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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我们在行动
———2018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百廿二中，我们铭心相约；一八而志，我们无
问西东。 新学期，新梦想，此时此刻，我仿佛听到
向往美好的心声正从二中人心灵的地平线升起，
遥远而真切，质朴而动人。

欢迎你们的到来，2018级新生们！ 二中因你
而继往开来！欢迎你们的归来，高二、高三的同学
们！ 二中有你而精彩依旧。 新学期，新征程，让我
们饱含深情地共绘青春之画卷， 同谱二中之蓝
图，遇见最好的自己，成就最好的二中！

记得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曾说：“学校的
使命是创造一个地方，在那里，一个人可以学会
一种完整的、健康的和智慧的生活。”我们很期待
趁学生心底还柔软， 为他种下一颗精神的种子，
使他到达心中的远方。

这颗种子落地生根，抽穗拔节，继而长成参
天大树，终将成为二中人生命的底色和亮色。

底色是一幅画的基调， 是一幅画的精神，在
我看来，二中人应该拥有一种有温度、有高度、有
厚度的生命底色。

首先，二中人怀有“温度”。
暑假里，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作品《小偷家

族》讲述了一群以小偷小摸为生、遭遇各不相同
的男女老少抱团取暖、相互扶持的感人故事，向
我们传递了爱与理解的温度， 情节平淡无奇却
感人至深。 二中人生命底色的温度，正是影片诠
释的那种心怀感恩的善良和悲天悯人的博爱。
这种温度如雪花般晶莹纯洁， 如阳光般温暖明
媚，又如山泉般清澈透明，在温暖他人的同时，
也让我们二中人自己的人生春暖花开。 远有我
们的葛烈腾老校长， 我们即将出版他的回忆录
《天堂之下》，书中，身处当时风云变幻和血腥恐
怖的杭城， 以葛烈腾为首的蕙兰人一直致力于
救助灾难中的人们，用灵魂传递人性的温度。 近
有二中模拟政协小组的同学们， 他们始终以二
中人的温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公益事业，
努力为社会一角勇敢发声。 今年暑假，他们精心
打磨了《关于推动互联网公益众筹规范化建设
的提案》，参加第五届全国模拟政协活动，借此
让众念众益守护起一个又一个家庭抵御疾病和
困难的信心。

记得罗素曾说，有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激情支
配着我的一生———对知识永不停止的追求，对爱
情无法抑制的渴望，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心扉的
怜悯。 同学们，二中人具有的温度让你深情守望
彼岸世界，深切悲悯天下苍生，你的生活因此而
有了大悲悯、大欢喜，有高歌、也有低吟，有欢笑、
也有哀叹，你因此变得更理性也更浪漫，更复杂
也更纯粹，更聪明也更天真，更自律也更自由。

其次，二中人揣有“高度”。

二中人的高度是一种生命的觉解，也是一种
人生的境界。 百廿二中致力于培育拥有大格局、
大胸襟、大情怀的卓越学子。 在提升学生学习力
之同时，致力于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核心素养的养
成； 在引领学生脚踏实地于眼前的田野之同时，
引领他仰望星空，怀想诗和远方。 学校既关注学
生的升学需求， 又关注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
既立足当下，为学生赢在起跑线助力，又放眼未
来，为学生笑在终点站奠基。正如此，二中学子能
做到高境界做人、 高水平学习和高品质生活，在
超越他人之时超越自我，在追赶时代之时引领时
代，在适应世界之时改变世界。今年二中校友、全
省高考第二名的洪扬同学被北大录取，他曾在高
三竞赛省选中失利，但是他以高水平的学习力重
拾信心，参加高考，再现水平，再创佳绩，体现了
二中人自我超越的高度；这个暑假，二中同学赴
安徽参加了模拟联合国大会， 这是一种情怀，更
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眼光，更是一种担当，是一种
温度，更是一种高度。

在我看来，一个有高度的二中人，能做到眼
中有世界，心中有格局，让自己在纷繁芜杂的社
会中坚守自我，展现珠玉之色。 身处一个价值多
元、 娱乐至死、 消解崇高的扑朔迷离的时代，当

“浮躁功利”“娇生惯养”“消解主流” 等标签向我
们在座的 00 后袭来的时候， 当年轻人逐渐成为
大众娱乐与消费的中坚力量的时候，当有的年轻
人慢慢悦纳并崇尚佛系人生的时候， 二中人，我
们应该如何？《史记·商君列传》 中司马迁曾言: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一个人不能只
是唯唯诺诺，盲目跟风，要有自己的态度和高度，
选择与追求。一个有高度的二中人一定是拥有独
立之人格的二中人，他拒绝媚俗，拒绝异化，拒绝
苟且，拒绝平庸，致力于做最真实、最真诚、最正
直、最有真情的自己。

其三，二中人拥有“厚度”。
二中人生命底色的厚度，主要表现为心灵世

界的丰富。“心中有沟壑万千，而面如平湖”是对
二中人生命厚度的生动写照。一个有厚度的二中
人，必定是一个情理交融的二中人。他具有“心有
猛虎、细嗅蔷薇”的细腻，又不乏“无用之用，方为
大用”的哲思，他热爱阅读、艺术欣赏和一切精神
创造，坚守梦想、浪漫和诗意，在这个充斥功利主
义、 虚无主义的时代里深情守望心中的精神家
园。 一个拥有厚度的二中人，一定是一个文理融
通的二中人。 人文与科学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
翼，只有并驾齐驱，双翅并用，方能驰骋于自由之
王国；人文与科学又像人字的一撇一捺，互为支
撑，互为映衬，共同抒写出一个丰盈饱满的大写
的“人”字。

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
读史。”我们用双脚去丈量的土地是有限的，而阅
读却能带领我们去往更远的远方。美国著名的批
评家尼尔·波兹曼的著作《娱乐至死》的封面是没
有脑袋的一家四口人坐在电视机前， 寓意深刻，
人们陶醉于视觉快感的世界，却缺失了阅读文字
和理性思考的能力。面对这个时代中如此的浅阅
读和娱乐文化， 我们能丢掉深层的阅读和思考
吗？ 不然谁来引领这个社会，谁来主持社会的公
平正义，谁来思考人类的终极关怀？ 二中人历来
重视阅读，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了
解人类发展的历史；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
思考人生不同的选择；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感受在困境中坚忍的品质和温暖的情怀……做
一个有厚度的人，让自己的心灵更丰厚，让自己
的思想更厚实。

同学们，有温度、有高度、有厚度的生命底
色，相信不管走向哪里，走得多远，你依然是世间
珍贵的那个，善良、丰富、理性、高贵的那个。由此
做底色，为我们奠定了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 要
实现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发展和卓越发展，我
们还需绽放二中人的青春亮色。

那什么又是二中人的亮色？
每一个鲜活的二中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道

风景和一抹亮色，放眼二中，时时皆风景，处处有
亮色。 在二中，你们全面而有特长，奋发且有能
力，创造又有突破，鲜活而有灵性，人生的亮色并
不只在于学习成绩的出色，更在于你走出了属于
自己的别样的青春之路。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
一步都算数。作家毕淑敏在《领悟人生的亮色》一
书中如是说：“人生可能有许多事情还难以选择
和把握，但有一点，人是可以选择和把握的，那就
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只有积极地、向上的、友善
的、努力的、乐观的、充满信心地去对待生活，人
生才会有亮色。 ” 正如此， 我们要着眼于三个

“口”，盛情绽放三种青春亮色。
1.建设青春的“港口”。 港口，是我们出发的

地方，也是我们回归的地方。 每一种出发都是一
种抵达，每一种远行皆是一种乡愁。 高中是人生
起航的关键阶段，站在这个港口，我们需要用奋
斗做好起航的一切准备。 诚如习主席所言：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无热
血，不少年；无奋斗，不青春！ 只有在二中这方土
地上认真付出过、无私奉献过，回望的时候，你才
会有温暖而持久的美好回忆。 信息学、 物理、化
学、数学等竞赛团队骄人的成绩，一次次让人羡
慕。 前不久，“靠一条鲫鱼上了北大清华”的夺目
新闻标题更是一次次被刷屏。 可是，鲜花簇拥之
时， 又有多少人会想起竞赛团队付出的艰辛呢？

他们获取的不只有成功，更有不负初心、方得始
终的欣喜，更有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坚毅。二中
有他最美的青春港口。

2.跳出心灵的“井口”。 井口，是我们自我设
限的地方，成为井底之蛙的原因或是因为取得一
点成绩后洋洋自得，或是由于经历一时的挫折就
颓然不振，从而无法激活生命的小宇宙，迎来人
生的大境界。青春不设限，天地任我行。人生最大
的亮色就在于挑战生命的限度， 创造青春的可
能，遇见最好的自己。井口，也是我们好奇心开始
的地方。 好奇心是人类发展最大的推动力，世界
上所有伟大的东西， 都来自于好奇心这颗种子。
好奇心也是我们自我更新的动力。“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我们在满怀好奇地探究世界精彩之
同时，实现自我提升、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这个
暑假，我们有同学在全国青少年人文社会研学交
流会上展示研究成果，有同学在全国中学生击剑
锦标赛上夺得亚军， 有同学在全国机器人大赛、
科技创新大赛中摘金夺银，更有吴易昺校友在亚
运会上获网球男单银牌……正是因为他们怀着
极大地好奇心，跳出了心灵的井口，展示出了各
自最大、最优的能力，才在人文、科技、体育等领
域一次次绽放光彩，创造精彩。

3.打开世界的“窗口”。 人生有内部和外部两
个世界。我们通过打开内部世界的“窗口”认识自
己，通过打开外部世界的“窗口”看清世界。“我是
谁？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们通过认识自
己改造自我的灵魂，追求真理和智慧，从而使自
己成为道德完善的人；“看清这个世界， 然后爱
她”，我们纵观人类发展的长镜头、世界形势的广
镜头打开“视”界，认识世界，拥抱世界。 8 月 14
日，2018 哈佛大学中美学生领袖峰会如约在我
校开幕，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 500 多名优秀高中
生和哈佛的学生和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思想碰
撞，在全球化视野下自我审视、放眼寰宇，即是打
开世界“窗口”的生动表现。成为一个拥有二中情
结、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的二中人、中国人和世
界人，是我们大气开放、志在四方的二中人共同
的目标和追求。

这三个“口”字，形成一个“品”字，而这一抹
抹亮色，正是我们二中彰显的品位，也是我们二
中坚守的品质。 每个二中人当用心守护，以行践
行，做到行胜于言，知行合一。

2018，我们再出发。 2018，我们在行动。 让我
们“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
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
心，应天下之变”，打好人生底色，绽放青春亮色，
超越平凡的生活，迎来怒放的生命。请相信，卓越
的二中人，二中有你更精彩，世界因你而不同！

赤子钟鸣，百廿芳华。 9 月 2 日，杭州二中 2018 学年
第一学期开学典礼分别在滨江校区和东河校区举行。 皓
首穷经，跬步千里。 以今日为起点，我们开始行动，迈向自
己崭新的学年，续写二中蓬勃的诗篇，于浪潮中坚守家国
情怀。

滨江校区
典礼伊始，全体师生齐唱国歌。 王华琪副书记主持了

庄重的鸣钟仪式，三声钟鸣敲响了莘莘学子的赤子之情，
更是勉励每一位二中人努力前行。 来自不同年级的二中
学子对已有的成果进行回顾总结， 并表达了对新学期的
期待。414 班同学展示军训成果，学生代表汪何希发言。他
说，带着无比的自豪与兴奋，高一同学踏入二中校园。 高
强度的军训锻炼筋骨，高强度的学习考验意志。 宏图已然
展开，道路就在脚下。 今日的风华少年踌躇满志，意气风
发。 513 班胡天翼代表高二年级学生发言：“功崇惟志，业
广惟勤”。 每一滴汗水都值得尊敬，每一次付出都会被牢
记。 在各个领域，二中人都在努力践行着自己的目标。 因
为有了这样一群努力付出，奋力拼搏的人，今日的二中仍
能傲立于惊涛之巅。 612 班吴越作为高三年级代表发言：

“青春之剑，高三砺之，是历练赋予了每盏深夜的灯以希
望的意义，是历练给予了前方的道路以理想的方向。 在每
一个纠结的关头， 在每一次沮丧之后，‘立志， 努力，为
公’，这三个熟悉的词语，成为了行走下去的理由。 ”三位
同学代表三个年级展现了不同阶段的二中人已经做、正
在做和将要做的事，在最好的年华正身践行，充实自我，
学以致用，胸怀家国，今天的他们正是未来的我们。 让我
们用行动感谢他们，也用行动激励自己不断奋进，拼搏前
行。

此次开学典礼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北京大学浙江招

生组组长———陆俊林副教授。 陆俊林副教授与二中的师生
们分享了他关于知识与未来关系的看法，以及北大与杭二
中在学生培养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例如，丰富的社团活
动，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学校给予学生的充分
自由，让学生自由探索，给予学生试错的空间和机会。

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带领全场，共同诵读了《赤子宣
言》。 尚可校长作了题为“打好人生底色，绽放青春亮色”的
精彩演讲，表达了对二中学子的期待与鼓励。 开学典礼在
师生同唱《赤子吟》中结束。

东河校区
主题为“百廿二中·蕙风和畅·兰芝常生”的东河校区

2018第一学期开学典礼在君复体育馆举行。在二中即将迎
来 120 周年华诞之际，我用我的“优秀”为校庆添彩———从
淳佑桥畔走出去的东河学子，在各行各业兢兢业业，他们
用实际行动为母校增光、为校庆添彩，并且送上了最早的
视频祝福！

我用我的“成长”为校庆添彩———刚毕业的 2018 届高
三高考成绩喜人，而新高三的同学们也是铆足了劲，备战
高考。 609班的张晨菲同学分享了她的暑期学习计划。

我用我的“活力”为校庆添彩———暑假期间，模拟联合
国大会、击剑比赛、社团进社区、无障碍设施调研等各类活
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模联社社长李卓洋同学分享了他们的
参会经历；击剑队帅气亮相，还为大家讲解了简单的击剑
知识。

最后，尚校长做了精彩演讲。 他说，让我们“大其心，
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
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打好人生底色，
绽放青春亮色。

■ 校报编辑部

王华琪副书记
主持鸣钟祈福仪式

尚可校长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浙江
招生组组长陆俊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