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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运动员

之间关切的安慰与

一句鼓励都能够使

得运动员重获信心袁
不再露出沮丧的神

情遥道德的高度在素
不相识的鼓励中充

分的展现出来袁那些
直面压力的运动员

固然厉害袁但能够放
下彼此尧用心去鼓励
对手的运动员则拥

有更高的精神品质遥
五尧绽放
运动之光是面

对压力时的笑容袁运
动之光是获得荣誉

时的羞涩袁运动之光
是道德的体现袁是人
格的升华遥 达窑芬奇
说过院运动是一切生
命的源泉遥也正是如
此袁运动在人类的历
史里才显得那么重

要遥 雄关漫道真如
铁袁 而今迈步从头
越遥希望所有的运动
员们珍惜机遇袁勇往
直前袁 自强不息袁超
越自我遥
我们相信属于

运动的明天一定会

更加美好袁我们相信
我们能行浴

总有奇迹在等你
高三（10）班 徐宇政

离弦箭似的助跑袁 蚂蚱
似的起跳袁空中踏步的表演袁
迎起阵阵惊叹袁落地的瞬间袁
你触到了沙的柔软遥 身后留
下的距离袁 是你下一个等待
突破的极限袁 是你下一次奋
斗的目标袁 是你引以为豪的
傲人成绩浴

耐力与爆发力的

双重考验
高一（8）班 黄大可

这是在 400米小组赛第
二组最后 100米袁 所有运动

员都在奋力冲向终点的照片遥 400米袁是

耐力与爆发力的完美结合遥 一开始就用
尽全力袁在后半段你就会乏力袁没有力气
进行最后的冲刺曰 当你为了节省体力前
半段没有用尽全力跑袁到最后袁你就会很
难追上前半段被拉出的距离遥 全程是厌
氧呼吸的过程袁接近终点的时候袁肌肉的
酸痛和极度缺氧让你不得不停下来袁可
是使命感又让你不得不全力冲向终点遥
当这群可敬可爱的运动员们在操场

上奋力熬过这 1分多钟的时候袁 不管他
们是否能进决赛袁 我们都应给予他们最
热烈的掌声与鼓励袁 毕竟他们是为了集

体荣誉奋不顾身的人们啊浴 在高三最后
的学习袁又何尝不是如此袁高三最后的冲
刺袁会很累袁但不能停袁只有全力冲刺以
后袁才会尝到胜利的甘甜遥

以声为宴
高二（11）班 李琪玮

紧张而激烈的赛程如火如荼的进行

着袁无数的人为运动员们加油喝彩遥 但是
有那么一群人袁他们宛若春风入雨袁以清
澈的嗓音带给我们听觉的享受曰他们袁就
是我们的播音员遥

运动场上没有他们奔驰跳跃的身

影袁 但是他们的声音却时时刻刻回响在
我们的耳畔遥 倘若没有他们的参与袁会场
将会少了一份乐趣曰 他们在场后播放出
一首首美妙的旋律袁 让紧张的比赛拥有
一点点平和曰炎炎夏日之中袁为了多播送
一份稿件袁而忘记了喝水袁口感舌燥却仍
旧在岗位上坚守着袁就是这一份坚守曰在
激烈的比赛中袁 有着尽职的解说为我们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遥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

理所当然的付出袁 但是播音员们却是牺
牲了自己的时间袁 放弃了为自己班级同
学呐喊助威的机会袁 而是选择了为全校
的同学们服务遥

尽管他们不是运动场上的健儿袁但
他们不吝惜自己的汗水袁 用饱满的热情
奉献在播音台上传递着一个又一个喜

悦袁掀起赛场上一次又一次的高潮袁让我
们向播音员表达最真挚的谢意浴

致拿到通讯稿的你
高三渊13冤 姜尚宁

也许你在面对如白雪纷飞的稿件袁
不停寻找最出众的那一片雪花袁 试着从
这些或优秀或糟糕的文字中袁 找出最能
感染众人的那一段袁 也许你是坐在高高
主席台上面对着话筒的那一位袁 在操场
上回荡着的是你们充满情感的朗读声曰
闭上眼仔细倾听袁 似乎可以感到同学笔
尖下流出的温暖感情遥 尽管只有半天的
工作袁但我想你们也并不轻松遥 加油吧袁
让八高的操场上袁 回想只属于这一刻的
激情遥

活动通讯

致四百米英雄赵纳
高三 （3） 班 徐亦佳 陈奕璇

朱诗情

凛凛寒冬袁 难挡的是满腔的热
血遥 你和红白相间的跑道袁有一个约
定袁约定用你的汗水来滋润它曰你和
热情澎湃的我们袁有一个约定袁约定
这一战袁必胜无疑遥
在枪响起的那一秒袁你心急如焚

地冲了出去袁 只留下起跑器上你那
坚定的足印遥 在你的身上袁是我们那
一道道充满希望的眼神遥 在你的耳
边袁 是我们那一阵阵热情洋溢的呐
喊遥嘈杂的呼声此起彼伏袁不绝于耳袁
但你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袁你的眼中
只有那条线袁那条象征着胜利与荣耀
的终点线遥

第一个弯道袁加速袁我要冲上去袁
我要在这里甩开她们遥
第一个直道袁不袁我不能落下袁这

是属于我的赛场遥

第二个弯道袁 她们追上来了吗钥
还要更快浴

最后一个直道袁 希望就在眼前
了袁 绝不能在这里被赶上浴 加速袁加
速要要要冲线浴

野七号跑道的同学冲线了浴 好的

第一名浴 冶
这一刻袁所有的欢呼与呐喊蓦地

闯入你耳中袁你知道你成功了袁尽管
只是第一步袁你已成功延续了你的传
说要要要不败的传说遥
同学激动地向你举起相机袁你的

英姿在这一刻袁永远被载入了三班的
史册遥

赵纳袁我们为你喝彩袁明天的决
赛袁你一定能傲视群雄浴

为了梦想，勇往直前
高三渊16冤班 黎星梦

带着露水的早晨袁我们迎着蓬勃的
太阳袁揣着小鹿乱撞的心袁带着期盼袁携
着梦想袁面向令人激动不已的运动会遥

每一个人都明了袁 这将是我们高中
生活最后的运动会袁 这将是我们高中最
后一次在运动场上拼搏袁格外珍惜袁我们
将认真顽强地去努力袁去飞越浴

抛开繁重的作业袁 游离浩瀚的题

海袁我不在乎前方是什么袁我只想保持微
笑袁奋勇向前遥
胜利袁我来了遥 心在颤抖袁紧绷的脸

庞袁分明的肌理袁灵活的骨骼袁高速运动遥
心挂在脚上袁脚底生风袁风在呐喊袁我的
心底也有一个声音在呐喊院野相信自己袁
勇往直前浴 冶

绽放运动之光
高一渊17冤班 董洋洋

一尧运动之光
烟雾弹在空气中蹿开袁那些彩色的

雾气在空气中律动袁构成一道激励人心
的美丽风景遥 运动员们站在碧莹莹的草
地上袁看着烟雾怔怔出神遥 今日的阳光
比起平时更加温暖袁细细薄薄的汗水涂
在运动员们的脸颊上遥 但他们的目光澄
澈透亮袁带着对胜利的渴望袁几乎所有
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独属于运动员的骄

傲与自信遥 很快袁正式的比赛就开始了遥
二尧运动之光是坚持
在四百米的最后冲刺里袁 男生女生

用尽全力的冲刺袁 耳边是呼啸的风声与
嘈杂的呐喊遥 那一刻世界仿佛只剩下了
自己与前方的终点处袁 红色的跑道在此
刻如同照亮生命的运动之光袁 运动员们
的坚持铸成胜利的基石遥 在冲过终点线
的那一刻袁内心只剩下了运动的快乐遥
三尧运动之光是勤奋
即使到了比赛的前一刻袁 勤奋的练

习与努力的付出也要坚持下去遥 那些练
习二十五米往返接力的班级袁 男生扛着
大米充当沙袋袁在跑道上来回冲刺遥 尽管
冲袁只能冲袁用尽全力地冲遥 只有勤奋才
能够打开胜利的大门袁 只有勤奋练习的
运动员才能够登上胜利的顶峰遥
四尧运动之光是鼓励
比赛前的紧张让运动员神情忧虑袁

甚至让一些内心脆弱的运动员控制不住

的流下了软弱的泪水遥 渊下转中缝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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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兄弟
高一渊5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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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始挥舞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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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场比赛袁只要看着这些班级的

小骄傲在场上挥洒汗水袁就会觉得有一
种满满的温暖充斥在心里遥 因为无论乌
云有几分阴沉袁它给大地是一种感慨曰无
论荆棘有几多稠密袁它给目光是一片风
景曰无论他们成败与否遥 他们给我的袁给
我们的袁都是一种欣慰袁像是乡村的牧牛
笛奏出的曲子那样袁听着就满足了遥
观众的目光有时比运动员还要专注

许多袁或许他们正在期待着偌大的竞技
场上那几个奔跑的身影遥 绿茵草地袁嫣
红跑道袁点上几个或黑或白的身影遥 本
来只是冒着生机的操场袁此刻却有着竞

技的热血和骄傲的嘶吼遥 我们等待的不
是那一张漂亮的红色奖状袁而是冥冥之
中的羁绊在牵引着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袁
共同享受这片刻的时光遥 运动会说长不
长袁但它留给我们的会是最真挚的回忆
和刻骨铭心的印记遥 这些不是照相机可
以印刻下来的袁是用我们的眼睛袁用我们
双手将这些本来散落在时光轴上的记忆

拾取袁雕刻袁再将他们放回最原始袁最动
人的地方遥
我们相约在这个草地袁奔跑在这个

草地袁或许三年后还会携手一起离开这
个草地遥 无论留下了多少袁无论带走了
多少袁只要在多年以后我们还能一起回
到时光的起点袁再看看这些笑脸袁或许我
们就会恍然大悟袁原来袁那年的十一月袁
我们说过了袁做过了这么多遥
不知道什么原因袁笑脸总是能感染

很多人袁让很多平常而又不显眼的事变
得熠熠生光遥 嘴角的幅度袁和眼睑的上
挑袁把空气里的温度都感染的满是欢欣遥

总是有人感叹院少年啊袁你的时光过
的好慢啊遥 但是为什么在奔跑的我们却
又总是觉得时光过得好快遥 有时凌乱的
风吹散了头发的时候袁会忽然觉得袁时间
会不会就这样过完了遥 放开的步伐和雀
跃的欢呼声袁 一个天然的镜头就这样形
成遥在阳光的照耀下袁接力跑的赛场格外
辉煌遥 左手遮不住汗水袁 右手遮不住太
阳袁紧绷着肌肉宣示着主权袁这是属于我
们十七岁的赛场袁有青春的香甜遥 我们袁
你们袁都是这个赛场的主宰袁青春就是这

样袁无所畏惧遥

精彩时间
高三渊7冤班

400米是让大部分人都望而却步的
项目袁而你们却义无反顾遥 只为赢得那
一份殊荣遥
只听一声枪响袁我们班的林子超同

学表情严肃袁从助跑器上飞离袁虽然身边
的选手都实力强劲袁但只见子超同学目
光如炬袁坚定的挥动双臂袁奋力朝向终点
奔去遥 不论结果如何袁你都向我们彰显
了你坚持不懈的运动家精神浴
同样是 400米运动员的林孙咧袁身

着全黑战衣袁脚蹬黄金战鞋袁双手撑地袁
目空一切外物袁只静静地等待一声枪响遥
没有压迫感袁反倒是那样一份从容不迫
与其相伴遥 指令一出袁便和实力相当的
对手开始你追我赶袁在热烈的呐喊声中袁

沸腾了热血袁昂扬了斗志袁更是我们高三
渊7冤班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心紧紧相依浴
每一次的空中旅程都是新奇而又有

趣的遥 我拥抱过天空袁亲吻过蝴蝶袁细闻
过花香袁触碰过阳光遥 我能感受每一次
旅程中所包含的意义袁我被给予的每一
分力量都是你认真和努力过后的成果袁
我被馈赠的每一次旅程都是充满着希望

和信心的遥
我一次一次在空中旋转袁表演着代

表你的节目遥 而当旅程结束的时候袁有
人欢喜有人愁遥 即使离开了袁请记住院谢
谢你让我拥有一次如此美好的旅程袁这
一趟袁值了浴

追 梦 的 脚 步
高二渊8冤班

激动人心的 400 米预
赛袁 随着裁判员打出第一声
有力的枪响袁正式拉开序幕遥
每一个运动员都像离弦的箭

似得飞出起点袁 为他们加油
助威的同学们也使出了 野洪
荒之力冶袁此起彼伏遥或许袁运
动员们在赛场上会紧张到听

不见大家的叫喊袁 但这是一
种同学之间的默契袁 好像每
一次叫喊袁 都可以让他们的
脚步加快一点遥 第二个弯道
过后袁 运动员们明显体力不
支袁 但他们仍用着顽强的毅
力坚持了下来袁 最后一个直
道开始冲刺了袁 他们再一次

迈开大长腿袁拼尽全力袁冲向终点遥 那是
400米的终点袁 又是他们迈向成功的起
点遥 他们或许没能战胜对手袁挺近决赛袁
但他们战胜了自己袁超越了自己袁这本就
是一次胜利遥

然而袁操场的另一边袁在不被人注意
的跳远场地上袁 我们班的同学也赛出了
精神袁赛出了风采袁夺得了男子跳远前八
的好成绩遥
青春活力无限袁 追梦的脚步永不停

息袁 运动会的举办是给同学们提供一个
特别的平台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袁展现
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朝气袁同时袁许多集体
项目的设置也是对班级凝聚力的考验遥
本届运动会的第一个集体项目 野25米迎
面负重接力冶 实在精彩无比袁 成绩不重
要袁 重要的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感受到的

每一个人为班集体奋斗的那一份力量遥
看到每个女生集中精神袁全力奔跑曰看到
瘦弱的男生一次次地抱着沙袋摔倒袁却
依旧一副坚定的模样袁使人倍受感动遥 撕
心裂肺的呐喊声尧加油声袁响彻整个大操
场袁伴随着骄阳袁喊出青春的力量遥

沁园春·体育节
高三渊4冤班

独立寒秋袁瑶溪一畔袁罗山之麓袁 看
八高少年袁奋力拼搏袁赛场内外袁热情喷
涌遥 火炽跑道袁风飒绿茵袁体育节里谁称
雄遥 喜今时袁论莘莘学子袁谁与斩获钥
也曾汇集感动袁忆往昔挚友兼敌手袁

恰青春少年袁笑靥如花袁金色年代袁热情
将灼袁奔驰步伐袁飞跃身姿袁纵身一跳欲
遮天袁曾记否袁随吾心奋斗袁不悔始终浴

怒放的生命
高二渊7冤班

烈阳高照袁寒风呼啸袁裁判一挥袁欢
呼围绕遥
面前的沙坑不是沙坑袁 它没有海风

的陪伴袁没有海浪的拍岸遥
面前的沙坑只是沙坑袁 它有的是一

次次的往前袁一回回的加深遥
面对层层的选拔袁每每的试跳遥 压力

就像一座座高山袁压得心头不断搏击遥
力气就像一个厚厚的蚕茧袁圈圈抽丝袁定
着压力袁扛着力气袁冲着向前袁不断怒放
着生命遥

沈硕沈硕袁勇夺果硕袁第一第一袁再
创校纪遥 他从前面激烈的助跑袁到后面腾
飞的跃高袁不断释放着自己内心的火袁不
断突破幼稚的自我遥 虽然后来力气的减
弱袁但却丝毫改不了他志气奋力拼搏遥 那

惊人的弹跳力袁那震人的冲刺劲袁那六米

三的远距袁那被怒放的生命浴 我想要怒放

的生命袁就像身影穿越过辽阔天空袁就像

穿行在无边的狂野袁 就像矗立在彩虹之

颠袁就像穿行璀璨的星河袁拥有超越平凡

的力量遥 那被怒放的生命袁就像在八高校

园绽放的美丽遥

起跑线
高二渊4冤班

不为掌声的诠释尧不为刻意的征服尧
只有辛勤的汗水化作追求的脚步遥 心中
坚定的信念脚下沉稳的步伐袁 你用行动
诉说着一个不变的真理院 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遥 希望在终点向
你招手袁努力吧袁用你坚韧不拔的毅志袁
去迎接终点的鲜花与掌声遥
跑道已洒满阳光袁不要羞涩尧不要紧

张袁听秋雁在空中为你歌唱袁快去拾取片
片金黄袁充满信心袁就有希望遥 风为你加
油袁云为你助兴袁坚定袁执着袁耐力与希
望袁在延伸的白色跑道中点点凝聚浴
力量袁信念袁拼搏与奋斗袁在遥远的

终点线上渐渐明亮浴 时代的强音正在你
的脚下踏响,诺大的竞技场期待着你矫健
的身影袁瑟瑟的秋风为你送来爽朗的气
息遥 在你踏上跑道的那一刻袁将信心进
行到底袁告诉自己无论成功与否袁都要微
笑着跑完全程袁只要年轻的心还在蓬勃
的跳动 袁就还有希望 遥 渊下转中缝 冤

渊接第 3版冤
运动场上袁虽

然没有你们奔跑的

身影袁但却可以远远
的望到袁你们那跳动
的身影遥
在场上袁你们热

情奔放袁为运动员们
加油助威遥
在场下袁你们刻

苦练习袁为在场上展
现出最好的一面遥
不停地呐喊着袁脸颊
微微的红了袁额头上
出现了晶莹的汗珠遥
但你们并不停歇袁
依旧不停地呐喊着袁
呐喊着窑窑窑窑窑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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