓦拉赫的经历告诉我们，每
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高智力点，
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潜能和天
赋，有的人学习成绩优秀，有的
人擅长写作，有的人热爱音乐，
有的人是体育健将，但发现、挖
掘这高智力点需要一个过程，一
次中考很难挖掘出你身上的潜
能和天赋，一个老师、一所学校、
一段时间的学习历程或许也不
能，但漫长的生活可以，你眼里、
心里的光可以。学习的过程，就
是不断发现自己的过程，而这个
过程，不应当因为毕业而终止。

记得《觉醒年代》里有一句
经典台词“天下的路是给天下人
走的，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
只要你心向阳光，只要你的学习
永远正在进行时，生活这个学
校，不会辜负你对自己的理性的
认知和一切赤诚的努力。

心向阳光 成就自己
曙光中学 周建立

时光匆匆，在你们毕业之
际，我以今年最热的一个高考
作文题“可为和有为”为题，与
大家做三点分享。

1、怀可为之心，成有为之
果。

什么是“可为”，字面理解，
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

可为，首先是积硅步以致
千里的力所能及。初中三年，你
们在学业上一点一滴的积累，
是一种可为；在生活中一丝一
缕的关爱，是一种可为。你们成
长路上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
你们把力所能及做到最好，甚
至做到了极致。力所能及之内，
有太多的事可做、可为、可成。
只有全身心投入过，付出过，哪
怕“失败”，也值得。

2. 立下可为志，需时亦有
为。

有时候，可为是明知不可
为而为之的“吾往矣”。百年前，
中国处于动荡变局，在这个紧
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
振兴家国，为中国的复兴开辟
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而在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有可为
的时代，同样需要有所作为之
人。面对肆虐的疫情，大家坚守
岗位，共克时坚，帮助中国挺过
难关；利用腾飞的科技，众多科
学家废寝忘食攻关，让“祝融”叩
问火星，让中国成为领先探索火
星的国家；看贫困的山区，是每
个人不懈的努力，让中国实现全
面脱贫，向着社会主义强国发
展。时代需要我，我便挺身而出。
可为时代能够孕育有为之人，而
有为之人又能铸就可为时代。

3. 秉可为之志，行有为之
事。

回望往昔，大凡有为之人必
有可为之志。如果没有周恩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觉悟，
也就不会有以家国为己任、德高
望重的周总理；如果没有袁隆平
立志“禾下乘凉梦”的想法，就不
会有闻名中外的杂交水稻之父。
欲想有为，必先怀可为之志。

可为之志便是“拥抱梦想，
改变世界”的信念和勇气、使命
与担当。作为新时代新青年，我
们应当挑起时代的重担，坚守
信念，勇敢担当，做到可为；日
日自新，勇攀高峰，做到有为。
相信你们，终会长成栋梁，披荆
斩棘，乘风破浪。

可为和有为
宁波市第七中学 崔景刚

再过两天，中考分数即将
揭晓，伴随你的或是预料之中
的笃定欢喜，或是超常发挥的
激动不已，或是一时疏忽的不
尽人意，或是……凡考试，总是
有必然性和偶然性的。

分数，是叩开高中大门的
“钥匙”，重要性毋庸置疑。能进
入心仪高中，当然值得庆贺；如
一时失利，也无需沮丧。尽管中
考是人生第一次公正、公平意
义上的“双向选择”，是渐入社
会的“第一考”，但无数个例证
明：中考成败不等于人生成败。

高分考入理想高中，为自
己成长提供更广阔平台，当然
是最好的。那中考失利，人生又
将如何？三年前我结识了一个
朋友，四川人，30 岁出头，开了
一家高端美发店，在宁波美发
行业中已小有名气，每次看着
他挥舞发剪、踌躇满志的样子，
直觉告知我他是成功的。前几
天，甬上教育 APP 报道鄞州古
林职高的叶孝豪同学未毕业就
被上海迪士尼酒店新开张的米
其林餐厅签约，这何尝不是一
种成功呢？

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成
功？

对于分数，我们通常只关
注了它的选拔功能，而没有认
识到学习产生的优秀品格：如
主动、自律、责任、坚毅、感恩
……；更没有认识到人生成功
并非只有一条路径，所谓“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具
备“勇于担当、敢于争先”的品
格，具有“认准了就要干到最
好”的意志，那么无论干什么，
都能干出别样精彩；一个人的
幸福从来都不是家财万贯、官
运亨通，而是被更多的人有需
求感。一个人能引领、影响、提
升一个行业品质，被一群人、一
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惦记，这
就是人的社会价值体现。所以，
我们要立志为“社会贡献度和
影响力”而努力。

中考得志可喜可贺，中考
失利也并非世界末日。要正确
认识自我，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喜欢什么，将来希望从事哪个
领域，并持之以恒地为之努力。
今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一般
的业绩，让更多人因为有你而
感到幸福，这个领域因为有你
而更加精彩，这才是一个人的
社会价值和人生境界。

中考不是人生分水岭
华师大实验艺术学校 陈伟忠

初中毕业班的同学们，2021
年中考战场的硝烟，伴随着端午
的粽叶香气渐渐散退，但此刻，
相信你们怀揣了对于未来高中
的无限憧憬，吃下这一枚今年的
甜粽，借一借这一举高“粽”的好
彩头，在仲夏的栀子花香中，承
载起你们花季雨季的期愿，书生
意气，展望未来！

这青葱的初中时光，于今看
来，真的是白驹过隙，一晃而逝
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当你
以一副健硕的体魄坚定迈越中
考的关隘，你脸上那一抹对人对
己的微笑与善意，你头脑中那一
种执着追觅真理的惯性，你胸中
升腾涌起的那一腔源自华夏的
集体认同与时代责任感，这都是
初中母校优良的教育给予你的
良好映射。

点滴而持久的良好教育，让
你们从懵懂逐渐蜕变为独立、博
思的国之少年，而今，你们即将
告别初中母校，迎来高中生这一
崭新的身份，迎来另一段格外美
妙生动的少年行旅。

首先，你将学会成长为一名
团队合作者。高中会给你们提供
多方协作的平台，无论是校园内
的学生会、社团的领导建设，还
是班集体、年段的合作共赢，学
术沙龙、文体比拼、学科竞赛、志
愿服务、地域走读、科创实践等，
每一个合作的平台，都能让你释
放自我潜藏的光华！

其次，你将成为更懂学习的
深度思考者。高中的测试兼具了
过关与选拔这两项功能，你要努
力打造一个更优更好的学习面
貌。转变过去简单的背默抄式的
学习方法，在课堂笔记、课后练
习中不断思考其中的推理逻辑，
在课后积极与老师交流想法，匡
正思维，提高自主学习和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你将成为更具有生命
韧性的人。在高考的升学压力
下，有更多高中生不懈遨游书海
中追寻真理的意义，用百炼成钢
的意志，坚强抗御外在的一切欲
望的侵蚀。这才是真正的青春，
这才是一位大国少年深谙的国
之担当！

岁月不曾忘记初次踏入初
中校园的你，请你们带着初中母
校的祝福，于高中继续溯探知识
海洋的更深处，担负起大国少年
的国之使命！高中，欢迎你们！

大国少年的国之使命
惠贞书院 杨云生

校长寄语： 每一丝微光， 更好的自己积累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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