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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香琴

每当听到明朝诗人杨慎的诗句“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时，心里不觉会涌起
许多情愫。总是会想起，在瓯江口外，东海
边上，有一座叫“青山”的无人岛，就在滚
滚浪涛中矗立着。隔着大门岛和元觉岛之
间，青山岛一直是很重要的海上要塞。

随着青山岛被开发，沉寂了千百年的
无人岛，终于迎来了喧嚣热闹的今天。

我们从繁华的元觉岛状元岙深水港
客运码头乘坐快艇，不足五分钟就到了青
山岛。登上码头，抬眼就看到，高大巨长的
吊臂正在360度旋转吊运，它在转送混合
水泥进行浇筑地基。这一刻，突然有一个
幻觉，这个吊臂，是不是像游乐场里的摩
天轮？真佩服在擎天柱操作台上作业的技
师，克服恐高心理，一个人就那么自如熟
练地操作吊杆，伸缩，旋转。挖掘机的尖牙
在“咔哧咔哧”地挖着地基，金属与石块撞
击声特别刺耳。挖好的基坑将浇筑水泥做

基础。一旁的铲车、卡车，都在轰隆隆地忙
碌工作着。戴着红黄蓝橙各色安全帽的工
人在躬身忙着固定钢筋，装卸建筑材料，
好一派繁忙作业的建设工地。一幢正在建
造的大楼，四周围着绿色安全网，网上悬
挂着许多红色横幅。“海上花园 活力青
山”，“青山岛 温州欢乐运动度假岛”等
每一条横幅上的标语，都是对工程建设的
希冀，给予建设工人们无声的鞭策。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往不同方向行进，
切身感受建设中的青山岛。

青山岛朝西一处海岸山坡上，至今还
保存着几座海岛特色的石厝，那是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期间，附近岛屿的渔民在沿海
附近进行张网作业，举家在此定居下来的
安置房。后来由于产业衰退，考虑到交通
与生活等因素，渔民又举家迁回原籍，石
屋就荒弃了。几座还像样的石厝，如今成
了开发建设青山的工人们临时宿舍。屋前
的石磨，墙边的桃树，似乎还在诠释着，这
里也曾经有过烟火人家的过往短暂时光。

我们沿着工人们走出来的山路继续
爬山，一路火红的杜鹃花装点了山野。野
刺梅的小白花，灌木枝上酸酸浆果，几株
还未发芽的苦楝树，彰显着这里也曾经是
渔家小村落的痕迹。不远处，晾晒着工人
衣物，简易房里也住着施工人员。在建的
工地，据说是海霞女子民兵连一处营地。
作为洞头的一面红色旗帜，女子民兵连也
将在青山岛落户，青山岛整体开发规划处
真是挺有想法。

爬山是有点累，一条走出来的山路蜿
蜒向山顶延伸，看看四周的风景，歇一会
儿，又满血复活继续前进。一条正在修建
的环岛公路沿着海岛走势穿行，另一处海
湾，也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在重山实业
有限公司办公楼里，我看到青山岛鸟瞰图
以及开发建设后的效果图，投资好几个亿
的青山岛，今后将会建设成为洞头，乃至
温州地区最大的海洋公园。星级酒店、游
泳池、海上各种游乐项目，依山体而建的
108栋小型度假别墅，海上热气球、海上
牧场、人工沙滩、与元觉相通的过海缆车，
各种配套的游乐实施……未来的青山岛，
真的会是人们趋之若鹜的海上迪斯尼乐
园。

加把劲，前面有人在欢呼了，我们终
于到达海拔最高的山顶。这里正在施工建

设一座观日台。巨大的圆形建筑，工人们
在加固钢筋底座，一条索道将山下的物资
源源不断运上来，然后通过小轨道运到操
作台。沿着脚手架爬上操作台，在这制高
点可以看到环青山岛附近的山海岛屿。小
青山岛静静地伏在青山岛一侧，像一个婴
儿酣睡在母亲怀里。远处的笔架山、大门
岛、霓屿岛、元觉岛尽收眼底。小青山岛
外，就是浩瀚的东海了。南水道是深水港
湾，往来穿梭的货轮，都将从此经过。

从山上下来，海水退潮了，我们看到
沙滩上一条黑色“巨龙”匍匐着，很是好
奇。走近一看，却是黑色编织袋装满沙子
做填埋沙滩隔浪的。这么大的沙袋，沙子
怎么装进去的呢？我们正纳闷，一个工人
扎着空袋子口朝我们挥手，让我们快点过
去，否则这里要冲沙子进来了。我们看到，
原来袋子中间每隔一段都有一个圆形口
子，一条绿色长管子将沙子灌进去。远处
像小山似的沙堆，两个工人穿着水手服，
拿着高压水枪，将沙子冲下来，一台机器
将沙子和着水源源不断输送到黑色沙袋
里去。

青山岛建设有序地进行着，几百号工
人在各自岗位上按部就班。生活区里硬件
设施一应俱全。餐厅一角电视机播放着节
目，网络覆盖全岛，水电供给与城镇一样。
一边建设，一边绿化，开发公司全方位运
作起来。用一条横幅上的标语来形容“努
力奋战300天 敢叫青山换容颜”。我们期
待着，一年以后再来这里，青山岛真的已
经换了容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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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学办成完全中学

1972 年春，洞头县第一中学开始招收高中学生，
洞头县的初中毕业生，得以在家门口就近继续求学。洞
头县第一中学从戴帽初中班开办到成为初具规模的完全
中学，走过了16年的发展历程。

洞头办中学，始于 1956年秋，当时在县中心小学
增设了2个“戴帽子”初中班，招收112名新生，有教
师6人。第二年，初中部和县中心小学分开，改称“洞
头县初级中学”。当年秋季发展到 4个班级，学生 218
人，教师14人（其中1人在小学兼职）。

1958年秋，县初级中学发展到 8 个班，学生 389
名，教职员 20 名。当年，洞头撤销县建制划归玉环
县，洞头县初级中学改称玉环县第四初级中学。1959
年4月后，洞头划归温州市，玉环县第四初级中学改称
温州市洞头中学。

学校创办伊始，条件较为简陋，连一座像样的教学
楼都没有。1960年，全校师生自己动手，从瓯海、玉
环等地采购砖瓦木料等，经水陆辗转多次搬运，几经周
折，建起洞头一中第一幢教学楼——红专楼。当年交通
极为不便，路途遥远，砖瓦沉重，师生们肩挑手搬，其
艰辛可想而知。红专楼一直使用到 1988年，28年来，
它给几代洞头人留下了深切的忆念。1961年秋，温州
市洞头中学增办2个高中班，原在温州市区就读高中的
洞头籍学生返回洞头就读。第二年秋实行精简，温州市
洞头中学初中的班级压缩，高中班停办，原读高中的学
生重新回温就读。1964和 1965年，学校曾招收两个中
专性质的水产班。

1965年3月，洞头恢复县建制，温州市洞头中学改
称为洞头中学。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一度

“停课闹革命”，也不再招收新生。1970年，学校复课
并恢复招生。同年，洞头中学改称为“洞头县第一中
学”。

1972年，复课和戴帽子初中的学生大批毕业。为
满足初中毕业生就近继续求学的需求，县第一中学从这
一年春季开始开办高中，招收高中新生 8个班，400名
学生，学制为2年，自此，洞头县第一中学成为初具规
模的完全中学。

1978 年，洞头县第一中学被确定为重点中学；
1981年成为浙江省80所重点中学之一。1994年后停办
初中而改为高级中学。

2002年，学校迁至北岙镇小区（原双朴乡打水鞍
村和风门、埭口村交界处）。校园占地面积约 76667平
方米，建筑面积26256平方米。教学楼、实验楼、办公
楼、图书馆、学生宿舍、食膳楼、艺体馆、标准田径运
动场等硬件设施完善，学习环境优美。次年，学校被评
为温州市“花园式”单位。2004年通过浙江省二级重
点中学督导评估。2011年秋季，因普高校网布局优化
调整，洞头二中（高中部）并入洞头一中。2017 年，
洞头一中与温州中学签订合作办学，首批招收温州中学
实验班2个。

2018年，洞头区第一中学共有 29个班级，在校学
生 1228人。普通高中会考（含高一学业考试）平均成
绩合格率 98.4 %，超全市总平均成绩。当年毕业生
427 人，毕业率 99.30% ；报考普通高校总人数 424
人，普通高校录取总人数380人，高考总录取率92%。

洞头区第一中学建校 60余年来，坚持又红又专、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先后培养初、高中毕
业生10000余名，为大专院校和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优
秀人才。洞头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洞头
一中毕业生。洞头一中可谓桃李芬芳、硕果累累。

学校通过引进和培养，已建成一支素质较高的师资
队伍，2018年教职工总数为135人，专任教师 114 人。
其中，高级职称 48人，占 42.1%；中级职称 40人，占
35.09%；研究生、教育硕士 14人，完成硕士研究生课
程的教师 43 人，获得县级及以上教师荣誉者总计达
150 多人次。

洞头第一中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以德立
校、依法治校、科学管校、艺术兴校、特色办校”的总
思路，通过德育精细化管理、“悱愤”课堂打造与节约
型校园创建三大重点工程，不断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取
得可喜成绩。现已成为“教育部研究项目‘现代教学模
式研究’子课题研究学校”、“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

‘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深化研究与推广实验’国家重
点课题实验学校”，获教育部“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称号。被评为浙江省二级重点中学、浙江省教育科研先
进单位、 浙江省卫生先进单位、浙江省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浙江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保卫 21世纪中国”
全国万校国防教育活动先进学校。

来源：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室）
撰稿人：邱国鹰

美丽的山尖

文、朗诵/洞头区实验小学407班 林宸宇

我的家乡——百岛洞头，景点很
多，但我最喜欢的要数霓屿山尖了。

山尖——它是霓屿的制高点，海拔
332米。曾经有部队驻扎在这里，士兵
们挖了战壕，修了碉堡，还在通往山顶
的雷达监测台修建了盘山公路，至今还
留在那里。山尖好比一个军人，站在洞
头的要塞，守护着洞头人民；它好比一
条巨龙，盘旋在山顶，俯视着洞头的变
化。

周末，妈妈又一次带着我，约上哥
哥、姐姐和弟弟一起去山尖。车子很快
进入霓屿，穿过村庄，弯弯曲曲的小路
又窄又陡。我们小心翼翼地在蜿蜒的
盘山公路上行驶着，生怕一个不小心就
掉下山去。

终于到了山尖观景台，我们这才松
了一口气。车刚停稳，我和几个小伙伴
儿迫不及待地冲下车。风婆婆热情地
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用着自己的方
式欢迎着我们。一条笔直的长廊，勤快
地招呼着需要休息的人们，忙得不可开
交。而伫立在悬崖边的碉堡，它仿佛就
是龙王的龙头，正在注视着山下发生的
一切。看！那一片片黑压压的紫菜地，
正向龙王诉说着“紫菜之乡”的喜讯。
滩土上渔民们辛勤劳作的景象可热闹

了！他们全副武装，划着“脚力舟”，生
怕一个不小心就落后于他人。

突然，妈妈喊道：“大家快来看！这
日落太美了！”只见远处长长的海岸线
上，落日正在努力地为今天的劳动画上
圆满的句号。一个大火球慢慢地收起
先前的力度，光芒渐渐柔和，天边的颜
色随着光束力度的变化也开始变起了
魔术。天空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红
彤彤的。身边的芦苇在夕阳中随风起
舞。这美景深深地吸引着妈妈这个摄
影发烧友。她拿着相机，找着各种角度
使劲儿拍，生怕漏了哪个瞬间。我和小
伙伴儿们一把夺过妈妈们的手机，忍不
住将眼前的美景定格。

山尖的日落是我见过最美的日落，
那么日出呢？它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
的惊喜？我决定：三上山尖，在这里安
营扎寨！领略朝阳的风采！

指导师：蔡海鸥

仙叠岩风景区游记
文、朗诵/温州外国语小学202班 郭涵钰

一轮红日正缓缓从海平面升起，
将天际的云朵染成了朝霞，也唤醒了
仙叠岩景区的“神龟”。“神龟”一边
眺望着滚滚而来的浪潮，一边聆听着
悦耳动听的涛声，等待着各地前来观
光的游客。

仙叠岩景区位于温州市洞头区，海
滩、礁石、巨岩浑然一体。记得第一次
和爷爷来这里的时候，爷爷用手指着仙
叠岩景区里的巨石告诉我，传说这些硕
大的天然块石都是由神仙堆叠成的，有

“观音朝拜”“十二生肖”……我听得如
醉如痴，大自然的力量可真神奇呀！听
了爷爷的话，我赶紧加快了脚步，恨不
得立刻就到这些景点去，一睹仙叠岩的
风采。

沿着台阶而上，终于见到了“仙叠
岩”三个字，又红又大，镶嵌在高高的
岩石上，非常醒目。刚从石门进去，就
看见神龟正趴在石壁上，伸着脖子，目
光有神，像在聆听着什么。咦，神龟还
是在听涛声吗？爷爷笑了笑，摸了摸我
的小脑袋告诉我：“神龟是在听仙岩大
寺里传出来的诵经声呢！”哦，我这才
看到边上雕着“神龟听经”的石刻。原
来神龟都不忘潜心学习，那我可更要刻
苦用功了！

看了神龟，我还爱在边上的休息台
看海。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海风从远处
吹来，卷起波涛拍打岩石，激起浪花飞
舞。一队队海鸥正展翅飞翔，不怕风
浪，自由自在。看着海鸥们美丽的姿
态，我也好想变成它们中的一员。咦？
我不正像一只海鸥吗？只不过我的大海
不在这里，而是一片知识的汪洋大海。
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也要像这群小海鸥
学习，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天色渐渐暗了，虽然还有好多景点
没有去看，我也只能和爷爷先起步回
家。不过，幸好爷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
会带着我来到这里，去到鼓浪洞，走过
玻璃栈道，看观音驯狮、人面狮身、金
鹰迎客、蛤蟆欲仙……

我爱我的家乡洞头，我爱仙叠岩的
景色，我爱和我亲爱的家人在这里度过
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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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

岸阔，风正一帆悬。”青山岛，“百岛洞头”
的一个迷人“离岛”。这里拥有滩多、岛
奇、山险、湾佳、礁美、林茂、厝古、鱼丰等
优质旅游资源，是温州唯一一个整岛开
发的美丽岛屿。日前，建设中的青山岛
海洋公园入选全国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
目，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近日，区文联组
织作家走进青山岛采风。本报今起推出

《妩媚青山》专栏，陆续选登采风作品，以
飨读者。

青山岛开发效果图。

洞头一中新校园。

洞头一中老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