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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萦绕香江  

◆  高二（2）班 谭伟腾 

 

2006年12月30日至2007年1月3日，

广东实验中学小提琴弦乐队应香港政府邀

请，赴港参加“香港艺术团2006小眼睛看

大世界��中港艺术交流汇演”。作为省实

小提琴弦乐队唯一的高二级队员，在马丽

丽老师、陈铿老师和蔡文俊老师的带领下，

我与同学们一道，务求将我们最完美的一

面展示在香港同胞面前。 

千锤百炼 精益求精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省实弦

乐队获奖无数，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曾受

到中央电视台

导演的赞赏，并

赢得了无数领

导、观众的阵阵

掌声。取得这种

成绩，与指挥马

丽丽老师的指

导，与同学们辛

勤的努力是分

不开的。每天中

午的音乐教室，

总传出弦乐队悠扬的琴声，伴随着马老师

的谆谆教诲。 

技艺精湛，精彩纷呈 

在新年除夕，我们与大江南北的演艺

人员同台演出，为香港同胞奉上了一曲曲

悦耳的天籁，一支支流动的旋律，一段段

优美的舞蹈。我们省实小提琴弦乐队演奏

了欢快激扬的《春天》与悠扬宽广的《山

丹丹花开红艳艳》，优美的旋律，富有张力

的演奏，赢得了台下排山倒海的掌声！演

出后，香港政府官员和主办方人士特意与

我们亲切地交谈、握手，赞许不断，并与

我们合照留念。 

畅游香港，其乐融融 

演出后，主办方组织我们畅游香港。

同学们都为香港科学馆所惊奇，被香港太

空馆所吸引，并为 Hong Kong Disneyland

所疯狂。期间，

老师们、同学

们 亲 切 地 交

谈，从舞台效

果 到 香 港 人

文，从文学到

自然，从中考

到高考，都是

我们的话题，

谈笑风生，其

乐融融。 

载誉归来，获益良多 

本次赴港演出，得到了学校校长、书

记和学生处的高度重视。代表广东省的我

校弦乐队，将我们的艺术带到香港，成功

地进行了演出，得到了香港观众的好评，

真正实现了“中港艺术交流”。我们会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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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厉，开拓进取，将演绎更多更优秀的作

品，继续为校争光！ 

回想起参加省实小提琴弦乐队的活动

的这两年，我认识了许多老师和同学，和

大家一起训练、比赛、演出，其中感触良

多。 

“责任”造就能力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弦乐队所训练的曲

目并不算困难，但在乐队中的默契不是凭

个人的力量就能达到的。我珍惜在弦乐队

的每一次训练，真正用心去体验，与指挥、

队员用心地交流。我学会了与同学们相处，

学会了与同学们谈心。作为弦乐队中年纪

最大的队员，我在多次的出外表演时更担

当起组织的工作，正如学校领导的要求

“负起责任来”。 

劳逸结合，相得益彰 

回想起来，从初三到高一，是一个“可

怕”的转折。无数初中的尖子生，都难以

适应高中高强度、高难度的学习。就在这

个适应期里，是否要加入弦乐队曾经是我

心中一个很大的困惑。也许你觉得，高中

的学生就该“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

圣贤书”，艺术还是不“玩”为妙。我看

不然，君不见北大清华学子，从美声到长

笛，从油画到萨克管，“玩”得出神入化

的大有人在！关键是你能控制好这个

“度”。控制得好，谓之劳逸结合，相得

益彰；控制不好，谓之两败俱伤，一事无

成。最终，父亲一句“学习和艺术是相得

益彰的”，让我下定了决心。 

 

 

“音乐娱人，更娱我” 

在弦乐队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它造就

了我乐观开朗的性格。此话怎讲？在我们

弦乐队的训练中，指挥马丽丽老师就很强

调舞台的表情和动作。 

场景一∶甲同学双腿并排直立，旁若

无人，直视前方，机械化地演奏。 

场景二∶乙同学脸带微笑，一对炯炯

有神的眼睛时而与身旁队员交流，时而又

投向观众。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自然摆动。 

这是截然不同的舞台效果了。自从在

马丽丽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这一妙法，我

们每一场演出都是欢天喜地，个个春光满

面！何止如此？当你碰到一条抽象的立体

几何，碰到一串难懂的文言文，以至于碰

到一件麻烦事，只要回想一下舞台上欢乐

的自己，都会“一笑以解千愁”。 

加入小提琴弦乐队还让我了解到很多

书本以外的东西，例如，当演出前接送乐

队的车辆有所阻滞时，我会平息同学们的

焦虑；同学们在公众场合有不当言行，我

会予以劝止；对于弦乐队的宣传工作，我

也会积极地帮助老师完成��音乐，怡我

性情，乐我心志，助我发展。 

我觉得，一个有成就的人，应该学会欣

赏艺术。当你工作得筋疲力尽时，一首交

响乐可以洗净你的灵魂。随着你人生的阅

历不断增加，又会对艺术有新的感悟。知

识是艺术的加油站，艺术是知识的避风港。 

 

 

（责任编辑：蔡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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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请别把我忘记 

��高三成人宣誓活动后记 

◆  高三（6）班 李浩瀚   

生命总能奏起最华丽的乐章，逝去的

日子都成了轻快的笔尖下一个个悦耳的章

节，一段段动人的乐曲。十八年毫不犹豫

的飞掠而过，留在心底的，是无法磨灭的

点点滴滴。我手拂着琴弦，却不知，十八

年的谱曲，是否真的称得上华丽�� 

回  首 

   “十八年，在我身边悄悄走过��” 

    仍记得父亲的脊背，上面承载着我快

乐的童年，而今他无法再将我背起，却依

旧背负着全家人重重的希冀；仍记得母亲

温暖的怀抱，那里面不知为我溶浸了多少

泪水，如今她无法再将我抱起，却依旧抱

着对我浓浓的爱。而这，都陪伴了我十八

年，走过了春夏秋冬。 

    还记得那春，油绿的桑叶中嵌着或紫

或蓝或粉红的牵牛花，透彻的阳光从层层

的叶片中点在我全神贯注的脸上，我在静

候着蟋蟀跳进我的陷阱，却被突然杀出的

蚕宝宝吓得号啕大哭。 

    还记得那夏，荷花池边飘荡着阵阵清

香，沁人心脾的夏风带来阵阵清凉，柳梢

轻轻地扫过我的前额，拭拂着我憨憨的模

样。而我依旧沉睡于母亲的膝上，毫不理

会“知了”的叫声一声比一声响亮。 

    还记得那秋，我站在被金黄色树叶铺

满的大道上，两排梧桐在午后的阳光下挥

散着乘秋风飘飞的黄色蝴蝶。我扬起的嘴

角驱走了秋日的悲伤，只是在这儿踱来踱

去，聆听着树叶清脆的折裂声在幽静的大

道上回响。 

    还记得那冬，沉沉的夜色束裹着异样

的悲伤。月光倾泻着逼人的寒意，榕树下

弥漫着夜的气息，彻骨的风侵入我的鼻翼。

我深深地呼吸，这分忧伤，谁能给我释怀，

也许这净澈的月光也无法给予我搭救。 

    就这样的春夏秋冬，交织了十八年的

风霜雪雨，浸泡着十八年的泪水，品味着

回眸一刻的笑靥。无论忧愁与快乐，都陪

伴着我走过了十八年。既已逝去，却留痕

迹，恍惚间，那些片段已成了尘封的回忆，

十八岁的那天，我悄悄拾起�� 

凝  眸 

“十八岁，我想就这样盯着你，不让你

走!” 

E6的“十八岁的生日一起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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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凝视着十八岁的每一分一秒，才知

道，原来，十八年也是这样一分一秒地从

我们的指尖划过，流走，等我想冲上前抓

住几把，却发现，留住的太少，而逝去的

太多太多�� 

    于是，我开始凝视这一切十八岁中的

事物，凝眸于云中月��夜色浸满城，月

穿云影中，我紧盯着，可这十八岁的月偏

躲进了云中；凝眸于树上花��夜冷雨风

霜过，满树桃花无影踪，我紧盯着，这十

八岁的花却融入了夜雨中；凝眸于水下鱼

��清清池水婶，静静鱼隐匿，我紧盯着，

可就连这鱼，也不肯与我厮守，藏在那假

山石中。 

当然，这一切终归要成为过去，我无

法渴求它们会被我所“凝”，而即使这样，

我也会因为我没有让他们在身边轻易地溜

走。十八岁，我要紧紧地把你盯住。画一

般的年华，诗一般的花季，这一切都是如

此的珍贵，却又转瞬既逝。当我们潜心于

课本，也不妨停一停，歇一歇，抬头看看

剔透的云中月，娇柔的树上花，肆情的水

下鱼。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十八岁的记

忆。当我们迟暮之年来临，看着年轻人们

的活力青春，我可以自豪的说，我的十八

岁，一样灿烂! 

守  望 

“十八岁，我和你一起守望着辉煌!” 

守望着，守望着成功，守望着咫尺的

梦想，守望着未来的希望，守望着属于我

的，这生命中最华美的乐章。未来在召唤

着，我手扶着十八岁的路牌，内心充满了

激情和兴奋，面对着远方，我表现出前所

未有的执着和坚强! 

  十八岁是一个轮回，他承载着一个少

年张扬的梦，肆意的爱，倾心的情，酣畅

的泪。整整十八年，它如一艘巨轮，在我

门的心海中扬帆，记载着我们生活的点点

滴滴，为我们著写青春的传奇。而今，它

要走了，或者说我们要向另一个方向行进，

不得不踏上另一艘船，迎接下一个轮回。 

  也许，我们恋恋不舍，我们难舍难分，

十八岁的成人礼上，我们流下了青涩的泪。

但是，我们不得不义无返顾，我们不得不

坚定无比，我们的未来召唤着我们，十八

岁必定为我们祝福，青春的赞歌注定成为

我们翱翔的翅膀!是梦想在导航，是心的向

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十八岁，与你我

一起守望着辉煌! 

  生命总能奏起最华丽的乐章，十八年

的谱曲，只有自己，才最有资格鉴赏。我

手拂着琴弦，静静听着绝美的音符一个个

在指尖奏响，我的十八岁，我的生命，我

铭记着，这永远激昂，永远华丽，在这深

秋奏响的十八岁的乐章! 

  十八岁，你又怎舍得把我忘? 

（责任编辑：蔡文俊）

分 蛋 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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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风采大展示 

��记广东实验中学第三届社团节 

◆  高二（6）班 陈思铭 

 

M军团的摆卖和招新 

BAND队表演 

2007年 1月 4日，就在同学们刚结

束元旦假期的第一天，社团节之“社团

风采大展示”活动简单却热烈地在学校

体育馆门前举行，并在当天顺利地降下

了帷幕。 

活动当日，各社团施展浑身解数，

使全场气氛一度高涨，场面异常火爆。 

IT社跳舞毯游戏充满动感活力；志愿者

协会组织的签名留言活动爱心洋溢；化

学社演示的各种实验特别是“火山爆发”

气味令人印象深刻；超新星天文社对太

阳黑子的观测和望远镜的使用指导，让

我们真正“看得更远”；笑谈广东话社提

供了让人无从入“口”的绕口令；五子

棋社里一场场令人屏息的黑白弈杀，令

人仿佛置身兵临城下的情景；当然少不 街舞社的酷炫舞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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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5&16 反抖社、MUN 省实联合国社

和M军团的摆卖及招新活动��不过，

最受全场瞩目的要算两个年级乐队的卓

越表演和街舞社的酷炫舞姿。全场掌声

笑声欢呼声声声不断，极大地丰富了同

学们的课余生活。 
超新星天文社对太阳黑子的观测 

化学社演示的各种实验 

五子棋社的黑白弈杀 

志愿者协会的签名留言活动 
  

（责任编辑：蔡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