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我从这里远行，2006年我
回到“这里”，2021年她20岁了。

母校，我的吴高，想郑重地道一
声：你好！

谈起母校，思绪穿越到劳动路边
的那个袖珍校园。耳边响起了王明
华老师的“离本场考试结束还有十五
分钟”，响起了计玉琴老师的“要学会
看天穿衣服，不要感冒了”，响起了史
文波老师的“这是你们最后一堂数学
课了，我再教你们几招”，响起了李建
伟老师的“英语是你的强项，下午好

好发挥”，响起了闫凤霞老
师的“学历史要灵活，不
要捧着金饭碗讨饭”。
虽然已经时隔近二十
年，但现在想来，如在
昨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
校从“湖州市第十五中学”
更名为“吴兴高级中学”，从

“劳动路”走到“西山漾”，时空在
变，情怀不变。

毕业后回母校工作会有一种很

微妙的感觉，以前
的 老 师 成 了 同
事。当时的黄
丽 君 校 长 在

“一三五”培训
班开班时，为我
们青年教师“尽

快实现从学生到
教师的角色转换”作

了专业指导。也正是黄
校长的谆谆教诲，让我慢慢地适应，
成为了一名吴高的教师。

那么多年过去了，当看到昔日的
老师青丝变得斑白，我的内心无比感
慨。他们中有的依然勤勤恳恳地奋
斗在教学第一线，有的在其他工作岗
位上发挥着光与热，有的已经光荣退
休。但是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依然发
扬着吴高精神。

如今，我成了你们，我也乐于成
为你们。我会再接再厉，发扬“天生
我材必有用”的校训精神，奋力拼搏，
为母校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撰稿教师 陶凯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最美好的青
春时光都是在吴高度过的。吴高带给
了我太多的激情与欢乐。每当提起吴
高，我的心里就升腾起一股柔情，同时也
涌动着一腔豪情，我的情和爱早已深深
地扎根于这片育人的沃土之中。

曾经在网上看到关于吴高的评
价：吴高的每个地方都可爱得让人恨
不得一辈子待在里面。我想，吴高的
可爱，不仅是因为它有清秀的风景、洁
净的校舍，更是因为有一群智慧而温
暖的吴高人吧！

2001年，我在吴高遇见了一群可
敬可亲可爱的同事。在当时的高三团

队，有被学生称为“计妈妈”的计玉琴
老师，有充满热情的李红宇老师，有严
谨踏实的蒋玉宇老师，有温文尔雅的
李品磊老师，有温和严格的曹旭英老
师，有乐观积极的刘芸老师，还有许许
多多优秀的老师，真的是说也说不完。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在他们身上，我学
到了很多。是他们让我懂得，对待工
作要永远充满热情，对待学生要永远
满怀爱意。如今我已经在讲台上执教
了二十年，但那第一年带高三毕业班
的惶恐与激动、高考成绩出来后的欣
喜和安慰仍清晰可感。

从教至今，我又遇到了很多 80

后、90后的同事，有睿智洒脱的邵琴芳
老师、开朗纯真的范海英老师、勤勉努
力的杨武老师、谦和进取的汤海燕老
师、优雅从容的邵雨欣老师……我想，
正是这一届又一届可亲可敬可爱的吴
高人塑造了吴高的性格。同时，这样
鲜明的个性，又在一届又一届新吴高
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每一
个人的言语、行动、思考，延续着、发展
着吴高蓬勃的生命力。

而在二十年的教师生涯中，我有幸
带过九届毕业班。他们的毕业照片，都
被我整齐地放在书房的相册中。一开
始的时候，我总是以为自己能一直记得

他们，记得他们在我教导下的模样，记得
他们的调皮和认真。但是，随着执教的
时间越来越久，学生们一批批地更换，他
们的姓名很多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
记得吴高校园里每一个春夏秋冬里的
每一个瞬间。记得每天清晨他们的高
声朗读，记得每个夜晚他们的认真自修，
记得他们运动会上的矫健身影，记得每
次高考前的每一个拥抱，记得放榜后的
一份份喜报……

值此校庆之际，我真心祝愿我们
的吴高蒸蒸日上！祝愿老师们幸福执
教！祝愿同学们快乐成长！

撰稿教师 潘亚萍

母校，你好！

吴高印象

2005年的夏天，22名年轻人从不同
的师范大学毕业，恰逢吴高与织里中学
合并搬入如今的新校址。杨塔漾畔，美
丽的校园，崭新的教学楼，还有充满青春

活力的学生……怀着美好的憧憬，我们
相聚吴高，加入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那年金秋，我们从在校大学生转
变成高中老师，从坐在课堂上听课转
变成了站在讲台上讲课。角色变了，
职责也变了。韩愈在《师说》中道：“师
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教师，就是教
书育人。而书如何教？人如何育？对
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们来说，都是
问题。一筹莫展之时，学校给我们新
教师搭建的平台纷至沓来，“一三五”
工程，“师徒结对”的导师制模式，这些
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我很有幸遇

到了一个温暖而智慧的数学组有德才
兼备的史文波书记、学识渊博的刘晓
东老师、博学多才的严惠峰老师、潜心
育人的卞红莲老师、兢兢业业的史慧兰
老师，还有和蔼可亲的李德才老师、陈
业峰老师……他们悉心指导，倾囊相
授，从一开始教我如何备课、上课、听
课、评课，如何与学生相处，做学生的良
师益友，到后来的如何命题、写论文、做
课题，让我一次次感受到吴高老师的温
情关怀与敬业无私。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说
的就是教学相长，所以我们的成长离
不开一届又一届吴高学子，是你们给
了我们教学能力提升的机会、条件和
挑战。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杨塔

漾时，你们最具有青春气息的朗朗读
书声，是世界上最美的天籁；深夜，教
室里明亮的灯光下，映照着你们埋首
书页的背影，更是世间最美的画卷。
你们的活力、智力、青春力和勤奋好学
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们不敢
也不能不积极进取。

春来秋去，年复一年。时间如流
水一般，不知不觉，我们 22 位老师在
吴高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已有 16 年。
16 年，校园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
树，而我们也从一只只小菜鸟成长为
能独当一面的“老”教师。伴随着学校
的迅速发展，我们中的很多人脱颖而
出，在吴高这个舞台大展才华。如尽心
尽责坚守班主任岗位近15年的邵琴芳

老师、范海英老师、伍丽丹老师，勇担重
责的潘莉娟老师、陆伟平老师、沈小忠
老师、董艳老师、宋春学老师，孜孜不倦
只为学生的金建英老师、徐新芳老师，
还有教学科研两手抓的潘建峰老
师等。

16 年我们享受着教书育人的快
乐，16 年我们为在吴高遇到的各种美
好感到幸福。在吴高，我们结识了一群
爱岗敬业、乐教奉献的同事；在吴高，我
们遇见了无数勤奋好学、自强不息的学
生。展望未来，我们将秉承“诲人不倦”
的教风，坚守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
在史文波书记和俞根强校长的带领下，
与吴高一起迎接更辉煌的明天！

撰稿教师 杨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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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二十周年暨办学六十五
周年校庆，既是学校建设发展的里
程碑，又是我们满怀豪情、继往开
来的新起点。征途漫漫，惟有奋

斗。吴高人用自己坚定的步
伐阐释心中的信仰。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校园面貌日新
月异，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
高，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我
想，这所年轻学校成长得如此
之快的奥秘所在，就是“吴高
人”。

吴高的老师在教书育人
的第一线不断奋斗。他们敬业奉
献，积极进取；他们德艺双馨，垂范
学子。工作虽繁忙辛苦，但内心却
快乐充实。尽心尽职是姿态，披星

戴月是常态，他们一直
把学生的事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讲台上的慷慨
激昂，书桌旁的循循善

诱，都是用心育人的见证。此外，
还有多位吴高教师，毅然前往条件
艰苦的四川大凉山和新疆支教，将
吴高的温暖、奋斗者的精神传递得
更远。

自吴高办学以来，我们已培育
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他
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天
生我材必有用”的校训，激励着每
一位吴高人讲好自己的吴高故事。
吴高人的形象，是自信的奋斗者的
形象。

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是

吴高的主人公。学校取得的每一
项荣光都凝聚了大家拼搏的汗水，
校园里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同学
们成长的足迹。衷心希望每位同
学能善待光阴，珍惜在学校的时
间，勤学不辍，让青春无悔。希望
将来离开吴高的你们，能以吴高为
荣。同时，通过持续奋斗，让你们
的未来闪亮，让吴高以你为傲。

回首过去，我们激情满怀；展
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你我当责
无旁贷，全力以赴！让我们携起手
来，以本次校庆为起点，不忘吴高
人的奋斗精神，不忘吴高人的责任
担当，一起书写吴高新的篇章，创
造吴高新的辉煌！

撰稿教师 史文波

吴高人：用奋斗书写人生答卷

20 年前，在吴高的成立仪式上，
我是教师代表的发言人；今天，在吴高
20 岁生日庆典上，我是拉幕人。此
刻，如果我有名字，我的名字叫第一代
吴高人！这个名字背后有无数生动
的、闪光的、美好的教师个体存在。

20年前，我们秉承了织里中学的优
秀文脉，熔铸了湖州四中、八中、十二中的
教育理想，第一代吴高人在吴高出发！

20年前，我见过，我们此刻正站立
的这块土地一片桑田；20年后的今天，
在这里，我依然见桑田，见一片教育的

桑田郁郁葱葱！第一代吴高人，他们用
20年的耕耘，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让
吴高成为省特色示范校，成为全国红十
字模范校，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站上红
十字国际舞台的学校！

今天的吴高是过去 20 年艰苦奋
斗的积蓄，是过去20年不断创新的绽
放！为此，致敬第一代吴高人！

此刻，如果我有名字，我的名字
叫欢喜！今天，我们不是为缅怀而
来，我们是为变化而来！如果吴高永
远是我们熟悉的吴高，那不是我们的

福报，而是我们的不幸！吴高不能只
有继承，吴高必须不断出发。所以，
新教师、新同学源源不断奔赴而来，
使吴高陌生化的同时，恰恰在宣誓：
青春之吴高！灵动之吴高！发展之吴
高！我们应该何其欢喜！为此，致敬
所有的后来者！

此刻，如果我有名字，我的名字叫
感恩！有一天早上，老校工说：老师，
你在这个学校好久了，我记得你，吴高
开办你就在。同一天放学时，走在校
园里，所到之处，收到此起彼伏的“老

师好”！这一早一晚，一老一小，在夕
阳下，突然感悟：我在吴高，已经享受
了20年的“老师好”！在这20年里，只
要是上班的日子，每一天，都要得到来
自孩子们最美的问候“老师好”！这意
味着，20年来，我一直与青春作伴，一
直日日是好日！为此，感恩所有吴高
学子！

如果说“智慧而温暖的行者”是我
给吴高的礼物，那么“智慧而温暖的行
者”也是吴高给我的希望！致敬吴高！

撰稿教师 田葵

致敬吴高

吴高，我们相遇在美好的时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