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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

李万云

安徽华星学校微信公众号

李万云老师院李老师是我们 601 班的班
主任兼任语文老师袁她用真诚的话语碰
撞我们的心灵袁 用激情赢得我们的赞
颂遥 课堂上的她总是充满激情袁每一篇
生涩难懂的文章都被她编撰成一个个
精悍的小故事袁描绘成美丽的风光曰课
下的她总像妈妈一样呵护着我们袁她会
串用其他学科的原理来为我们的道德
修养着色添彩袁使我们坚信野世上没有
做不成的事袁只有做不成事的人冶浴

601班简介

班级介绍
601 班是一个团结奋进袁永不言败的班集体袁四十二名
同学怀揣着梦想袁心与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袁迸发出最美最
强烈的心跳声遥 就像四十二颗繁星袁 点缀着一班浩瀚的夜
空遥 春华秋实袁我们收获凝聚的精彩遥 在班主任李老师的优
秀领导下袁远园员 班全体同学袁 时刻谨记院野我行浴 努力我更
行浴 冶的箴言遥 万马奔腾袁问天下谁是英雄袁勇往
直前袁尽显王者风范袁相信他们一定能创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奇迹遥

班委简介
这是一支作风优良尧 不断
进取的团队遥 在班长朱文斌和
副班长章思思尧 张月月的榜样
作用下袁601 班全体尊师重道曰
在纪律委员张子涵尧 章进成的
以身作则中袁601 班全体谦逊有
礼曰 在生活委员邢紫涵的无微
不至中袁601 班全体精力充沛尧
斗志昂扬遥

班干部简介院
他们是一群先行者袁在 902 班这个集体中袁他们是
榜样袁团结尧友爱尧进取尧拼搏是他们的精神遥他们严格要
求自己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管理班级袁是班主任的得力
帮手遥在学习中他们亦是佼佼者袁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袁
他们心中满是信念与激情院野我将带头冲锋袁 力战中考袁
绝不懈怠遥 冶

金陵老师院当渴望被唤醒袁当激情被
点燃曰 当班级被那熟悉的声音所唱
响袁当努力被那无私的汗水浸透遥 一
位和蔼可亲的老师袁一位用爱与心血
灌溉的战士遥 那爽朗的笑容是她迷人
的标志遥一根粉笔袁一个传奇遥这就是
我们所爱戴的金陵老师遥

梅攀老师院是谁袁用春天的笑
容照亮了华星曰是谁袁在背后
默默付出换回九五的骄傲遥 忘
不了您在课堂上的敦敦教导曰
忘不了您用沙哑的声音为我
们上课曰忘不了您用那纤细的
手指在黑板上书写我们明天
的篇章曰拦击困难袁战胜那咽
喉的痛病袁把拼搏如同钉子般
砸进人生遥 这就是我们的英语
老师要要
要梅攀老师遥

905班级简介
班主任寄语院
相信自己袁坚持下去袁全力以赴袁改变自己遥
班级口号院
五班最强袁神采飞扬袁乘风破浪袁铸就辉煌遥
班训院
心无旁骛袁滴水穿石遥

班级介绍
野熙熙攘攘的人海之中袁命运让我们相聚冶袁这是
由 59+1+7 组成的优秀班集体遥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袁
我们聚在一起袁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院迎战中考袁不
上高中誓不休浴 我们有九个小组袁各具特色袁本着同
甘共苦的精神袁我们携手共经风雨袁彼此互帮互助袁
一次又一次与风雨搏击遥 我们阳光袁我们活泼袁我们
有那对知识的渴望遥 课堂上那高举的手臂是我们永
不磨灭的旗帜袁 我们从不言败袁 这就是我们的班
级要要
要华星九五遥 我们坚信袁明年的六月袁我们一定
会耀我华星遥

刘法展老师院他总是为我们默默地付出遥他
与我们同喜同悲袁 与我们共同享受成功的
喜悦和失败悲伤袁他虽然已过半百袁但他的
精神头不输给任何一个年轻人遥 他总是和
其他老师抢时间袁他不求什么袁只求我们能
上进遥 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刘法展老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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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１）班简介
班主任寄语
用拼搏的汗水灌注无悔的
高三路遥 考前不怕袁考后不悔遥

班级简介
人在一起叫聚会袁心在一起叫团队遥 我
们高三渊1冤班就是由一颗颗热血青春的心组成的团
队遥高三渊1冤班是一个理科班袁但我们集音乐尧美术尧体育
和文化课于一体袁每个同学奔跑在不同的追梦路上袁因为
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殊途同归遥 高三苦吗钥 不苦遥 高三累吗钥
不累遥 我们彼此陪伴袁相互激励袁荣辱与共遥 今日不肯埋头袁
明日何以抬头遥 挥洒下的汗水是我们制敌的利器袁流淌
过的血泪是我们成长的印迹遥我们坚信袁每一条路都
有它的迷人与芬芳袁我们会亲手为自己驱散前
路的黑暗袁 开启辉煌之门遥 高三渊1冤
班袁梦想起航的地方遥

叶华星学校曳

班干部简介
身先士卒袁 他们是班级的领
头羊遥 严于律己袁这是他们一贯的
作风遥 这就是高三渊1冤班的班干部
们遥 在同学眼中袁他们既是班级中
最忙碌的人袁 又是平日里学习最
勤奋的人遥 在班主任的眼中袁有了
他们袁班级管理变得更加有效曰有
了他们袁 班级的学习氛围变得更
加浓郁遥 高考将至袁他们与全班同
学更是信心满满院野高考结束日即
是金榜提名之时遥 冶

班主任

刘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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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举办
野塑造自己 成就明天冶演讲决赛活动

12 月 21 日晚 7 点袁我校在多功能厅隆
重举办了野塑造自己 成就明天冶演讲决赛袁
从初赛中遴选而出的 13 名优秀选手参加了
决赛袁各年级共计 340 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
了演讲遥屋外朔风凛冽袁室内如沐春风袁选手
们热情高涨袁以饱满的精神参赛遥
演讲比赛在小学部 叶华星振腾飞曳中
拉开序幕袁 整场比赛中袁13 名选手围绕主
题袁用充满激情的语言阐释了他们对野塑
造明天 成就自己冶的理解遥 或慷慨激昂袁
或娓娓道来曰或结合自身经历袁或引用典
型事例曰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对青春尧梦想尧
明天的理解袁他们的演讲内容充实尧条理

清晰袁 具有一定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深度袁
令在场同学在震撼中反躬自省袁在鼓舞下
决意奋进袁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打动了评委
老师和在场观众袁将现场气氛推向一个又
一个高潮遥
经过接近 2 个小时激烈的角逐袁高二
渊2冤 班陈思秋尧901 班甘雨萌获得一等奖袁
高二渊10冤班蔡明君尧905 班许松等 8 人获
得二等奖袁高二渊4冤班胡勇峰尧高一渊5冤班
姚文涛等 2 人获得三等奖遥
此次比赛袁同学们赛出风格袁赛出水
平袁 展现出华星学子飒爽英姿和青春风
采遥
渊校办冤

小学部举行第二届野华星杯冶少儿卡拉 OK 大赛

为了给学生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袁培
养歌唱能力与表演能力袁 培养学生大胆自
信的良好品质袁 激发学生对艺术活动的爱
好,2016 年 11 月 30 日晚 6:58袁小学部在校
多功能厅隆重举行了第二届野华星杯冶少儿
卡拉 OK 大赛遥
经过半个月的海选袁 共计 21 个节目
进入决赛遥 一曲轻松活泼的歌曲叶想唱就
唱曳拉开了卡拉 ok 大赛序幕袁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袁小选手们落落大方尧表情丰富袁演
唱时有的自然专注袁有的激情忘我袁他们
用稚嫩的歌喉唱出了爱祖国尧 爱家乡尧更
爱今天美好生活的心声袁在一首首活泼动
听的歌曲中袁配合上孩子们优美自然的动
作袁 衬托出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袁整
个赛场的演唱曲目精彩纷呈袁 热闹非凡袁
小孩子纯真的梦想袁一切的一切都蕴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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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动听的歌声里袁歌声未落袁便引来了
台下的评委老师以及观众们的一片热烈
的掌声浴 配合着动感的旋律以及他们热情

12 月 17 日上午袁石涧小学尧开城小学校
领导尧老师一行 100 余人来来我校参观交流遥
上午 9 点袁 兄弟学校老师在我校引导老
师带领下参观了校园文化袁各功能教室尧学生
宿舍尧餐厅并观摩了大课间体育活动遥
虽然天公不作美袁突起大雾袁但华星学
子跑操尧 做操精神抖擞袁 丝毫不受天气影
响袁跑操掷地有声袁步伐一致袁做操时袁举
手尧抬脚尧弯腰尧转身尧跳跃都显得整齐统
一袁动作中充满着阳光与自信袁获得在场老
师一致好评浴
大课间活动结束后袁客人老师一行来到
多功能厅袁常务副校长周冬青首先对兄弟学
校的领导尧老师表示欢迎遥 然后袁周校长结合
学校建校实际情况全面介绍了我校校园文
化建设尧学生常规管理尧学校教育教学水平
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遥 小学部李丹主任及初
中部韩承罗主任进一步向在座的老师介绍
了学部文化及发展前景袁华星学校常规的特
色管理给在座的各位老师们以耳目 一新的
感觉遥
参观交流结束后袁 周校长表示希望以后
有机会加强合作袁 并欢迎我校与兄弟学校做
进一步的交流遥 此次兄弟学校来访袁进一步扩
大了我校的对外影响力袁 推动了学校发展再
上新台阶遥
渊校办冤

而富有节奏感的舞步袁让台下的评委老师
以及观众们都禁不住都随着音乐摇摆起
来浴 一首首动听的歌曲更表达了同学们美
好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噎噎
经过激烈的角逐袁502 班的周宏顺尧胡
文靖同学获得一等奖袁501 班的潘德开尧陈
明余袁502 班的王英骏袁401 班的谷子竹尧章
逸飞同学获得二等奖袁301 班的蔡瑞雅尧方
俊哲袁601 班的陈杰尧 陆涛袁101 班的丁梦
蕊尧叶靖琪同学获得三等奖袁其他 14 组小
选手们获得野最佳歌手冶奖遥
比赛结束后袁 常务副校长周冬青给孩
子们送去祝福袁 他对孩子们提出殷切的希
望袁希望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袁长大后报效
祖国袁感恩父母尧老师袁同时也希望更多的
孩子站在舞台上袁展现成长的快乐遥
渊陈乔影冤

招生热线院0553-6361220
为了促进学生德尧智尧体尧美的全面
发展袁不断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袁展示
学生健康活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袁
12 月 18 日袁 我校举办了阳光室外体育
活动袁活动精彩纷呈袁学生们沉浸在欢 昨
乐中遥
昨
下午三尧四两节课袁初尧高中学部学
生齐聚操场袁 参加两人三足活动及拔河 我
比赛遥 篮球场这边袁初中学部所有班级尧 校
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部分班级分两个场 举
地进行拔河比赛袁赛场气氛异常热烈遥
行
双方队员紧紧抓牢手中的绳子袁勒
室
绳下腰袁降低重心袁齐心协力往后拉遥 热
情的啦啦队在场外高喊着 野加油浴 加 外
油浴 冶所谓野一根绳子一条心冶袁每一个参 阳
赛队员全力以赴袁每一颗心都为了长绳 光
上那小小的红线而紧张浴 每场比赛牵动
体
着老师们的心袁在现场气氛的渲染下,老
师们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拔河比赛队 育
伍中袁师生融为一体袁师生的心贴得更 活
紧了遥
动
这边呐喊声震耳欲聋袁声音此起彼
伏袁主席台那边也不甘示弱袁高一部分
班级及高二部分班级学生在那里参加
两人三足活动遥 赛场上袁学生们肩并着
肩袁脸上闪着坚定的神情袁裁判员的一声令下袁五组选手
争先恐后冲向终点袁健步如飞袁像一匹匹小烈马袁猛向终
点冲去浴 有的组同学摔倒了袁依然迅速站起来袁向终点飞
奔过去袁旁边不参赛的同学为自己班选手加油助威袁欢呼
声袁呐喊声此起彼伏袁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浴
室外阳光活动的的开展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荣
誉感袁提升班级活力和凝聚力袁加强班级之间的团结和
交流遥
渊校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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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
无为县食品监督管理局来我校食堂安全检查
野书香寝室冶评比活动
为切实保障学校食品安全袁 避免
食物安全事故的发生袁 为广大师生营
造一个安全尧卫生尧放心的饮食就餐环
境袁12 月 1 日下午袁无为县食品监督管
理局执法大队张胜东大队长等一行三
人到我校食堂开展食品安全检查遥
此次检查重点有院 学校食堂餐饮
服务许可证情况曰 建立与落实食品安
全工作管理制度情况曰 食品采购索票
索证情况曰食堂加工制作尧食品添加剂
使用是否规范情况曰 食堂加工制作冷
荤凉菜情况曰各类采购尧存储尧使用亚
硝酸盐控制高风险食品和原料措施的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袁 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袁规范学生的卫生意识袁我校举办野书香寝室冶
评比活动遥
寝室是学生休息和学习的重要场所袁 寝室
的卫生以及布置对学生影响很大袁 我校特别重
视对寝室的内务管理以及学生的生活习惯遥 本
次比赛分为初赛尧预赛尧决赛三个阶段遥 同学们
对本次比赛袁热情高涨袁都在积极的准备着遥 寝
室的布置也非常的有创意和有新意袁 突出了中
国的古典文化遥 一幅幅美丽的水墨画尧一句句励
志的名言袁 都体现了学生的创新以及对本次比
赛的重视性遥
我校实行全寄宿式管理袁 学生生活学习全部
在校园内袁因此袁学生的在校生活情况尤其受到家
长的关心袁而本次野书香寝室冶评选活动的开展袁既
引导同学们自己动手营造整洁舒适的宿舍环境袁
也激励了他们争优创先的热情袁 教育广大同学学
会与他人和谐相处并养成快乐生活尧 优雅生活的
良好生活习惯遥
渊陶家明冤

落实情况曰餐饮具清洗尧消毒情况曰食
堂基本卫生的条件和环境尧 以及食品
加工尧存储和保温尧冷藏尧冷冻尧留样等
设施配置尧运行尧维护 情况曰留样尧 清
洗尧消毒等工作记录情况曰开展食品安
全知识宣传情况等遥
经过全面细致地检查袁 食监局一
行充分肯定了我校食堂先进的管理理
念和规范的管理制度袁 认为值得向全
县中小学食堂推广遥
总务处韩承罗主任尧 食堂监管甘
春 山和 校 三个 食 堂负 责 人 参 加 了 检
查遥
渊甘春山冤

我校举行第七大周升旗仪式暨
10月优秀班级颁奖

11 月 28 日上午大课间袁 阳光明
媚袁我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袁一起参加
第七大周升旗仪式遥
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袁 鲜艳的
五星红旗迎着晨风冉冉升起袁全
体师生肃立在操场上袁拳心放在
心脏处袁 庄严地向国旗行注目
礼袁这是华星每大周一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遥
担任本次升旗仪式任务的是
8渊2冤班袁张超同学作国旗下讲话袁
晋姚英姿同学英文翻译袁 讲话的
题目是叶爱国袁从身边做起曳遥
升旗仪式结束后袁团委书记

沐宇对 10 月优秀班级进行宣读遥 常务
副校长周冬青尧 副校长陈玉福给获得
优秀班级的班主任老师及班长进行颁
奖遥
渊校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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