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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七岁
岳阳市第十四中学

︱匠

邓羽雁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青春，是 带着理想与信念、 带着国家的嘱托和
生命的春天；青春，是理想的火把。 青 人民的厚望， 让自己在艰苦的边疆扎
春，是一个人生命的聚光点，布满彩色 根。 他们是国家发展的支撑，也是社会
与梦幻；青春是人生之花的蓓蕾，绚丽 稳定的基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族的屹立与自强。 我们没有诗人陆游
夺目。 我的十七岁，有青春带来的烦恼，
也有成长赋予的快乐。 我的十七岁，满 乐”，古代士大夫的内心，装着未来和国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那
怀对未来的期待，也想要认真把握住现 家。 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爱祖国的正确打 样的遗憾，但却有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祈
开方式。 也许我们的人生际遇普通，也 愿。 十七岁的年纪，也许没有为国为家
在。
十七岁，是花季。 它意味着我们在 许我们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只要内心有 做出贡献的能力，但却已经有了“忧国
祖国的沃土上，得到滋养、慢慢成长，并 了正确的忧乐意识，就能够不断地孕育 忘家、捐躯济难”的意识。 对祖国的热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接班 自己内心爱国、 爱家、 爱人民的种子。 爱， 让我们的十七岁有了很多新的内
00 后”的我们，承载着来自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古人教给我们普 涵。
人。 被称为“
社会、来自家庭很多的期望。 我们生在 通人该如何爱国的诗句。 很多时候，面
十七岁的我们，是肩担重任的。 祖
互联网时代，但依然长在红旗下。
对时代给国家带来的挑战与困难，我们 国越发展，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多，对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依然是我们 只能
“袖手旁观”。 但只要不让年轻的自 我们来说， 只有不断认真努力的学习，
共同的价值观，是我们内心对祖国无尽 己冷眼旁观，就一定有机会在未来做出 才能够让自己在进入社会后，为国家发
的爱。 虽然互联网让国与国之间的边界 自己的贡献。
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古人有“中夜四五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是从《礼 叹，常为大国忧”的感叹，我们也应该有
逐渐变得模糊，但内心的家国情怀却永
远都无法被取代。 在祖国不断发展壮大 记》 的年代便已成为共识的“黄金信 忧患意识。 过去多年的发展，国家积聚
时，我们依然能够理解陆游的“一身报 条”。 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它让 了力量，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多元的挑
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所蕴含的 我们坚定不移地选择前者，也让我们甘 战。 对祖国的热爱，让我们的十七岁有
情感。 时代在变化，但中华民族传承千 之如饴地为之付出。 十七岁的年纪，也 了很多新的向往。
年的爱国传统却一直都在我们的内心 许没有仗剑走天涯的豪气，但却已经有
当我们的十七岁，遇上新中国的七
了“
烈士之爱国也如家”的信念。 对祖国 十岁，是一种命运的交错，它让我们能
深处发挥作用。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的热爱，让我们的十七岁有了很多新的 够将未来的形势和自己的责任看得更
青”，古人的家国情怀，总带着奋不顾 意味。 在蓬勃的朝气中，我们慢慢长大。 加清晰， 也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要
身的意味。 也只有这样强烈的意识，才 生活中，开始有新的烦恼出现，学习上 求。 十七岁的年纪，是成长的关键时期，
能够传承千年而不衰减。 我们总是听 也遇到了新的困难。 但唯一不变的，是 我们要不断用知识充实自己，用理想引
说一句话“如果你过得轻松，那么一定 我们从小时候便树立起来的爱国信念。 导自己，从而在祖国发展的康庄大道上
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我们的祖国， 爱国如爱家，有国才有家。 只有让自己 一路前行。 十七岁，是应该用理想与信
正是因为有很多默默无闻、 负重前行 内心装着祖国， 才能让自己始终有根， 念浇灌的花季，也是值得投入与期待的
的人， 才有了我们无比安定的社会环 从而不断茁壮成长。
时期。 让我们用行动，将“热爱祖国”融
境，也才有了发展后劲十足的国情。 祖
十七岁的我们，是无比幸运的。 见 入到自己的血液中、深嵌在自己的脑海
国的边防战士，离开在家的父母妻儿， 证祖国的繁荣和不断发展，见证中华民 里！

娓娓 道来

乡 情
——
—读《黄一健陶瓷艺术作品选》有感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国瓷釉下五彩瓷问世已有千年历
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陶瓷文化的珍宝。
湖南省醴陵市是世界釉下五彩瓷
原产地， 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历史悠久，人才辈出。 醴陵高温釉下五
彩瓷曾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高
温釉下五彩手工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 千年古邑文脉相传，瓷器宁静真
素雅，历史厚重，人文鼎盛。
《黄一健陶瓷艺术作品选》由黄一
健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
本图集。 作者黄一健先生，醴陵人，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陶瓷美术大师、
韶关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和李陶瓷文化
有限公司艺术顾问。 他怀着对家乡的挚
爱， 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陶瓷文化精
神，创新醴陵釉下五彩瓷艺术的教学创
作和文化交流，尽心竭力，贡献力量。
本书收录黄一健教授创作的有品
质、 大气的醴陵釉下五彩瓷艺术作品。
其内容有山水、人物、花鸟等，画面与器
型相合；笔墨酣畅，气韵生动，高贵典
雅。 从中可感受到作者对中国优秀传统

王东云， 生于 1981
︱
年，自幼家境贫困，但她坚
︱
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一直
记
祁
努力学习，于 1997 年 7 月
东
考上衡阳幼师。 2000 年站
县
上三尺讲台，开启教书育
通
人模式。 先后任教祁东县 讯 太
太和堂镇包山小学、太和 员 和
堂
堂镇中学，目前在太和堂
李
镇姜乂小学任总务主任。 一 镇
从教以来，王东云兢 飞 姜
乂
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学
小
生关怀备至，每个她教过
学
的学生都难以忘怀。 用她
王
自己的话说：“我是一名
东
农村教师，我知道农村孩
云
子读书的艰难，我要全心
全意地爱护他们。 ”
班上留守学生居多， 王东云深入了解
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采用正确引导的
方法，消除学生思想障碍，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2005 年冬季的一天，王
东云关注到班上学生小王经常穿着一双
凉拖，衣裳单薄，她赶紧从家里拿来爱人
的衣物给他穿。 经走访了解到小王家境
贫寒，父母双亡，常年跟随年迈的祖母生
活，经常食不果腹。 王东云深深担心小王
因贫辍学。 返校后，她立刻向学校领导汇
报了有关情况， 又积极联系校团委组织
献爱心活动，帮助小王度过难关。 这样的
关怀触动了小王的内心，从此之后，他学
习认真刻苦， 经常与王东云交流学习和
生活点滴，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最后以
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 还有一次，
班上的一位学生由于贫血突然晕倒。 当时
王东云正患重感冒， 全身无力， 得知此情
况，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背起那位学生
直奔医务室。 在医生的抢救下那位学生苏
醒了，但又无法与家长取得联系，她只好骑
着摩托车送该学生回家。由于天气寒冷，王
东云感冒加重，最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十几
年如一日，王东云
“
泡”在学生中间，当他们
的
“
知心姐姐”，陪伴他们健康成长。
作为一名英语教师，王东云对本职工
作精益求精，勇于开拓创新，创设宽松和
谐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乐。
她经常举行英语角活动练习口语，班上学
生上下课都习惯用英语进行简单对话交
流。 除此之外，一个月一次的英语作文比
赛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上课时，她饱满的热情、抑扬顿挫的语调、
风趣幽默的语言， 让学生学得不亦乐乎。
多年来她所带班级学生的英语及格率及
优秀率都很高，稳居同级同科第一。
教学之余，王东云爱好运动，经常参
加体育比赛，2015 年获祁东县羽毛球比
赛单人赛第六名。 2018 年，任职太和堂
镇姜 乂 小学总务主任以来， 王东云教学
成绩优异，学校管理出色，学校环境大大
改善，学生学风浓郁。 2019 年 3 月，王东
云被评为太和堂镇优秀妇女代表。

文化的深刻领悟、对家乡和对自然之美
的悉心关照、潜心追求高雅艺术境界和
对艺术的笃诚执着。 本书有他创作的以
山水画为主的 《渌水长流》《高原春早
图》等醴陵釉下五彩瓷缸作品，大气厚
重，真气弥漫，景象万千；其中《高原春
早图》釉下五彩瓷缸，荣获 2013 年中国
工艺美术文化创意金奖；有以人物画为
主的 《吉祥人家》《友》《西南风情人物》
等醴陵釉下五彩瓷胆瓶、 文具作品，清
逸古雅，文人诗意,诠释了中国画的形
神、气韵、意境优良的内涵，体现了中国
人的大爱和人文情怀；有以写意花鸟画
为主的《清香》《咏梅》等釉下五彩瓷瓶、
瓷盘等作品，有的绚丽多彩，有的淡雅
素静；有以楚汉文化代表图腾纹饰为主
的《引人入胜》《福满乾坤》等醴陵釉下
五彩瓷瓶作品， 装饰纹样造型典雅，结
构严谨，设色厚重，意蕴深长，别具一
格，其中《福满乾坤》醴陵釉下五彩瓷瓶
作品， 荣获 2012 年湖南优秀旅游商品
银奖；《引人入胜》醴陵釉下五彩瓷瓶作
品，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他创作的国
画作品 《高洁图》《花荫稚语》《紫荆花》
分别入选首届中国花鸟画展佳作奖和
第八、九届全国美展，大量作品被学术
刊物收录和文化机构收藏。 本书的可圈

凌生华

可点之处自然不止这些，许多作品有艺
术、文化、收藏价值，均为上乘的作品。
本书装帧设计有创意，封面用主书
名和作者艺术签名书法同构；用瓷泥色
的彩叶棕彩烙纸，前后衬页用砖红里纸；
封底用作者名章居中；内文醴陵釉下五
彩瓷作品多用褐红色渐变衬底；意喻釉
下五彩瓷是艺术家在瓷胚上彩绘艺术作
品和高温工艺烧制技术成型。 诠释在釉
下五彩瓷这方天地里，作者能将世态万
千在咫尺之内容纳，高天厚土能在方寸
之间挥洒自如；内文版式有格律，是作品
内容和形式的良好展示和统一。
黄一健教授以自己深厚的人格、才
识、学养、创造力，笔耕不缀、自强不息，
用他的正能量矢志回报社会和家乡的
精神令人感动。 儒雅、谦和、朴诚、才情
的作者，在大学教书育人、兢兢业业工
作四十多年，培养并输送了大批优秀的
美术专业人才，卓有成绩，颇有造诣，是
一位德高品优、德艺双馨、令人尊敬的
艺术家和良师益友。
本书能传递和弘扬中华民族陶瓷
文化精神和恒久魅力，在弘扬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启示后学，对振
兴中国的釉下五彩瓷艺术的发展有着
极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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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金牛基金经理出新基
中银招利债基发行
中银基金旗下新一只二级债基
—中 银 招 利 债 券 基 金 已 于 9 月 2
金——
日启动发行， 新任基金经理陈 玮 近 年
来 已 揽 获 包 括 金 牛 奖 在 内 的 12 项 权
威大奖。
中银招利新任基金经理 陈 玮 拥 有
二级债基金管理的丰富经验。其执掌的
另一只基金——
—中银稳健添利 （A）四
年来在金牛奖、金基金奖、明星基金奖、
济安金信群星汇等多个权威评选 中 揽
获 10 项大奖， 并且包揽了晨星三年五
星、海通五星和济安金信五星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