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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我校高三毕业生王奕阳同学

获浙江省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我校高三毕业生王奕阳同学获浙江省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王奕阳曾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高三 3班班长，曾担任杭

高保送 4班班长，从小学至今一直担任班长职务。在高中参加

了第一批党校学习，即将成为预备党员。 且每学期都获得“三

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优秀团员”称号，以及区、直属、市

级的先进荣誉。王奕阳同学关心集体，热心参与学校的各种活

动，参与了杭州高级中学第十四次团代会、学代会，并担任了

总监票人一职。

在今年的高考中，王奕阳同学也考出了 714分的好成绩，

是卓越杭高人的代表。 在此一并祝贺！

我校在 2013年浙江省高中数学竞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

在 2013 年浙江省数学竞赛中，我校取得优异成绩，具体

情况如下：一等奖：周昱杉、刘群力、朱弘毅、王静怡、翁佳琪、

杨佳鸣、许胤达；二等奖：单子渊、季缘、宋宇辰、郎园、俞之奡、

陶旭阳、赵弘毅、潘妙、尹嘉炜、金锴；三等奖：田宇成、龚雪、林

华、李斯昆、袁智扬、谢熹鹏。

我校在第八届全国高中应用物理知识竞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

第八届全国高中应用物理知识竞赛浙江赛区的竞赛工作

已圆满结束，我校学子凭借不懈的努力和出色的发挥，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在此次竞赛中，我校高一、高二年级共有 28位同

学获奖，其中高二组获得一等奖同学人数共有 7名，为杭州市

参赛学校第一名。在对获奖同学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对尽心参

与竞赛辅导工作的陈明华、林三井、许钢等老师表示感谢。

我校学生直接晋级 2013年中央电视台

“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浙江省决赛

在 5月 18日举行的 2013年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

风采大赛杭州市总决赛中，我校高二（6）江佳迎同学获得高中

组冠军，并直接晋级 2013年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风采

大赛浙江省决赛。

我校学生在第十四届杭州市

中小学生电脑制作活动中获奖

杭州市第十四届中小学生电脑制作及智能机器人竞赛评

比活动已全部结束，全市共有 333件学生电脑作品和 47 个学

校 120支中小学智能机器人队伍参加本届比赛。

我校学生李馨仪作品《书籍装帧设计———< 呼啸山庄 >》

获高中电脑艺术设计一等奖，范康哲、何家琦同学获高中 2 对

2机器人足球二等奖，指导老师分别是潘未未和何杭广老师。

向以上获奖学生和指导老师表示祝贺。

我校学生获 27届省青科创新大赛 4项大奖

及浙大自主招生推荐资格

团浙江省委主办的第 27 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在浙江省科技馆举行。我校学生参赛的 4个科技创新项目，经

过了市赛的层层选拔，省赛的初评、复审、现场问辩等环节，从

参加科技创新项目的 280 篇科技论文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 3

个浙江省一等奖，1 个浙江省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陈培亨、郝

笃行、林逸超等同学获得了浙江大学自主招生推荐资格。

省科协党组书记李德忠、省科协副主席章丰、省教育厅副

厅长韩平、团省委副书记朱斌、省科技厅党组成员杨春民等领

导参加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活动， 省科协党组书记李德忠为我

校获得浙江大学自主招生资格候选人的优秀论文作者， 颁发

了推荐信。

美国 DS行有感

———by� Cindy� 何歆

西湖，我最喜欢的是孤山。

古人云：“钱塘之胜在西湖，西湖之胜

在孤山。 ”依我言，孤山之胜离不开林和

靖，林和靖是孤山的艺术符号。

当年林和靖解甲归隐，从此终身蛰居

于此。 孤山是林和靖安身立命之所，没有

孤山就难以想象有完整的林和靖。 同样，

没有林和靖“梅妻鹤子鹿侣”的佳话，慕名

而来孤山的游客心中就少了一份憧憬和

雅兴。

一个人与一座荒岛。

白居易任杭州知府时写了很多诗赞美

西湖，“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

堤”，“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

离任后还念念不忘，“未能抛得杭州去，一

半勾留是此湖”。

我曾一直以为西湖很早就真的像诗

中写的那么美。

我忘了白居易是诗人。诗人心中情是浪

漫虚幻的，诗人眼中景是朦胧诗化的。“草色

遥看近却无“，那景只可远观不可近察。

事实上， 唐宋时期的西湖泥沙淤积，

葑草遮蔽，一片荒凉。 史书上说：为了给

水，吴越国王钱镠建立“撩湖兵”，日以继

夜疏浚； 林和靖晚年时期的宋仁宗时代，

杭州知州郑戬“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

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 其乱糟糟

景象可以想见。

林和靖选择定居孤山，我不知他是怎

样忍受那份荒凉清苦的。

他远离闹市，独栖孤山，与玛瑙寺毗

邻而居。 这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绝尘之所，

是杂草丛生、 鲜有人迹的孤屿、荒岛。

林和靖放下铺盖家什，就开始指点孤

山、规划孤山。

为了果腹，他亲自耕作。 灌园种菜、打

柴生火，采药种药卖药，渔樵于湖泊之上，

躬耕于垄亩之中。 为了怡情， 他着手改

造环境。 坡上种桃李，岩间栽竹菊，沿湖插

柳枝，屋旁植梅树，还养了两只丹顶鹤，驯

了一只梅花鹿。 清人墨浪子《西湖佳话》说

林和靖：“得此而居……不三四年之间，而

孤山风景已非昔日矣！ ”

他林和靖一个人竟然把一座荒岛捣

腾成了世外桃源！

孤山何时成名，我没有找到史料佐证。

孤山又名梅花屿，广植梅花是林和靖所为。

孤山以梅花扬名，当归功于林和靖。

选择荒凉的孤山定居， 需要一双慧

眼，一种定力。 把一座荒岛整治得漾溢诗

情画意，更需要一颗慧心。

我佩服林和靖，但还是难以理解林和靖。

他有必要自找苦吃么？ 他可是极富才

华：经史子集无不通晓，琴诗书画样样擅

长。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他

青灯黄卷夜读书，不考功名岂不虚掷年华

么？ 你想，亲自打渔种地，亲自砍柴灌园，

躬耕终日，多累啊。 我有过乡村艰苦生活

的体验，至今回想那段劳碌的岁月，仍不

寒而栗。

读了林和靖大量的诗，我渐渐明白。

林和靖辛勤劳作、改造孤山时，也在

欣赏孤山，享受上苍的赐予。“辛勤灌园欲

何之？ 种得梅林尽是诗。 小梅斜插银梳月,

正是逋郎得句时。 ”他用笔记下了农耕生

活的恬然乐趣和深切感悟。

孤山的山水草木， 孤山的清风朗月，

孤山的鸟兽虫鱼，孤山的劳动生活，这些

都成了他诗中的意象。

“村路飘黄叶，人家湿翠微”， “碧间

流红叶，青林点白云”，俗人眼中的荒凉，

到了林和靖眼中怎么就成了色彩缤纷的

天然画卷了呢？ “泉声落坐石，花气上

行衣”“秋阶响松子，雨壁上苔衣” ，俗人

耳中一片死寂，在林和靖那里怎么就成了

天籁绝响了呢？“鹤闲临水久， 蜂懒采花

疏”，“草长团粉蝶，林暖坠青虫”， “纤钓

时得小溪鱼,饱卧花阴兴有余。 ”俗人熟视

无睹的事物在林和靖心中怎么就组成了

生机盎然的大千世界了呢？

孤山哪见荒凉？ 孤山何孤之有？

观得天地之富，乃知人间之贫；心中

存有诗意，方免俗务之累。

率性地生存，诗意地栖居，这是人生

的大智慧。

我读懂林和靖了。

（作者 /杭高语文教师 石泉）

今天———2013 年 6 月 7 日， 我的学

生马上要参加高考了，我要去送考。 昨晚

我特地开了三个闹铃 6:00,6:10,6:15。 结果

天还没有亮我就醒了，没睡够，闭上眼睛，

脑子却又清醒得要命。三年来的点点滴滴

都浮现在我眼前，我有时候盼望着高考早

点来到，但真的快来的时候，又有点舍不

得他们，舍不得他们的离开，担心以后再

也无法遇到这么好的学生，我害怕优秀的

学生的离去，会带走了我的青春、智慧。这

届学生是我带得最为辛苦的一届，因为特

别投入所以特别不舍。 记得第一次家长

会，我说了这么一句话，面对新一届学生，

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三年后他们离开杭

高时，会这样说“我很幸运，因为我在高中

遇到了费老师。 ”请相信我会为这个愿望

而不懈努力。 三年来我为他们的失败焦

虑，为他们的进步开心，看着他们一点点

长大，进步。我感到了空空的感觉，这种感

觉就像目送徒弟下山的师父，既有一种生

命得到延续的兴奋，也有江湖渐行渐远的

失落，感觉自己就像完成旷世奇作的瞬间

突然手足无措的雕塑家。我这三年宝贵年

华浸渍了他们的成长。 现在他们要离开

了，我的作品也完成了。 我终于明白了一

个道理，教师的生命在于过程之中。 考前

最后一节课，唐佳慧（曾经我的课代表保

送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徐珉杰（保送同济）也来了，我讲

了 12条高考注意点，同学们也投入，我也讲得很有劲，

整节课充满了笑声和掌声。 最后多出 5分钟，讲了几句

祝福的话，最后一节课非常圆满。中午四班学生来找我，

说我最后几句话他们很感动，还有抗议我下午给保送生

去做讲座，他们还没走，我属于他们。我说，我属于你们，

也属于他们，他们将是我的第六届学生，第一天来杭高

我想去见见他们。 结果下午我在做讲座时，几个四班的

孩子还在门口探头探脑，可爱之极。

6:00的闹铃响了，我再也躺不住，6:30出门，一路畅

通无阻、秩序井然。 6:50到杭高校门口，还没有学生和家

长，只有几个保安和交警。 先到办公室坐一会儿，7:20到

杭高校门口迎候我的孩子们， 所有的班主任都穿了红色

的T恤，上面印着“加油杭高”。 陆陆续续有学生来了，雨

越下越大， 看得出第一场孩子们有些紧张， 但依然微笑

着， 带着老师的祝福进入校园。 8:30我问了每一位班主

任，还有多少孩子没到，没到的请打个电话问一下，现在

到哪里了。 8:35我看到最后几个学生来时，像发现新大陆

一样开心， 拼命地喊他， 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一样激

动。 8:40杭高所有学生都来了，我们心中的石头落下了。

这时我发现我的鞋子、裤管全湿透了。

下午的数学送考，我发现学生经历了语文后放松多

了，许多学生纷纷过来和我握手或拥抱一下，甚至有个

可爱的孩子摸摸我的头，说沾点灵气，为了让他们个好

心态，我就豁出去了“费老师今天就随你们怎么样都可

以，呵呵！”有些孩子还和我讲，放心吧，我数学一定会考

好的。感觉他们好像是怕我紧张似的。第一天过去了，一

切很平稳，孩子们的情绪也很正常，我看到他们考完数

学出来依然能微笑地看着我和我打招呼，我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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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 养正 聚力 致远

———杭州高级中学举行“道德讲堂”主题活动

6 月 4日下午， 杭州高级中学高一年级

举行了简短而独具特色的“道德讲堂”主题活

动。杭州市团市委宣传权益部赵军部长、杭州

市教育局团工委汤一鹏副书记、 杭州市

12355青少年成长热线志愿者、2010年“杭州

市十大平民英雄”宋健男参加了此次活动。

凝心·养正·聚力·致远的“道德讲堂”

活动首先在志愿者歌曲———《志愿的心》的

歌声中拉开帷幕。接着，伴着典雅浑厚的古

琴，倾情诗意的书法，杭高养正国学社社员

带来了国学经典《论语》诵读，古代圣贤的

谆谆教诲， 很好地诠释了古人对道德的理

解和追求。

在活动中，“平民英雄”宋健男老师与主

持人亲切交流，畅谈自己从事志愿者服务活

动的亲身经历，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志愿者

生涯，更是以“相信我自己”的心理游戏与同

学们积极地互动，会场气氛轻松愉快。 与宋

老师的交流令高一文科班的同学们感触良

多，他们纷纷对于“道德的力量”、“志愿的精

神”等话题畅谈感想，分享收获。

在活动的尾声部分， 举行了俞秀松志

愿服务队命名宣誓仪式。 由杭州市团市委

宣传权益部赵军部长授旗， 全体同学在杭

州市教育局团工委汤一鹏副书记的领誓下

庄严宣誓。

百年杭高精神，薪火代代相传。 杭高作

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作为近现代中

国诸多名家大师的人生驿站， 其厚重的文

化底蕴中承载着杭高“与时俱进、 追求卓

越”的时代精神。相信每一个杭高人都会以

立德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志愿者活动中，向

着做一个“善良、丰富、高贵”的杭高人迈出

更坚定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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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林和靖

一节课 55 分钟，一天六节课，午饭只

有 20分钟， 课间休息更是只有三分钟，全

部被用来赶往下一节课的教室了。所以，他

们的校园生活，无疑是忙碌的。

到校 Dover-Sherborn 学校有十多

辆校车专门负责挨家挨户的接送学生。 我

每天早上 6:50 前准备完毕，在寄住家庭的

门口便可登上校车，去往学校。

我住在 Sherborn，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

小镇，校车开过，都是大面积的森林以及湖

泊，偶尔还可以在路边看到一些小野兔，小

野鸭，小鹅，甚至可以看到鹿。

到校之后有较长的空闲时间， 一般乘

坐校车 7:15 便可以到校，而课程要 7:40 才

开始。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教室，都是

有什么课程去往什么教室， 所以早晨学生

们通常会席地而坐，聊聊天，或者预习预习

课文。 （下转 1、4版中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