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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高一（1）班入场解说词

现在举着旖旎红旗走来

的是高一渊1冤谷超豪实验班袁
他们的宣言是院野是雄鹰袁就
该博击长空袁 让啸声响彻云
霄曰是蛟龙袁就能畅游四海袁
惊涛骇浪任我逍遥曰超豪人袁
就应奔跑在那运动场上袁让
年轻的心奋发激昂遥冶在班主
任吴银生老师的带领下袁他
们秉承着野欲戴王冠袁必承其
重冶的班训袁践行着野仰望星
空必先脚踏实地冶的理念袁在
学习上袁 独占鳌头曰 在行规
上袁恪守不渝曰在运动场上袁
他们将以高昂的斗志袁 勇冠
三军袁 他们相信他们的小宇
宙必能像指数函数那样爆炸

性地增长袁迸发出无限可能遥

■ 高一（7）班入场解说词

迎面而来的是由 18 位灵动似水的
女生和 20 位沉稳如山的男生组成的高
一渊7冤班袁他们的班名是出彩七班袁期待
在各个方面能够表现突出袁展现精彩遥 在
号称永远 25岁的吴连号老师鼓动下袁秉
着"不忘初心袁勇于出彩"的班训袁将在运
动场上赛出成绩袁赛出风格袁争做出彩七
班人袁争做出彩八高人遥 他们展示的是园
艺造袁 他们手捧来自高一学部十七个班
的花草袁组成野八冶字的造型袁祝愿我们八
高五彩缤纷袁蓬勃向上浴

姻 高一（16）班入场解说词
恰同学少年袁 风华正茂曰 逞飒爽英

姿袁一代天骄曰负势竞上,互相轩邈袁这就
是高一渊16冤班遥 他们精神饱满袁洋溢着蓬
勃的朝气曰他们意气风发,勇于坚持遥他们
将在这次运动会上展现矫健的身姿,将在

这次运动场上写出他们青春的名字袁他
们将在拼搏中体验团结的力量袁 在汗水
中享受成功的喜悦袁 在运动场上竞秀出
个性的风采袁 在蓝天下绽放出灿烂的笑
颜遥 他们誓言院将以饱满的激情袁永不放
弃的信念袁全身心投入比赛袁力争取得好
成绩袁为班级争光! 他们的口号是院野十方
战鼓擂袁六路浴血生袁凯歌为君奏袁旋门
迎军归浴 冶

姻 高二（6）班入场解说词

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二渊6冤班遥 高
二渊6冤班是由 24个活泼可爱的女生和 26
个阳光帅气的男生组成的物生龙头班遥

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袁 每个人都拥有
赤诚之心袁 以积极尧 努力的姿态拼搏奋
斗袁以坚持尧忘我的精神与目标追逐遥 他
们的班训是袁仰望星空尧脚踏实地遥 他们
将梦想做起航的船帆袁 用责任造坚固的
航船袁每个人都爱六班袁念六班袁心怀六
班袁在最好的时光共筑最好的六班遥

姻 高二（7）班入场解说词

迎面走来的是高二渊7冤班的同学们袁
瞧袁 他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向着胜利
迸发袁看袁他们脸上漾溢出的笑容袁彰显
青春的活力遥 七班袁 一个充满朝气的班
级曰七班袁一个待创奇迹的班级曰七班袁一
个造就辉煌的班级浴 热情如火袁 团结向
上袁稳中求进袁永攀高峰袁是他们的态度曰

野七班精英袁敢闯敢拼袁横扫赛场袁勇夺第
一冶是他们的口号袁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
在赛场上拼搏的身影袁 在领奖台上扬起
的奖牌浴

■ 高二（14）班入场解说词

踏着整齐的步伐袁走出希望的乐章袁
怀着一致的梦想袁聚成力量的河流遥 迎面
走来的是高二渊14冤班遥 火红的班服承载
着他们的热烈与赤诚袁 脸上的笑容寄托
着他们的自信与坚定遥 朝气蓬勃的他们
愿任滴滴汗水飘洒在绿茵场上袁 愿让种
种信念袁放飞在蔚蓝的天空遥 心中坚定的
信念袁脚下沉稳的步伐袁他们将用行动诉

说着一个不变的真理袁 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袁他们将向我们展
示集体与拼搏的力量袁 相信成功定属于
他们遥

■ 高三（15）班入场解说词

昴宿储祥袁奎星荐瑞袁千玺前天产英
姿遥 十八载乾坤孕秀袁值此人间嘉平月遥
聚清奇潇洒客袁挥月颖袁图南得志袁好是
大器难淹袁抟风高展鹏翅遥 才华谁与敌袁
广文庠序袁成流芳英驰曰体魄虽凡子袁骀
荡年少袁仍欲占新魁遥 罗山裔袁若披云快
睹青天曰成甲子袁方小试群芳独占遥 待骄
子浅寒起英姿袁似弦吐箭袁看巾帼踏霜步
轻盈袁婺星箕耀遥 高三渊15冤四十才隽袁今
朝血已热袁年年看袁折桂夺先袁文武更双
全袁高声问袁巍冠谁与争浴

亲爱的同学们院上午好浴
我们八高一年一度的

体育文化节袁一年一度体
育文化的盛会袁在全校师
生共同期盼中尧努力下袁终
于在晴朗暖和的秋冬之际

拉开序幕袁这是学校一件
大事袁一件喜事浴

在此我代表学校党

委尧学校行政中心尧体育文
化节组委会袁向参与体育
文化节筹备尧组织工作的
同事们尧同学们,尤其是体育
组和学生实践活动中心的老

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浴
同学们袁我们要了解体

育文化节的真谛院
第一袁我校体育文化节袁

不同于其他学校的运动会遥
我们体育文化节特殊性在哪

里钥 第一袁强调全民性袁要求每一个人
都要参与袁体现了野人人健康冶的理念曰
第二袁强调合作性袁我们的体育项目以
集体项目为主袁每个项目只有合力袁才
能取得成绩袁体现野人人合作冶之理念曰
第三袁强调文化性袁我们玩的不仅是运
动会袁更是文化会袁体育不仅是体育袁更
是一种合作袁是一种精神袁是一种文化遥
这种不同袁这种不一样袁是我们八高

人不断创新的精神体现袁只有创新才能
不断进步和发展遥 我不希望我的学生袁
我们的学校涛声依旧遥 旧船票永远不可
能登上时代前进的航船浴

第二院体育似体育袁又不完全等同于

体育遥 体育的重要性早已被人所接受袁伟
人之所以成为伟人袁其健壮的身体功不可
没遥 试想袁如果没有健壮的身体袁毛泽东
如何经得起爬雪山尧过草地的严峻考验钥
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袁一个 70岁老人袁
如果没有好的身体袁经得起竞选折腾吗钥

现在体育已经超越了体育的范畴袁世
界上经济强国有没有一个是体育落后的

国家钥 世界上经济强国袁有没有不强调体

育的重要性的钥 头号经济强国美国袁他把
体育作为培养领袖式人物的重要途径袁他
们知道体育已经完全超越了体育遥 这是
一种关系袁是一种精神袁是一种文化遥

所以袁如果我们不重视体育袁不重视
体育文化袁我们就会落后袁学校也如此袁我
们都知道衡水中学高考成绩非常让人羡

慕袁他们学校的跑操也是极其震撼的遥 你
们去了解一下那些学校袁成绩和体育往往
成正比遥 人的发展也如此遥 我们学校去
年一年取得骄人的成绩袁也得益于重视体
育活动袁重视跑操的结果遥

我作为八高的校长袁 作为八高一员袁

希望通过体育文化运动的深入

开展袁落实学校的育人目标院人
人健康尧人人成人尧人人成材尧
人成功遥

我希望我们八高学子袁个
个有血性袁在体育文化节和平
时学习生活中具有永不服输的

精神袁勇往直前遥
我希望我们八高学子袁个

个有灵性袁在体育文化节和平
时的学习生活中袁不仅拼体力袁
更拼智慧遥

我希望我们八高学子袁个个有理性袁
在体育文化节和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袁不仅

需要感性袁更具理性袁处理事情沉着袁冷
静袁不冲动浴

我希望我们八高学子袁个个有诗性袁
在体育文化节和平时学习生活中袁充分发
挥自己的情商袁团结好自己的集体袁把体
育和学习变成诗一样的美遥

最后袁我衷心祝愿我们的运动员在这
次体育文化节中赛出成绩尧赛出风格尧赛
出精神浴 衷心祝愿我们的老师和裁判员
忠于职守袁坚持公平尧公正原则做好自己
的工作浴 衷心祝愿我们学校体育文化节
圆满成功遥

体育文化节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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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时间

11 月 28 日-12
月 2日
二、活动项目

本届体育文化

节共设 9个项目袁分
别是文化跑操渊含武
术操冤尧田径运动会尧
25 米负重折返迎面
接力尧篮球赛尧足球
带球曲线绕杆接力尧
野8冶字跳绳尧猛龙过
江尧齐心协力向前冲
和八高最强战队遥
三、奖项设置

体育文化节班

级得分分为集体项

目和个人项目袁其中
集体项目为文化跑

操渊含武术操冤尧田径
运动会团体 尧25 米
负重折返迎面接力尧
篮球赛尧足球带球曲
线绕杆接力尧野8冶字
跳绳和齐心协力向

前冲袁个人项目分为
100M尧400M尧800M
尧1500M 渊 女 冤尧
3000M渊男冤尧铅球尧
助跑摸高尧跳远遥 按
班级总得分高低袁以
2:3:5 的比例评出每
个年级段的体育文

化节金奖尧银奖和铜
奖渊文化跑操和田径
运动会团体单独设

奖冤遥此外袁还设置精
神文明奖袁与班级投
稿尧卫生尧纪律挂钩遥

顾问：吴长青

主编：刘胜文 林初艺

编辑：吴崇良 温素琴

郑丽娟 施晓艳

徐琼洁 叶 璇

章和谦 陈嘉浚

贺紫靖

摄影：吴若梅 许乐山

林学银 叶志刚



青
春
八
高
踪
勇
于
拼
搏

■ 高三（13）班解说词

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高三渊13冤
班遥 整齐划一的步伐袁铿锵有力的口
号袁昂扬向上的姿态袁无不彰显出他
们的王者之风遥 他们用坚韧不拔的
意志对抗赛场中的一切困难袁 用积
极明媚的态度迎接所有的不如意遥
他们传承了班主任老翁的野铁人冶精
神袁从不言弃袁永不服输遥 坚定袁执
着袁耐力与希望在 43位风火少年的
心中点点凝聚曰力量袁信念袁拼搏与
奋斗在高三的你追我赶中渐渐增

强遥听浴时代的强音正在他们的脚下
踏响遥 他们的口号是院野十三十三袁一
扬风帆曰十三十三袁威震罗山浴 冶

■ 高三（15）班解说词

昴宿储祥袁奎星荐瑞袁千玺前天
产英姿遥 十八载乾坤孕秀袁值此人间
嘉平月遥 聚清奇潇洒客袁挥月颖袁图
南得志袁好是大器难淹袁抟风高展鹏
翅遥 才华谁与敌袁广文庠序袁成流芳

英驰曰体魄虽凡子袁骀荡年少袁仍欲占
新魁遥罗山裔袁若披云快睹青天曰成甲
子袁方小试群芳独占遥 待骄子浅寒起
英姿袁似弦吐箭袁看巾帼踏霜步轻盈袁
婺星箕耀遥 高三渊15冤四十才隽袁今朝
血已热袁年年看袁折桂夺先袁文武更双
全袁高声问袁巍冠谁与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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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长跑运动员
高二（8）班 李馨悦

踏上跑道袁是一种选
择遥 无论胜利与否袁你们都
战胜了自己遥 所有的紧张与
期待袁伴随着加快的心跳藏
在心底遥
往日艰辛的准备化作现

在一滴滴胜利的汗水遥 心中
那无比强大的信念毫无保留

地变成一个个坚定的步伐遥
一圈又一圈袁疲惫到不能再
疲惫的你们袁依旧双手紧握袁
奋力向前遥 坚持住袁迎接你
们的将是掌声与欢呼浴

致运动员
高二(6)班 邵志翔

虽然你们在场上的时间很短暂袁但
你们的身影依然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袁
因为你们是赛场上最可爱的人袁不为刻
意的征服袁不为失败的痛苦袁只有辛勤的
汗水化作成功的脚步遥
心中坚定信念袁脚下沉稳的步伐袁你

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不变之信念袁没有
走不完的路袁没有过不了的山袁成功正在
终点袁冲着你高高的招手袁用你那顽强的
意志去努力袁去迎接终点的鲜花与掌声袁

相信成功一定是属于你遥
坚定执着袁耐力与希望在延伸的跑

道中点点凝聚遥 力量尧信念尧拼搏与奋
斗袁在遥远的终点线上逐渐明亮袁时代的
强音正在你的脚下随响遥

致 400米运动员
高三（3）班 苏萌

我看见袁你们在起跑线上准备逆阳袁
影子拉长遥 发令枪响起袁你们冲了出去袁
差距已拉开袁我望见袁你们不服输的意志
转眼要要要已经半圈袁阳光迎面直射袁你们
毫不犹豫袁继续向前曰我看见袁你们脸上
洋溢着青春气袁你们站在跑道上袁披着班
级的荣光袁沐浴同学的赞许遥 加油袁高三
渊3冤 班运动健儿们浴

被暖阳映照的青春
高三（1）班 张佳怡

温和的秋风拂过脸颊袁全身被秋日
暖阳包裹袁坐在草地上袁感受来自自然的
气息袁赤色的跑道上不断闪过不同矫健
的身影袁就这么望着袁望着青春赐予我们
的美好遥
阵阵加油声贯耳袁这是青春的呐喊袁

次次被冲过的重点线袁展现着属于青春
的力量遥 青春就是如此袁洋溢着拼搏与
向上袁它给予我们的美好袁让我们以自己
最美的姿态展现袁最有利的脚步回应遥

加油吧浴 运动健儿们袁在自己最美的年
华袁留下最美的记忆遥
让我们一起面对蓝天约定院我们定不

负时光袁绽放青春活力遥

跑出精气神
高三（15）班 洪尚汝

响亮的口号袁整齐划一的步调袁远远
望去似是一支井然有序的军队袁步伐声
如雷贯耳袁如雷如鼓遥 八高学子有着军
人的风姿袁大踏步动作有力到位袁起跑时
共同前进遥 令人忍不住侧目称赞遥 将冰
凉的空气急促地射入肺部袁将灿烂的暖
阳淋漓地披在肩背遥 跟随音乐的节奏步
步向前袁文化跑操跑出的不仅仅是英姿
勃发的体态袁更跑出了坚强不息袁健康向
上的精神遥 向前跑吧袁因为这积极的力
量袁我们才会变得更强大遥

致裁判员
高二（3）班 徐思扬

一个身影站在起点处唤你起跑袁一
个身影站在终点处迎你到达袁愿这寒风
中的骄阳袁给你带去一点温暖曰愿这绿茵
中的一抹微笑袁给你带去一丝甜意曰愿这
竞技场中的呼声袁给你带去一丝欣慰遥
你手中挥动着的令旗袁简直是绿茵场上
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袁划亮了这富有活
力的天地袁这广阔的湛蓝的天空下袁因为
有你的身影而变得秩序进然袁那金灿灿
的奖牌袁凝聚有你的心血和汗水遥

运动员，加油！
高一(5)班 高佩佩

骄阳似火袁衬着这份热情袁健儿们正
尽情地挥洒着青春的醇香袁 不禁令这本
就着冷风的空气也暗叹遥 离弦的身影袁专
注的目光遥 或许内心还抱着些许紧张袁但
我想袁 当他们看见一旁绿茵地上同伴殷
切的目光袁心也就沉静下来了遥
野砰浴 冶这是开始的枪声袁但或许这不仅仅

预示着开始袁 更多的应该是一场象征着
友好的硝烟之战遥
身影射出了起始线袁 秒表开始了无

限循环的工作袁汗腺开始紧绷袁尖叫声中
挥舞着打气棒遥 此刻袁无所谓输赢袁无所

谓先后袁 只要看见跑道上那个属于我们
班的骄傲袁 双手就情不自禁的的开始挥
舞袁想要为他增加哪怕只有些许的气力遥
终点线近在眼前袁 他们的眼里只有这么
一根被阳光晒得有些野发抖冶的线噎噎快
了袁快了袁快了遥 线被狠狠甩在了身后袁汗
水欣慰的顺着脸颊滑下袁 空气里的喧嚣
充满了潇洒遥 这是我们青春的调调袁简单
却又馥郁芬芳遥

青竹，加油！
高一（12）班 叶一申

你们的入场式如此独特袁 一段独具
创意的手舞足蹈袁 一首班主任献唱的灵
魂配乐袁 以及三头神秘的牛引领着整体
的欢乐气氛遥 入场虽不算惊艳袁虽未赶潮
流袁却是那样不拘小节袁别出心裁袁让每
一个来自你们高一渊12冤青竹班的人绽放
笑容袁在此尽情展现自我浴 相信你们在运
动会上的表现也会像入场一样袁 充满青
春蓬勃的激情以及成长为自己的自信浴

运动员丁一
高一（1）班 苏洹

腿最长的丁一袁或许赛前的你还在
焦虑袁但似乎今天的天气都在为你而欢
呼遥 你瘦高的背影在我们心中遥 当你站
在起跑线时袁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回属于
你的自信袁夺下属于你的光环袁生理与荣
耀已经不远了遥 可能还刚结束完摸高的
你有些疲惫袁但奋斗吧袁飞吧袁高一渊1冤班

在你身后袁奋斗吧浴 飞吧浴 最美的终点袁
我就在那 400米身后遥
加油袁拥有坚韧品质的你遥 加油袁无

论是学习还是运动都拼着命的你遥 去开
拓袁去冲击袁超豪学子为你自豪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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