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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届高考喜报
鲲鹏久有凌云志袁硕果飘香又一年遥 2017 年袁团结奋进的华星人秉承着严
格科学的管理理念尧践行着高效课堂的教学思想尧坚持着野中国灵魂尧世界眼
光冶的育人精神袁向无为人民交上一份精彩答卷遥 2017 届高考袁我校再创辉煌浴

465 人袁在全体华星人的努力下袁实现了历史
性的突破院一本达线 81 人袁本科以上达线 336 人袁本科达线率 73%遥
突破一院我校高考本科出现历史性突破袁本科达线 336 人袁本科达线率 73%遥
突破二院艺体本科双达线 86 人袁达线率高达 96%袁实现历史性突破遥
我校今年参加高考总人数

突破三院文化课高分段人数喜人袁一本达线率高遥

620 分袁全省排名 2450 名袁文科最高分为 544
分袁全省排名 7695 名袁一本达线 81 人遥
我校今年理科最高分

突破四院我校本届学生基础薄弱袁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尧实现历史性
的突破袁依靠的是全体高三老师的辛劳和学校野严格科学冶的管理遥
特此祝贺浴 并向 2017 届高三年级全体老师致敬浴 向一直以来关心我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社会各界友好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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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约青春

逐梦高考

要要
要华星
2017 届 465 位高三学子出征

6 月 7 日上午袁 我校为高三学子
举行了高考出征仪式遥 这是个特别的
日子浴 令人期盼已久的热血沸腾的高
考日到来了浴 十二年寒窗苦读袁只为
这一天浴
早晨袁 校大门口广场上欢声鼎
沸尧旗帜飞扬遥 不少学生家长一大早
就围在校门口袁急切地等待着为孩子
们送行遥 7:30 分袁学生队伍浩浩荡荡袁
在大门口广场上有序的上车遥 学校领
导亲临现场袁校长胡新苗尧常务副校
长陈玉福以及各学部领导袁来到每辆
校 车 上为 我 们 高 三 学子 加 油 助 威 遥
野高考必胜冶尧野华星必胜冶的口号声回
荡在校园的上空遥 7 点 58 分袁鞭炮声
响起袁整个学校立即陷入了一片欢乐
的海洋遥 在鞭炮声中袁一辆辆满载考
生的大巴车在一声声坚定必胜的呐
喊声中缓缓驶出了校门遥
我们相信付出定有回报曰我们相
信华星学子高考必定再谱华章浴
渊校办冤

无为县县委书记奚南山莅临我校慰问困难儿童
2017 年 5 月 31 日上午袁 无为县县委书记
奚南山在副县长刘萍尧 教育局局长伍小平陪同
下袁看望并慰问了我校困难儿童蔡瑞雅同学袁为
她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遥
蔡瑞雅同学是我校小学部的小朋友袁 她父
亲身体不好袁家庭生活困难袁蔡瑞雅小小年纪撑
起了一个家袁真让人心疼遥 奚书记详细了解了蔡
瑞雅小朋友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袁 小学部李丹主
任介绍了蔡瑞雅小朋友的种种可喜的变化遥 来
到华星学校后袁她变得积极乐观起来袁还参演了
下午的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叶花木兰曳袁出演花
木兰角色遥 奚书记为她送上了一定的慰问金及
野六一冶儿童节礼物袁鼓励她树立信心袁过上快乐
的生活遥 奚书记的一番话如同一股暖流融进蔡
瑞雅小朋友的心袁她表示要好好学习袁长大当一
名医生袁去给爸爸治病遥
渊校办冤

粽叶飘香过端午
幸福和谐师生情

快 乐 绽 放

我校隆重举行
野感动华星十佳美德少年冶颁奖仪式

6 月 12 日袁我校隆重举行野感动华星十佳美德少年冶颁奖仪式袁常务副校
长陈玉福尧政教处罗前中主任尧初中部韩承罗主任等出席典礼并为获奖同学
颁奖袁3000 余名师生共同观看了仪式遥
本次评选活动历时半个多月袁分三个阶段进行院首先以班级为单位袁推选
了 13 位候选人袁他们都是各班级品学兼优的学生袁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遥 第
二步袁采取网上投票的办法遥 5 月 20 日要29 日袁广大老师尧家长尧各位同学及
所有关心我校发展的友人进行网络投票袁得票前 10 名的学生为野感动华星十
佳美德少年冶浴 第三阶段袁为获得荣誉的学生颁奖遥
最终袁804 班鲁文武尧903 班卫承红尧905 班肖逸尧703 班黄振宇尧902 班张
文杰尧803 班赵振东尧801 班刘浩天尧904 班盛洲建尧701 班马龙麟尧802 班晋姚
英姿获得 2017 年度野感动华星十佳美德少年冶遥
本次评选活动袁网络点击率达 50000 多次袁优秀学生们的事迹广泛流传袁
弘扬了正气袁歌颂了真情袁倡导了真善美遥
渊校办冤

放飞梦想 收获快乐
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袁 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遥 由于我校是寄宿制袁学生都在校园里袁学
校为了让师生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传统节日文化袁5
月 30 晚在校园内举行了师生共庆端午佳节活动袁虽
然不能和家人团聚袁 但是老师的陪伴让学子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遥
五月初五农历端午节夜幕降临袁 华星学校到处
营造出一片温暖的氛围袁 各班的孩子吃着软软的粽
子袁流油的鸭蛋袁感到特别开心袁有的班主任还给孩
子买了西瓜尧甜筒尧可乐等等遥 一个个粽子袁一个个鸭
蛋袁一片片西瓜袁饱含着老师对学生满满的温暖与关
爱遥 野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袁也是我第一次在外
面过端午节袁但是我并不孤单遥 有好吃的粽子袁还有
老师和同学一起陪伴袁我感觉到特别高兴袁这是我至
今感触最深的一次节日遥 冶一位高一学生激动地说遥
端午节的庆祝活动让学生在校园里也同样感受
到家庭的温暖袁营造出了祥和尧团圆的节日气氛遥
渊校办冤

童 心 飞 扬

2017年 6 月 1 日上午袁阳光明媚袁风 和日 丽袁我校 小学 部举行 了第 二
届野放飞梦想袁收获快乐冶放风筝活动遥 在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带领下袁
学校的操场成了欢乐的海洋袁 孩子们痛痛快快的与蓝天尧 白云亲近了一
回遥 他们放飞着希望袁放飞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遥
在这次活动中袁学生们放风筝的积极性非常高袁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袁感受
到了快乐袁放松了心情袁放飞了梦想遥 这不仅活跃了校园气氛袁丰富了校园生
活袁让学生有机会亲近和热爱大自然袁还培养了他们的动手尧动脑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遥
渊陈乔影冤

六月的阳光灿烂夺目袁六月的鲜花绚丽多彩袁六月的笑
脸如花绽放袁六月的歌声随风飘扬噎噎盼望中袁我们迎来了
快乐的节日浴 期待中袁我们敲响了欢庆的锣鼓浴
2017 年 5 月 31 日下午袁我校小学部的孩子们穿着五彩
的演出服袁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校多功能厅袁举行了主题为"
快乐绽放袁童心飞扬"文艺汇演活动遥校领导和各位家长对此
次庆祝活动高度重视袁给予了极大地关心和支持袁出席了庆
祝活动遥
文艺演出在一年级小朋友的舞蹈叶小小一粒沙曳中拉开
了序幕袁 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陆续登场院402 班的歌伴舞
叶虫儿飞曳尧201 班的舞蹈叶奔跑吧宝贝曳袁孩子们用所学尧所
懂向往美好的未来遥 601 班的舞蹈叶美丽的神话曳袁通过孩子
们团结合作精神袁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感受遥 怀揣着
童年的梦想袁602 班的叶祝福曳袁让孩子们挥洒风采袁畅想未
来遥302 班的叶花木兰曳袁将女英雄花木兰表现得淋漓尽致遥在
活动中袁老师们也用动听的歌声袁唱出对孩子们的热忱与激
情遥 演出现场小演员们活泼可爱的笑脸袁前来观看的领导及
家长也汇聚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遥 在本次汇演活动中袁300
多名孩子个个都是主角袁每一个孩子都体验着尧快乐着袁每
一个节目都精彩地秀出了孩子们的童真尧童趣袁秀出孩子们
的个性袁秀出孩子们的艺术潜力袁赢得各位领导及家长们的
阵阵掌声遥
形式多样的活动袁 全面展示了华星学校素质教育的成
果袁让每一个孩子留下了童年最美好的记忆遥 愿所有的小朋
友节日快乐袁茁壮成长袁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浴
渊陈乔影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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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校袁校园处处有阳光
校园袁是所有人心灵的一块净土袁我爱
我校袁 是因为它有着沁人心脾的笔墨书香曰
我爱我校袁 是因为它有着认真负责的教官尧
老师曰 我爱我校袁 是因为它有着积极向上 `
互相帮助的同学曰我爱我校袁是因为这里的
野阳光冶无处不在袁而我来自这里袁这里便是
我的学校要要
要华星遥
我的学校是寄宿制学校袁我们大部分时
间都在学校袁甚至比在家的时间还长遥 来到
华星袁意味着舍弃了父母整天野捧怕摔冶袁野含
怕化冶的野熊猫冶地位遥 来到华星还意味着我
们走向独立袁 开始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袁但
是我们无所畏惧袁 怀着不同的信念来到这
里遥在这里我们与老师朝夕相处遥共同生活遥
在这里袁我们学会了自理生活遥 学会了对自
己负责袁学会了努力学习袁为梦想付出汗水遥
平日里袁我们都在教官那清脆的哨声中

这个季节的风很暖袁柔和地拂过我的脸
庞遥 梧桐的叶子发出野飒飒冶的声响袁我走在
校园的小路上袁感受着明媚的阳光袁听着风
带来的自然之声遥 干净整洁的长廊一眼便望
到尽头袁课间袁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袁伴随着
上课铃声地响起袁刚才还在嬉戏玩耍的学生
们袁此刻已静坐在教室里袁随着老师的到来袁
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袁林间鸟儿也在这时奏
起了交响乐袁似乎在为学生们加油鼓劲遥 这
便是校园的味道遥
我的校园相比其他学校似乎要大一些袁
人要多一些袁可是这里的一切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遥
每天早晨我们上完两节课便去跑操遥 响
亮的口号袁整齐的步伐让大课间活动成为了
我们学校的一大特色遥 每天我们都认认真真
地去做袁讲究步伐整齐划一袁不出错袁要求口
号响亮有气势袁 仿佛这已成为了我们的习
惯遥 也许在常人看来那一模一样的步伐整整
齐齐的方阵队是那样的令人不可思议袁可是
我们却做到了遥 这便是一种集体凝聚力的表
现袁这是一种精神袁一种名为野一不怕苦袁二
不怕累袁风雨同舟袁追求卓越冶的精神遥
中午放学两三为伍袁三五成群袁结伴走
向食堂遥 在食堂里你看不到随意插队的现
象袁也听不到喧哗吵闹的声音袁你所看到的
是一片和谐融洽的情形袁同学们自觉排好队
伍耐心等待袁也许要等很长时间袁但没有一

强先乐
睁开眼袁 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熟悉的环境,熟
悉的人遥 啊!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遥
在晴朗的日子里袁 我们通常是要晨跑
的袁还没到晨跑时间曰操场已有很多人,袁每
个人都显得精神饱满袁朝气蓬勃浴 大家来到
各自的队中开始朗读自己所带的书袁 太阳
也才刚刚升起袁 那第一缕阳光轻轻的洒在
我们面庞上袁使原本还带点幼稚气的我们袁
显得格外积极向上袁 无不显出我们的勤奋
刻苦遥
除晨跑外袁 我们的大课间也十分精彩遥
看袁课间铃一打响袁各班就开始整队准备到
红旗台前曰听袁前进路上的脚步是多么整齐遥
那矫健的身姿还真有几分军人之色袁大
课间最壮观的便是号称野江北第一操冶的早
操袁操声未响袁大家正屏气凝神的等操声响
起遥 瞧袁我们是否像等待命令冲锋陷阵的士

阳光照到这里刚刚好
802班

个同学想插个队袁 甚至连声抱怨也没有袁就
这样安安静静的等着袁这便是个人素养的一
种体现袁一种名为野尊重他人袁尊重自我冶的
表现遥
回到寝室我们会坐在一起谈谈心或是
讨论几道课上没听懂的习题袁也会洗洗脏衣
服或是打扫一下寝室的卫生遥 每个寝室都是
热闹而温馨的袁在学校也许十几天都见不到
家长回不了家袁但寝室里的每个人都能感受
到家的温暖袁大家遇事互相帮助袁互相谅解袁
彼此宽容袁 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浓浓的友
情袁它们将弥补我们心中所缺的亲情给我们
一个温暖的拥抱遥
我喜欢我的校园袁因为这里有整齐划一
的跑操袁安静整洁的食堂袁热闹温馨的寝室曰
这里有同学们的欢声笑语袁课堂上郎朗的读
书声袁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曰这里有同学们间
的友谊袁师生间的情意袁一个班集体间的团
聚力噎噎
我更喜欢我的班级遥 我们班是一个可爱
团结的大集体遥 那个高高瘦瘦扎着马尾的是
我们班有名的阳光女孩刘慧袁 她性格开朗袁

我的家乡在一个乡村里袁
她很美丽袁 虽然人不怎么多袁
但是却热闹无比浴
春天袁家乡里的花草树木
万物复苏尧生机勃勃遥 当阳春
三月袁 春风微微地吹拂着曰春
班 雷轰轰地打着曰春雨哗哗地下
着袁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遥 春
谢 风尧春雷尧春雨袁这三位春的使
聪 者袁 默 默的 来到 了我们 的 身
边袁悄悄地把我们唤醒了遥 这
时袁 一 切的 一切 都气象 万 千
噎噎家乡的春天是美好的浴
夏天袁家乡里的蝉儿被夏
的使者唤了起来袁开始了他们
的夏季演唱会遥 这个时候袁家乡的人们也开始
了他们的劳作遥 白天田野里忙播种袁顶着夏日
火辣辣的太阳袁播下一粒粒的种子袁用辛勤的
汗水来浇灌袁虽然辛苦袁但很快乐遥 晚上袁青蛙
们在池塘边开了一个晚会袁载歌载舞遥 家乡的
夏天是欢乐的浴
秋天袁 蝉和青蛙都结束了他们各自的演唱
会袁整个家乡宛如桂子花开袁十里飘香遥 田野里袁
放眼望去袁大片大片的金黄色笼罩着田野袁异常
美丽遥秋天袁家乡美丽无比浴而秋天袁也是人们最
忙的时刻了遥 这是人们忙着打玉米袁收玉米袁晒
玉米遥 还要收果子噎噎家乡的秋天是忙碌的浴
冬天袁 忙碌了一个秋天的人们就无事可干
了遥 这时袁大家就在家里看看电视袁或是串串门
儿遥 这时候的田野袁可就不会像春天尧夏天尧秋天
那样了遥 这时冰雪覆盖着大地袁冷清得很遥 但是
街道上可就不是那样的景色了遥 冬天袁家乡隔一
两天就是集市袁 人们就悠闲地在集市上转悠转
悠遥 家乡的冬天是不会孤寂的浴
家乡的四季是美丽的浴是快乐的浴是永远不
会孤寂的浴 我爱我的家乡袁爱她的美丽袁爱她的
风土人情袁爱她的一切浴
401

家
乡
的
四
季

晋姚英姿
乐观积极袁 总是以自己的正能量去影响他
人遥 记得有一次我最擅长的语文考试袁没发
挥好袁心情跌入谷底袁整个人看起来无精打
采的遥 刘慧见我这样袁拉着我便走出班级袁说
道院野跟着我做一遍遥 闭眼袁深呼吸袁张开双
臂袁坚持 10 秒遥 冶我乖乖照做遥 接着袁她又说
道院野看浴 阳光明媚袁微风不燥袁时光正好遥 但
如此晴空袁乌云会有袁雷电会有袁暴风雨更会
不期而至遥 可是没关系呀袁正因为有这些风
雨雷电袁我们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无
穷魅力袁不是吗钥 所以失败一次并不可怕袁它
能让你发现自己的不足袁进而改进袁从而更
上一层楼袁 难道不好吗钥 别再灰心丧气了袁
来袁一起加油浴 冶她伸出手袁等我的回应袁野好袁
我们一起努力浴 冶我坚定地答道袁用力地握住
了她的手袁嘴角上扬袁我们再一次张开双臂
拥抱着这温暖的阳光遥
我的青春洒满了校园里的每一处袁这里
的一草一木袁 一师一友都见证了我的成长遥
我爱校园袁爱校园里的每寸土地袁每缕空气袁
更爱这片热土上和我共同长大的伙伴们浴
渊指导老师院吴娟冤

梦 境
高一渊2冤班

万

里

夕阳姗姗走过袁 孱弱的牵引在天边
寂寞地漂泊袁酡红的轮廓如一支笙歌袁缠
绵悱恻袁将孤独的灵魂细腻温柔的抚摸遥
渐渐袁天边淡了袁夜袁登场袁梦袁开启遥
独泛小舟湖上袁侧卧在船内袁任那小
舟逐水漂游袁 我只顾夜幕中点点流星自
天际陨落袁如一盏盏心灯袁带我去灵魂深
处袁寻找最初的自己遥 抬眼看岸旁飞舞的
萤火袁与那星子相映袁仿佛是星子坠落凡
间的精灵遥 我只问院野点点萤火飞舞盘旋袁
颗颗流星暗夜陨落袁你袁许下了什么样的

愿望钥 冶
又打江南的雨巷路过袁 执一把油纸
伞走过这江南最美的惆怅遥 细雨绵绵袁带
着江南特有的烟雨的韵味袁萧萧而下袁几
分柔婉袁几分苍凉袁几迭幽深袁几迭澹远袁
斑驳青石板的路上袁颓圮的篱墙前袁默默
彳亍而行的碎影究竟有没有寻着一位丁
香一样的姑娘噎噎
天边微亮袁我从梦中醒来袁依稀望见
窗外黛瓦灰墙都浸润在一片微醺的霞光
中袁大地宁静又安详噎噎
老师评语院野你不能做我的诗袁 正如
我不能做你的梦冶袁胡适先生如是说遥 不
管梦见如何袁偶尔间袁片刻的梦醒间的清
明会使人明悟一些东西袁也许是你清醒时
看不清的那些到道理遥 渊指导老师院徐丹冤

汨罗江畔窑屈原
高一渊7冤班

世人皆醉袁惟你独醒遥
汨罗江畔自你归去袁 墨香
和正气升腾了千年遥 在那混沌
不堪尧万马齐喑的时代袁你秉持
高洁袁你爱兰草袁爱的是它那份
生在悬崖峭壁上袁风雨交加袁但
从不被屈服的傲骨袁 向往崇敬
的是那份高洁遥
楚国的社会衰败,唯独你不
与贪官庸官同流合污曰你疏留邪
恶袁其壮志可与日月争辉遥 当你
掌管楚国最大县权限时袁你严惩
恶霸曰当百姓因病而死时袁你以
身试药曰 当你发现楚律的弊端

张唯一

时袁你直言上谏遥
在寂寞的风中袁你在行走袁
伴随着夜的灵魂遥 你赋叶离骚曳袁
写下了内心的困苦和悲愤曰亦
余心之所善兮袁 谣琢谓余以善
淫遥 是的袁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
的楚国大夫袁 却一败涂地遥 于
是袁 孤独成为了一种伟大的情
感曰于是袁死亡成为了一种唯美
的跨越遥 于是袁你纵身一跃噎噎
屈原袁 你那身躯在汨罗江
底长眠千年袁 但这份高洁和傲
骨袁将随那汨罗江水滔滔不息袁
永世长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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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袁 青涩笑颜总是那么的烂
漫动人袁 晨曦的阳光伴随着那朗朗的
读书声暖入人心遥
年幼的孩子总是最容易满足袁一颗
糖果袁一块饼干袁一粒种子袁一朵鲜花甚
至只是一句简单的野谢谢冶噎噎便能让
他们的心如同活泼的小鹿一般欢呼雀
跃袁他们的人便如同那刚破茧而出的蝴 班
蝶般翩翩起舞袁那么你会给予这些天使
刘
般的孩子怎样的礼物呢钥
书本吧浴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袁如此 悦
美好的孩子袁 你怎能让那些无所事事
的思绪驻进他的心灵遥 他是如此的有
灵性和聪慧袁 他拥有那充盈灵魂的权
利袁值得一切美好的事物去拥抱遥
读书袁我相信一听到这两个字袁很
多人应该感慨颇深吧浴 像我一般的少
年们袁一定也会有热泪盈眶的时候吧浴
是啊浴 这两个字几乎占尽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天袁我们的
笑容袁我们的泪水袁我们的每一次自骄自傲袁我们的每一
次自怨自嘲噎噎这两个字如同血液一般深深地融进了
我们的体内遥
读书袁 是自小大人们送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曰读
书袁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一次次升华曰读书是我们肩膀上
不可推卸的责任曰读书袁让我们人生的航向在一点一滴
地凝结噎噎是啊浴 读书袁是多么美好的字眼袁它承载了
多少人一生的期望与希冀袁它是多么珍贵而却又平凡遥
你曾经迷茫过么钥你曾经困惑过么钥你曾经动摇过
么钥 怀疑你所在的一切现实袁质疑你未来的一切可能袁
你这是怎么了袁找不到答案了么钥有没有人悄悄和你说
过野赶紧去读书吧浴 冶这就是答案浴 在书中遨游袁你能尝
到一切你未曾感受过的袁 你能体会到一切你所不敢想
象的遥 也许只是恍然之间袁你已经潸然泪下曰也许只是刹
那间的一瞬袁笑容便在你的脸上绽放噎噎书中的一切也
许是超乎想象的美好袁也许是超乎想象的困苦遥你的意志
正在那里袁它随着书中的情节袁一点一滴地被磨碎袁又将
一点一滴地拼凑起来袁而变得愈发凝实袁这是另一种方式
的艰难磨练袁磨练着你的意志袁又在催生你的信念遥
每一个人在书中都有着你的小小的世界袁 它究竟
是艳阳高照的袁月华微醺的袁还是丛林密布的噎噎竭尽
你所能想象到的美好袁还是只有萋萋几根芳草袁瘦弱却
又顽强地生长着噎噎这全都在于你遥
可是啊袁这书中的世界到底只是梦中一场袁它虚幻
又朦胧的存在着袁永远不会踏进你的生活遥你尝试着要
去打破吗钥 打破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界限钥 让你的世界袁
你的信念袁这种种一切你所梦想到的都成真遥当你的梦
在奋力挣扎袁不停地被阻挡袁被抹杀掉时袁你是否还在
坚持着钥 如果有一天你的梦袁在你疲惫不堪袁愈渐模糊
的双眼逐渐浮现时袁不要放弃它袁伸出你的双手袁将它
紧紧地抓在手心里牢牢刻在脑海里噎噎因为它一直在
等着你去紧紧拥抱住它遥
去创作吧浴用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方式袁将这无论
经历怎样的磨难都放不下的袁舍不去的袁已经彻底融进
你骨髓的梦都实现了吧浴 用你手中的笔袁心中的墨袁去
勾勒出它的一份份美丽袁 一份份承担着你无数个日日
夜夜的纯真祝愿袁 期待的精彩噎噎当它真的出现在了
你的世界里袁你的生活中袁你满怀激动的手中袁你饱含
热泪的瞳孔中噎噎那么它便不仅仅是只存在你那虚幻
的梦中了袁 而是你经历了时间的长河不断冲刷之后袁精
神刀剑不断屠杀之后袁 所坚持下来的最为坚定的东西遥
是你心中所撰写的袁脑海里秉承的袁灵魂上铭刻的梦想浴
所以去读书吧袁去努力吧袁用你在书中经历过无数
次挫折袁拼杀袁奋斗后所收获的意志与信念袁去雕刻它
吧浴 去炫耀它吧浴 去点亮它吧浴 不要再放弃了袁因为它
已经成为了你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瑰宝袁你将此生无悔浴
试想一下袁当你垂老时袁满世界的缤纷色彩已经
不再为你所有袁当你的手乏了袁腿酸了袁腰酸了袁背弯
了噎噎当你轻轻倚在一张摇椅上时袁看满树的落英缤
纷袁生机盎然袁你的手中握着的正是你生命里初开时
的一切噎噎清风吹拂袁唤醒了这美好的珍宝曰书页翻
动袁你心中的瑰丽色彩也在不断地闪耀袁陪伴你一生
而终噎噎
渊指导老师院徐立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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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钥 在做操时袁同学们整齐划一的动作与响
亮的节拍声形成对比遥
除这些袁 平日里每天都要做的晨跑尧大
课间外袁 学校也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袁 如院
野礼仪月冶遥 要求我们学生各个都要遵守礼
仪遥 让我难忘的是袁我在放学后常常能看见
一些人袁在他们看见地上有垃圾纸屑时能很
自觉地捡起来扔掉遥 这虽然是小事袁但就这
些小事来看学校所开展的活动让不少学生
的素质提高了不少遥
同时袁 让我感动的还有学生之间的友
谊院临近期中考试袁大家都在为了给自己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都在勤奋努力的学习遥 而
我的生日正好在那次考试前袁本以为大家肯
定忘记了我的生日袁没想到第二节晚自习大
家都放下了手中的笔和书袁围着老师把蛋糕
推进来遥 看着蛋糕袁我不禁流下了眼泪袁我知
道这泪是甜的袁那是我在这所学校第一次过
生日袁我感受到了来自老师和同学浓浓地关
爱和温暖袁是爱连结了我们遥
我知道华星是我心灵的净土袁在这块净
土上充满了爱与阳光袁 我爱你我的学校华
星遥
渊指导老师院陈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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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点评院诗歌用直白的话语袁真挚的情感袁歌颂
了青春的意义袁 也写出了青少年们对于未来的美
好向往与憧憬袁 不断激励自己勇往直前袁 继续奔
跑遥 有情有感袁韵律和谐遥
渊指导老师院李 娜冤
高一渊1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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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江北分校要安徽华星学校

暑 假 招 生 简 章
第一大理由院马鞍山本部 2017 届高考
更是名校辈出袁一本达线 1679 人袁本科以上
达线 3564 人袁 另艺体本科双达线 335 人遥

选择江北分校的八大理由

要要
要安徽华星学校 2017 年高考
芜湖校区要要
再创辉煌浴 参加高考总人数 465 人袁一本达 格科学管理袁 江北分校是一所全封闭寄宿制
线 81 人袁本科达线 336 人袁达线率 735%遥 学校渊家长无须陪读袁放假校车接送冤遥
学校严禁学生带手机尧上网尧男女生交往
值得称赞的是袁 今年理科最高分 620 分袁全
省排名 2450 名袁 文科最高分为 544 分袁全 过密袁 同时在生活上关爱尧 关注学生健康成
长袁教会学生感恩尧关注学生成人遥
省排名 7695 名袁一本达线 81 人浴 艺体本科
第四大理由院一流的硬件设施
双达线 86 人袁 达线率高达 96% 浴 学校在
标准化的学生宿舍院4-6 人一间袁 内有空
2015-2016 学年度荣获无为县 野教学质量优
调尧电扇尧卫生间袁24 小时供应热水遥
胜奖冶尧野教学质量目标管理奖冶尧野教学质量
学校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教室,同时还有
进步奖冶浴
标准化的篮球场尧乒乓球场尧羽毛球场尧排球
第二大理由院成熟的教学模式袁全方位 场等袁欢迎家长实地参观浴
学业辅导(晚自习教师免费辅导遥
第五大理由院 高品质的班主任尧校警尧
第三大理由院以关爱尧感恩为核心的严 教官队伍遥

日月同辉

学校餐厅

育尧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开设演讲课尧写字课,
使每个华星学子成为具有野感恩尧文明尧健康尧
进取冶的新华星人遥
第八大理由院多元化的升学和培养途径
社团是培养学生兴趣袁提高学生各方面
学校实行 24 小时全方位无缝对接管理袁
能力的新园地袁是提升学生素质尧延续 文化
确保学生在校安全袁同时处处关心学生健康尧
魅力的新舞台袁社团已经成为我们实施素质
快乐成长袁生病的学生能及时迅速得到关心袁
教育的重要抓手 袁 成 为打 造个 性化办 学特
让家长放心工作浴
色袁凝炼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遥 加强学生的
第六大理由院完备的配套设施
社团建设袁是提升我校校园文化品位的一条
学校设有除食堂以外的超市尧 书店尧话
重要途径遥 我校一直重视社团建设袁如文学
吧尧理发室尧洗衣房尧浴室等配套设施,完全解
社尧书画摄影社尧英之社尧广播社尧科技社袁声
决学生在校的衣尧食尧住尧行问题,培养学生独
乐社袁跆拳道社袁武术社等袁整合了学校的资
立生存能力遥
源袁尊重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遥 源于社团组织
第七大理由院以经典文化为核心尧五项 的军乐队尧武术 队尧唱歌队在各 类演出 中成
校本课程为载体的德育成人模式
绩显著袁有声 有色的社团活动袁促进了 学生
学校以弟子规尧三字经尧华星学生健康文 身心健康的发展遥
明歌为蓝本袁大力开展感恩教育尧文明礼仪教

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是经马鞍山市政府和马鞍
山教育局批准创办的一所全封闭尧半军事化的民办寄
宿制中学遥 校园青山环绕袁绿树成荫袁小桥流水尧荷香
满园袁是一所充满文化气息的花园式学校遥 学校坐落
于诗城马鞍山市的大学城内袁占地 600 亩袁拥有初中尧
高中两个学部袁现有 150 余个教学班袁在校学生 9300
余人袁教职工 646 人遥 自 2003 年办学以来袁学校先后
被评为市级 野平安学校冶尧野食品卫生等级 a 级单位冶尧
野绿色学校冶袁野园林化单位冶尧野安徽省民办教育先进单
位冶尧野全国民办教育先进单位冶等荣誉称号遥
学校始终坚持袁以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宗旨袁以冶
严格科学管理野的模式规范学生行为袁以自主研发的
野学引用清冶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袁以经
典传统文化和野五项校本课程渊感恩尧礼仪尧心理健康尧
演讲尧写字冤冶有机组成的德育模式塑造学生品格袁把
培养学生具有野中国灵魂尧世界眼光冶作为办学方向袁
努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和幸福奠定基础遥
学校拥有一支专业化袁高素养的教师队伍袁初尧高
中教师 100%本科以上学历袁 研究生比例达到 22%袁
高级教师达到 48%袁 特级教师 2 名袁83%以上教师曾
任重点学校重点班级的班主任或者教学工作袁 省级
野教坛新星冶尧省级骨干教师 19 人袁市级骨干教师达到
32%以上遥
如今袁安徽华星学校与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实现
深度合作办学袁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袁正式成立马鞍
山中加双语学校江北分校要要
要安徽华星学校浴
江北分校将全面引进中加双语学校先进的办学
理念和优秀的教育教学和管理资源,以野培养高素质尧
高品位尧高水平的学生冶为发展核心,实现新华星的再
度崛起与飞速发展,努力为全体华星学子的未来发展
和幸福奠定基础遥
新学期袁我们将在学生的教育尧教学和管理上袁投
入更多的关注袁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革新袁也更需要
您一如既往地关注和始终如一的支持袁 在孩子成才尧
成人尧成长的问题上袁我们共同努力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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