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亲相爱 十全十美 
             ★高一（10）班 全体学生      班主任：申青山 

 

金芒耀眼省实地，紫气升腾在高一。 

但问谁班凌绝顶，D10第二谁第一？ 

军训拉歌露峥嵘，笑傲体坛显豪气。 

合唱盛世领风骚，小测大考现实力。 

月月文明日日勤，同学友爱比亲戚。 

坎坷荆棘又何妨？我乃十班我睥睨。 

��题记 

 

（一） 

门，被轻轻推开。 
“祝你生日快乐��” 
温暖的声音通过五十

三个人的声音传出，在半空

回旋，在他耳边荡漾。尽管

已是十二月，寒冷却被真挚

的祝福驱散，消失得无影无

踪。甜蜜，在心头萦绕。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经

历！ 
他从未想过，同学也可

以像家人一样，为他燃起温

馨的烛光，为他唱出美妙的

音符，为他献上大大的蛋

糕，给予他温暖的拥抱。他

是个爱哭的孩子，却在那一

夜强忍着泪水，因为他想看

清每一个家人的笑脸，他不

想被泪水模糊了视线。其实

幸福的泪水，早已在心中泛

滥。 
“希望，十班五十四个

人永远快乐！” 
“希望，十班五十四个

人永远在一起！” 
“还有一个,要放在心

里。” 
希望，十班五十四个人

永远相亲相爱！ 
烛光在幸福气息中熄

灭。他吃下第一口蛋糕，那

是一种无法言语的甜蜜，它

不仅是一个蛋糕，更是五十

三个家人的祝福的载体！幸

福,再次在心底蔓延�� 
蛋糕在空中飞舞，笑声

溢满房间。尽管脸上已被满

满的奶油覆盖，他却笑得更

灿烂了！他也开始舞动起手

中的蛋糕，与大家一起欢

笑。这是他上高中以来，最

快乐的时刻。 
他回到宿舍。灯熄灭

了，泪水再也无法强忍，开

始像缺堤般涌出。他开始收

集与整理今晚这些幸福的

时刻，铭记于心�� 
 

（二）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

多大”这是贴在我们班墙上

的标语。感谢十班，为我们

每个人都提供了这样一个

舞台，让我们各展所长。 
 在这学期的第一次家

长会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什

么是独立，什么是自主。这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家长会，

主持这场家长会的不是老

师，而是我们十班的班干部

们，这也是十班宗旨“自我

管理”的最佳体现。 
 在这次家长会上，班干

部在台上侃侃而谈，介绍我

们班级的情况，让每一位家

长都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当

“十班一日游”的 DV播出
时，看着我们在课堂上的专

心致志、在生活中的和谐共

处和老师给我们的评价，在

做的家长们都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随后，是一位家长

的发言，她以一封信的形式

把最恳切的话语读给我们

听，字里行间满是一位家长

对孩子的关心和殷切的期

望。讲台上的母亲激动得流

下了泪水，而台下的听众们

也感动得眼里泛着泪光。我

们为了表达对家长的感恩



之情，我们手拉着手，唱响

了那首熟悉的《感恩的心》，

家长们也随着旋律，一起挥

动着手臂。那个场面，让在

场的每一个人不得不动容。 
 会后，每一位家长脸上

都洋溢着喜悦之情，他们更

是给予这次由学生主持的

家长会高度的评价。他们认

为这次家长会别开生面，让

他们了解到子女们在学校

的详细情况，更拉进了他们

与孩子间的距离。 
 正如申老师所说，十班

就要以“十全十美”为目标。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一定能使十班更加完美！ 
 

（三） 

 
生活在十班的确是一

件很美妙的事情。十班对于

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温馨的

大家庭，是我们的乐园。而

正是我们每个十班人的发

自内心的服务精神，共同营

造了这个让我们倍感自豪

的班集体。 

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我

和舍友来到新教室的时候，

就看到詹筑畅在组织几个

男生拿劳动工具清洁新教

室了。尽管大家都是新同

学，但为班干起事来却一点

不省劲儿，大家认真地扫

地，摆桌子，擦窗户，干得

热火朝天。转眼间，课室变

得整齐清洁，黑板发亮。完

事之后，詹筑畅还不忘跟我

们说声“谢谢”，让我们印

象特别深刻。这种干活但毫

不埋怨，默默为班服务的精

神就是我们十班人的精神！ 
其实默默为班服务事

情随处可见。每天早晨，总

有同学默默的把柜上的报

纸和书本收拾好，叠得整整

齐齐；每天总有同学细心地

为班里两盆小植物浇水；天

气转凉，有心的同学会在小

白板上写下温馨“注意添

衣”的语句，记得讲台的阶

级边上的铁架老是掉下来，

有同学就悄悄帮忙修好了；

黑板前的粉笔槽一端有同

学地装上一个小纸槽，方便

了老师们使用也保持了地

面的清洁；最近天气潮湿，

有同学带回一块地毯，放在

教室门口，保持了教室内的

干爽清洁；晚修期间，同学

出入门口轻手轻脚，不发出

一丁点声响干扰其他同学。 
有一段时间，教室外面

风很大，我早早回到教室，

整理好门前被风吹翻的流

动红旗，回到座位上。大风

又把红旗吹翻了。有一个同

学回来了，在门前整理好红

旗，回头他看了一眼，才走

进教室。第二个同学回来

了，第三个，第四个��每

一个进门的同学，却下意识

去整理一下被风吹翻的红

旗。红旗在风中热烈飘扬。

看，它是每个十班人火红的

心。不在乎十班为我带来了

什么荣誉，只在乎我为十班

做了些什么，这就是十班人

的服务精神！ 

（责任编辑：蓝敏） 

 
 
 
 
 
 
 
 
 
 
 
 
 
 
 



梦之号�初一（2） 

★初一（2）班 庄静宜   

班主任 蔡心怡 

 

54张稚嫩可爱的脸，54个天真无

邪的笑容，构成校园里最美的一道风

景。于是，阳光显得分外耀眼，空气

显得分外清新，一切因这道风景而变

得多姿多彩。 

而这道风景，承载着一个个纯真

的梦想，一步一步踏上了去往未来的

路。 

这便是我们��初一（2）班。 

��题记  

（一） 

还记得是那个金秋的

九月，我们踏进了这所中学

的校园��广东实验中学，

一个曾经陌生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

个温暖的家��初一（2）

班。 

“今日我以二班为

荣，明日二班以我为傲！”

当初我们看着这句话时，眼

里装着满满的“不理解”，

却仍那么响亮地读出了这

句话。仿佛那一刻，我们懂

得了一些什么��你望望

我，我望望你，像是许下了

一个永恒的承诺般，发出真

心的笑容。 

一起生活，一起学习，

时间将我们紧紧地扣在了

一起，不是吗？ 

“我们手牵着手，心

连着心。”两个月过去了，

女生们曾发出这样的声音。

在这两个月里，我们早已从

陌生变成了熟悉，从沉默不

语变成了无所不谈��一

天天下来，笑声多了，结伴

而行的朋友也多了。 

看到了吗？我们之间

的距离，又近了。甚至，距

离已消失。 

 

（二） 

是缘分，还是天意，令

我们去到了这里，初一（2）

班。 

不约而同地，我们朝着

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前

进着。我们用我们的团结一

致，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

功；我们用我们的积极进

取，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了最

高。是的，这便是初一（2）

班。 

付出和收获，它们两者

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不相等

的��我们都清楚这个道

理，于是我们都付出着汗

水，为自己，为这个家。虽

然总是那么那么累，但看见

那一张张骄人的奖项，那一

面面光荣的锦旗，我们笑

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

比赛吗？是广播操比赛。比

赛前几天，自习课都变成了

广播操训练。在烈日下，多

少人早已汗流浃背！可大家

都坚持下来了，一次次地练

习，我们看到了我们那巨大

的进步！比赛那天，我们获

得了第一，第一！ 

还有合唱节。在初一和

初二的同学和老师们面前，

我们用心唱出那最美的声

音，仿佛天籁一般的动听。

台下所有的听众被我们的

歌声征服了，沉醉在中。最

后，我们又拿到了那个“一

等奖”。我们为这个家自豪。 

我们让那面流动红旗

连续四个月稳稳地挂在班

级的门口，它总是微微扬

起，似乎也因这里而自豪�

�最后，我们获得了学校的

优秀班集体！ 

还有前阵子刚结束的

诗歌朗诵比赛。参与朗诵的

六位同学，将他们的朗诵，

变成了一首美妙的音乐会。

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时而

欢快，时而悲伤。他们用声

音指挥了这场音乐会��

音乐会的举办是那么的成



功，我们又以高分获得了年

级的一等奖。 

且不说我们的多才多

艺，我们的学习也令他人刮

目相看的！��瞧，在上学

期的期中考和期末考中，我

们优异的成绩在年级中名

列前茅！ 

是的，这便是我们。我

们用双手，给这个家增添光

彩��点点滴滴，都将印在

这个家成长的小路上，永远

铭记在心中。 

 

（三） 

在这个家里，每一个

成员都是那么的重要，当然

还有那个始终照顾我们的

“家长”��蔡心怡老师。 

印象中，她很爱笑，

即使发脾气也在笑。她让我

们学会去爱这个班级，爱彼

此每一个人。于是我用心，

记 录 着 身 边 的 所 有 同

学�� 

清晨，迈入熟悉的班

级。看着劳动委员黄琳在埋

头整理着讲台，一边摆桌

椅，一边提醒着同学。不时

抬头笑着说声“早上好”，

又继续了工作。 

早读课上，副班长熊

哲阳和王施泽总会在喧闹

声中站起，组织同学们开始

早读。他们雄壮的声音，在

教室里回荡，大家用朗朗的

读书声陪伴着这声音：“唧

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

闻 机 杼 声 ， 惟 闻 女 叹

息��” 

课堂，总会看见一直小

手高高举起，那便是有点男

孩子性格的邝泽慧。在课堂

上总能听见她发言的声音，

随即跟着的便是老师的

“好，说的不错。”这时，

她总会微笑地点点头。 

这便是平时的我们，有

点顽皮夹带着一丝聪明，有

点活泼夹带着一丝认真。 

用心去看这个家，你会

发现更多更多出类拔萃的

同学�� 

比如在上学期期中考

和期末考两次蝉联年级第

一的朱悦祺，一个积极向上

的女生； 

比如被邀请上晨会参

加小名人访谈的熊哲阳，热

爱小提琴的他，是弦乐团的

首席； 

比如学生会文娱部副

部长景昕，虽然比我们都要

小，但却是出名的“羊城小

市长”，还是舞蹈队的一员。 

�� 

那么多，那么多，每一

个人都有他自身所擅长的

东西，每一个人都在散发着

与众不同的魅力。但从来没

有人会炫耀自己，他们用一

技之长去帮助班级，令班级

成为了一个闪光点，那么那

么的刺眼。 

��或许是因为有了

你们，才会让这个家永远那

么温暖，那么美。 

 

（四） 

210天，我们已经相处

了七个月。 

在这七个月里，我们已

习惯走进这个家，已熟悉地

念着每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一起用双手耕耘

了彼此的收获，我们一起沐

浴荣誉在这个家里发出的

阳光，我们一起用心，编织

这个家，编织爱的翅膀。 

我们成了一个永远的

童话，而作者便是我们。 

初一（2）班，我们这

一家。 

 

有一艘轮船，准备驶向

那浩瀚无边的大海。它的名

字叫“梦之号”。 

承载着一个个美丽的

梦，54个船员和一位船长登

上了这艘船中，开始了他们

梦的航行。 

船越开越远，他们的梦

想也越飞越高。 

这便是我们，初一二

班，我们的家。 

我们都永远爱这个家，

永远。 

                                          

��文末 

（责任编辑：蓝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