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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跑道上
吃泡面

高一（6）班 顾言

我坐在跑道上吃泡面

汤面上浮着的鲜虾板像今天

的太阳

Q弹鲜嫩袁 热情
一夹的面

像八条跑道

运动员从不同的起点奔向相

同的终点

我觉得 400米的运动员特别
厉害

400米的距离袁不长也不短
需要爆发力也需要耐力

我像喜爱康师傅鲜虾鱼板面

一样喜爱她们

我坐在跑道边吃泡面

也在看着你袁也在祝福你

最美的回忆
高一（15）班 佚名

野十是十袁 五是五袁 校运第一是十
五遥 冶我们班的口号虽简单袁但大家的心
是坚定而有力量遥 不怕比赛的名次是好
是坏袁只争求做最好的自己遥在昨天的比
赛中袁 我们班的运动员们个个都是发挥
出色袁王金鹏尧汪贺晟同学分别夺得了男
子 400米预赛的第一尧二名遥 在今天即将
要举行男子 400米的决赛袁 不论结果怎
么样袁我们高一渊15冤班同学们都为你们
骄傲遥在今天还将举行 100米尧1500米跳
远和足球绕杆的比赛遥100米是速度的比
拼曰1500米是耐力的实验曰跳远是迸发的
决心曰足球绕杆则是力量的凝聚遥 参加项
目的运动员们都是棒棒哒袁 真想给你们
一个爱的抱抱袁 鼓励的眼神遥 不要有压
力袁就凭你们有站在赛场的勇气袁就该给
你们点个赞遥
第一天的体育节氛围真好袁 赛道旁

同学的呐喊袁赛道上的同学的尽情挥散袁
主席台上激动的解说袁 这绝对是我们一
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遥

致篮球运动员们
高一渊8冤班 易乐乐

矫健的身姿穿梭在红绿相间的赛

场袁鲜艳的队服交织在一起袁指尖娴熟玩
转着篮球袁脚步灵敏快速地变换遥 瞧浴 这
儿就是我们八高的篮球赛袁 那儿就是我
们八高的运动员遥
面对风雨袁恐惧着只能更懦弱袁面对

队友袁逃避着只能够被淘汰袁没有悬崖袁
就形不成雄伟壮观的瀑曰没有礁石袁就激
不起千万丈浪花袁人生旅途漫漫袁球场如
战场袁充满坎坷袁唯有奋勇拼搏才能铸造
雨后的彩虹遥看袁他们旋转袁跳跃袁篮球在
空中画出一条优美的弧线袁 犹如一道流
星划破天际袁闪烁着最闪耀的光芒遥刹那

间袁掌声袁雀跃声响亮而起袁每个人都沉
浸在欢乐的海洋遥

渐渐地袁呐喊声袁欢呼声慢慢消散袁
人潮逐渐退去袁每个人的嘴角微微上扬袁
眉梢挂着喜悦袁无论结果怎样袁都愿他们
在这样的花样年华里袁 赛出一路玫瑰色
的风景遥

今日野一言堂冶
高二（15）班 佚名

致足球绕杆运动员院
快而稳是这种运动所必需的袁 再加

上练习就能完美应对遥 不浮躁的心与快
节奏的步伐在赛场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遥
要要要LXY
致足球绕杆运动员院
人生如赛场袁路途似跑道袁在这秋高

气爽的季节里袁在这远离喧嚣的战场上袁
所有的激情都在那一阵阵呐喊中凝结遥
凝结成的话作一股股力量袁 在踢向足球
的那一霎那迸发遥 踢向的不仅仅是一个

个重点袁 更是一次次新年化作青春的飞
翔遥 要要要陈臻佳

今天也是非常愉快且轻松的一天袁
只有晚自修很痛苦遥 希望往后的几天袁多
点娱乐少点作业遥 同时赛场上袁我们班也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遥 不过袁别担心袁我
们班就随便玩玩袁 不和你们争第一遥
要要要小漂亮

纵使今天寒风凛冽袁 奔驰在赛场上
的叶容依旧强势浴 厉害了我的容遥 要要要
胡大钊

比赛也很激烈袁狼人杀玩的很 high遥
但我班什么时候也叫外卖呢钥 要要要特特

没有一定会怎样遥 只有可能会怎样遥
要要要彭艾绍

邂逅精彩的盛宴袁留下难忘的回忆遥
要要要Franas
学习使我快乐遥 要要要村头小翠

今天猴嗨森遥 要要要村头小花

六 神
高二（6）班 林文跃

清晨袁大罗山脚下的雾气总是混沌而
凛冽的袁太阳像一头沉睡的猛兽袁蓄势着

今日一搏遥 高二六班的班名院六神袁像是
早已预言了这个班级注定不平凡一般袁
令人充满期待遥 运动会进行了两天袁有欢
笑也有泪水袁都联系着班级的荣辱袁不管
输赢袁六神都在我们心中遥
没有太阳的天压着大地袁1500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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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挲着手臂站在跑

道的起点处遥冷遥眼
睛中吸收的光饱和

度很低袁一哈气景色
上一层薄雾遥女生有
多害怕长跑钥宁愿抱
着肚子躺在床上打

滚也不愿上场遥她们
是勇士遥厚实的云层
中漏出的曦轩淌在

他们身上袁馥郁地流
动着袁宛若神明遥 今
天我们场上的两名

1500米战士用她们
的汗水证实了六神

的野神冶字并非虚传遥
她们就是雅典娜袁孕
育着英勇的美德袁散
发着绝美的智慧遥她
们就是赫拉克勒斯袁
用坚实的臂膀支撑

起高大的神殿袁撕裂
所有的风和荆棘遥四
圈袁她们身形移过的
轨迹是四个红色的

同心圆要要要一个叫

速度袁 一个叫激情袁
一个叫坚毅袁一个叫
生命遥没有人能挡住
她们向前她出的足

迹袁踏破虚空袁步步
生莲遥美丽遥绝世的
美丽遥维纳斯般在跑
道上飘逸袁汗水拉出
华美的丝带袁霞光在
她们身上满溢遥

神明袁 她们就
是神明袁歆享着生命
与美的律动的神明遥

体育文化节的

“另一面”
高一（8）班 庄凯程

空气清新袁阳光正好袁万
里无云袁清风低吟遥树叶随风
摇曳着袁拨动着空气的弦遥也
许是上帝的怜爱袁 连续不断
的阴雨在今天被中止袁 耀眼
的阳光夹杂着熙攘的谈论

声袁构成一曲青春的乐章遥
操场上人头攒动袁而最

耀眼的袁是高一渊8冤班的营地
里袁那最亮的一抹红色遥
红色军团袁所向披靡袁红

色军团袁无人能敌浴
我们身体中所流淌着的

那鲜红的沸腾的血液袁 就是
我们身上的铠甲袁带领着我

们走向胜利遥
发令枪开枪之际袁 正是全班兴致最

高之时遥 欢呼声袁加油声袁呐喊声此起彼
伏袁此时此刻袁四十六颗心真正的连为一
体袁每一个脚步袁每一次呼吸袁每一滴汗
水袁正是我们八班心中的律动遥

同时袁在休息时刻袁我们也是最活跃
的遥 野狼人杀冶袁真心话大冒险,各种各样
的游戏袁伴随着各种各各样的笑声袁盘旋
在操场上袁消失在天空的边际遥
橘红色的班旗飘舞着袁诉说着八班

故事遥

致一千五百米运动员
高一（10）班 厉洲强

阳光透过云层打在了你们坚毅的脸

上袁折射出了摄人心神的色彩袁那是一种
能使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力量的色

彩袁是躲在帐篷之中瑟瑟发抖的我们所
没有的遥
滚烫的袁大滴的汗水袁不停在凝聚着

你们足下的道路袁 那时的我只能为这种
力量所震撼袁 我们的呐喊在这坚韧之前
只得黯然失色遥 浸湿的衣裳袁 机械的步
伐袁你们的身躯在发抖几近倒下袁但是你
们的目光袁不服输的信念袁这是风所无法
吹动的袁这是云所无法遮掩的遥 为你们的
精神喝彩袁为你们的不屈祝福袁加油浴

微微一笑
高一（5）班 佚名

到了第二天袁我们的脸上少了紧张袁
更多的是期许和快乐袁 这些弥足珍贵的
精神宝藏被我们珍藏在记忆深处遥 这并
不是一场为了谁的骄傲而争抢的战争袁
而是为了让更多的欢乐和笑脸的出现在

瑶溪这片仙境之湖的一次表演袁 这是我
们进入社会之前的自我袁不必担心薪水袁

不必为了明天的伙食担心袁 因为这是我
们青春的特权袁如果没有梦想袁没有笑
脸袁我们要青春干什么遥
运动会是一个展示野小鲜肉冶时代的

机会袁看着这些战后归来的野战士冶袁他们
的脸上有无惧输赢的潇洒袁茵茵运动场袁
谁是英雄并不看那几秒钟的差距袁 不是
被落后二十多米的失落袁 是他们脸上的
欢欣袁或许袁无论时光怎么变化袁我们终
究还是记忆里的那个人遥 我们的眼里不
能只装得下他们的成绩和奖状袁 还要有
他们在冲刺时野狰狞冶的表情袁有他们像
是下雨一样的汗水袁因为他们袁才是这片
操场生机的创造者遥

豪言壮语袁抵不上他们归来后的野微
微一笑冶袁赛场的紧张也没有赛后嘘寒问
暖来的温暖袁团体就是这样袁在不经意之
间袁暖了心遥

在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的时候袁后
勤的同学也能自娱自乐袁 隔绝一切的噪
音袁五子棋成了既健康又能消遣时光的

工具袁偶尔听到周边的尖叫袁再抬起头看
看发生了什么袁拍下这些袁总觉得时间好
像静止了一样遥 受伤的手指还抱着创可
贴袁但精神上还是依旧的野坚强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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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哪吒
要要要致所有女运动员

高三（13）班 佚名

或许你本是女中豪杰袁
便当仁不让地挑起了全场的

大梁曰 或许是那份难以推脱
的责任心与荣誉感袁 使你仅
凭一腔孤勇就担起了交付于

你的重任遥 你不畏惧全然的
未知袁 也不顾虑它背后的辛
苦与艰难袁你所认定的只是
要咬紧牙关袁一往无前遥

在你踏上赛道的那一

刻袁 我看见有一团烈火在你
眼中燃烧袁 熊熊火焰里映出
你一股不问明天的生猛与执

著遥你不顾一切地向前冲袁仿
佛要将自己都燃成灰烬遥 你

不惧碾压的姿态袁鲜活在所有人的心
中遥
在赛道上奋力拼搏尧享受的你袁仿佛

是在迎着大风歌唱遥 你肆意地挥霍青春
的热血与激情袁 将生命的姿态勾勒得明
媚而热烈遥你不惧前路艰险袁只顾风雨兼
程遥 你像哪吒袁一生率性袁一生勇敢袁不顾
忌任何后果袁哪怕摔伤膝盖袁擦破手掌袁

仍

以

一

笑置之曰你像哪吒袁从不服输袁从不言弃袁
向着前方义无反顾 袁刚强的模样令
人生畏遥
我不知道该如何敬你袁为那坚忍尧刚

毅的哪吒般的少女心遥

致高三学子
文字：高三（4）班 黄一晨、欧阳珊珊

摄影：徐坚业、梁嘉琪

如火如荼的运动会兴意正酣袁 但其
间却有一群特殊的身影遥 他们时而盘腿
而坐袁 细细研读手中书本曰 时而舞旗呐
喊袁为好友助威遥他们将自己火热的青春
在赛场上肆意绽放袁 同时又在书山学海

中攀援遨游遥 没错袁他们便是高三学子遥
清晨袁有他们行色匆匆的身影曰赛场上袁
有他们奋力拼搏的身影曰教室里袁有他们
埋头苦读的身影遥没有一句叫苦袁更无半
句怨言袁他们用行动为八高学子代言遥汗
水折射出奋斗的身影袁既是与他人袁更是
与时间赛跑遥 生如逆旅袁一苇以航袁没有
人生来就是时间的主人袁加油吧袁高三学
子们浴

记 100米决赛
高三（2）班 佚名

11月 30日早上袁天空中还蒙着一层
薄雾袁 随着裁判员一声枪令袁100米决赛
正式拉开序幕遥 运动员们如离弦的箭一
般飞出起跑线袁无畏无惧曰如脱缰的野马
一般在赛道上袁尽情飞驰袁如绚丽的流星
一般划过跑道袁 熠熠生辉遥 也许他们并
没有看到成功在向他们挥手袁 但他们已
是一个成功者遥只要相信自己袁力量就在
心中遥 他们在风雨中洒脱激情袁 在阳光
下释放希冀袁 这里没有过去的过去袁 只
有把握当下袁 这里没有明天的明天袁 只
有眼前的路遥 逝去的已经逝去袁 要明白袁
今天的你才是真正的你袁 用你的真实袁
你的所有袁 挥洒出心中的希望遥 100米袁
这是要几多汗水浸湿的数字袁 多少迈开
的步子丈量的长度遥 一个月的努力化
为奋力摆动的双臂和紧紧咬死的牙关袁
健儿们为了共同的终点线竭尽全力遥 随
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袁他们一路狂奔袁脚下
的每一步都是一个终点袁每一步都代表
着成功袁无论输赢遥

摸高野飞冶
要要要致摸高运动员

高三（12）班 杨倩倩

纵身一跃袁展翅一野飞冶袁临风伸展的
是张扬的身姿袁是无畏的青春遥 而场上那
些期待的眼神 袁 也满载着他们的渴

望要要要跨出的脚踩在众人的心尖上袁飞
跃的心尧亦是在沸腾着遥 那一瞬袁你跃出
了自我浴 欢乐扬起了众人的臂膀袁引燃了
一阵欢呼遥 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与尝试袁都
意味着自我超越遥 为你喝彩袁为你祝福遥
胜利不仅属于第一袁 而是属于每一个愿
意挑战极限的人遥 此刻的高度袁只是我们
起跳的最低高度袁 就像是人生路上树立
的第一个目标袁 以后还有更高的标等着
我们去实现袁 我们还能这么轻松就实现
了吗钥浴 高度的每一次抬升袁都意味着更
刻 苦 的 努 力 遥 请 让 我 们 为 这 张
扬的青春袁添上一笔绚丽的色彩遥

永不沉没的精神
高三（6）班 陈心怡

2016年 11月 19日袁秋冬刺骨的寒
风袁却阻挡不住八高学子对体育文化节
的热情遥 在阵阵的呐喊声中袁温州第八

高级中学迎来了校第二届体育文化节第

二日的赛程遥
100米 在爆发中突破自我

作为第二日的首场比赛袁 我班的徐
晋尧 王俊岭及黄超仪均在 100米中刷新
着自己的记录遥 随着枪声的响起袁他们如
离弦的箭冲出了起跑线袁在 100 米的
跑道中释放着满腔的热血遥
助跑摸高 在篮球场上勇攀高峰

我班的吴文宪袁虽然个子不高袁却有
着惊人的弹跳力遥 陶瑞阳更是不走寻常
路袁从左边起跳袁赛出冠军的风采遥 她们袁
用一次次的起跳中告诉我们野没有最
好袁只有更好冶遥
向至高至难的地方冲击袁 才能够达

到至臻至美的境界曰 向至高至难的地方
发起挑战袁才能够达到最远的目标遥 野犯
其至难袁图其至远冶将成为一种精神永存
于高三渊6冤班袁引领着我们到达更高更远
的地方遥

青春进行曲
高二（16）班 张瑜

与我们来说袁 青春无非
就是由细微琐碎的零部件堆

砌起来袁 由宛如天边絮状云
彩般的记忆拼凑起来袁 即琐
屑平常又短暂美丽袁 而我们
的青春袁正于运动场上绽放浴

拼搏

29 日上午的天气已不
如昨日的流云透日光袁 但依
旧无法抵挡我们拼搏的决心

和毅力遥 参加完女子一百米
跑的比赛袁只稍作休息袁我班
周珈希同学又奔赴至女子四

百米决赛的现场遥 昨日激烈
的比赛中袁 她以预赛第一名
的成绩脱颖而出遥 比赛枪声

一响袁 运动员们几乎同时起步袁 不相上
下遥 场上奔驰的她们正处在一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袁她们都用速度化为子弹袁用激
情迸射光芒遥 周珈希同学在第一个直道
依旧处于最后一位的劣势袁 而就在进入
最后一个弯道时袁她突然发力袁迅速超越
其他的选手袁占据领先位置袁并在之后的
直道冲刺中一往无前袁 为我班夺下了首
枚金牌袁正所谓人不奋斗枉少年袁在这充
满热血的赛场上袁挥洒汗水袁才不枉年少
一场遥

团结

下午的冬风依旧有些凛冽袁 但操场
上人来人往的人潮依旧在继续遥 考验双
脚灵活度和身体协调能力的足球绕杆比

赛终于在期待中拉开帷幕遥 三十个选手
与脚下小小的足球和六根标志杆作斗

争袁小小的足球似乎成为我们的羁绊袁就
好像人生总有挫折袁 也许我们会走错了
路袁绕错了杆袁也许我们会用力过猛袁偏
离轨迹袁但我们相信袁我们的队友在前方
等待袁在前方迎接每一个英雄的归来遥

因为我们胸中都一团火焰在燃烧袁那是
团结的灵魂袁是十六班的灵魂浴
被盛夏的阳光照耀过的斑驳树叶袁

随着北风渐渐褪色袁变得缱绻遥 凛冽的
冬日袁我们的青春却依旧在运动场上春
暖花开浴

我们的运动会
高二（14）班 佚名

告别了昨日明媚的阳光袁 今日的天
虽阴沉袁但却赶不走那沉聚在我们心中
对运动会的热情遥
最先开始的是助跑摸高比赛袁 站在

平地上向着蓝天的方向起跳袁 是人类一
直的向往遥 跨出的脚踩在云层袁飞跃的心
儿在沸腾袁轻捷如燕袁威猛如鹰袁欢乐扬
起了臂膀袁沉浸在反复轮回的场面中遥 跃
起的袁不仅是身体的高度袁更是梦想的高
度遥 一跃而过的瞬间袁汗水淌过的过去袁
泪水泡过昨天袁 同心中的喜悦一起在太
阳下发出璀璨的光芒遥 你知道袁越过今天
的高度袁是为了下一次更高的目标袁为了
更激烈的挑战遥 勇士们袁张开双臂袁去超
越自己的极限吧 袁我们在成功的变
等待着为你的辉煌而欢呼浴

紧接着紧张激烈的 100 米随之展
开遥 走过一段很长的路袁 你用青春的脚
步袁敲出铿锵的音符遥 成功融入笑容袁失
败也有幸福遥 一双双期盼的目光袁每个人
脚下都有一条成功之路遥 为拚搏喝彩在
黑白相间的跑道上袁 留下了你们灿烂的
身影遥 在枪响的那一刹那袁似流星尧似

闪电袁 不在乎名次高低袁 不在乎成绩高
下遥 努力拚搏袁顽强奋斗袁即使落后袁也
顽强不屈袁永不退缩浴

1500米这个考验着每一位运动员意
志与耐力的项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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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
少次挥汗如雨袁伤痛曾添满记忆袁只因为
始终相信袁去拼搏才能胜利遥 总在鼓舞自
己袁要成功就得努力遥 热血在赛场沸腾袁
巨人在赛场升起遥 相信自己袁你将赢得胜
利袁创造奇迹曰相信自己袁梦想在你手中袁
这是你的天地遥 当一切过去袁你们将是第

一遥 相信自己袁你们将超越极限袁超越自
己浴 相信自己袁加油吧袁健儿们袁相信你
自己浴

十七岁的彩虹
高二（9）班 佚名

已经进入到了运动会的第二天袁天
公作美袁略带阳光遥 运动场上依旧热闹奔
腾袁但同样有那么一群人袁他们共同见证
着运动员们的拼搏努力驰骋赛场袁 他们
便是辛苦的裁判员们遥 如果能在秋冬之
际的田赛赛道上袁 与熟悉的老师聊上几
句曰如果能在沙坑边袁得到曾经温暖脸庞
的鼓励袁 也许只是简简单单的院野嘿老师
好遥 冶野比赛加油哦浴 冶对话袁却能给每一位
运动员最及时也最真实的慰藉遥 讲台上
的他们 袁严肃认真 袁赛场上的他们 袁
严谨仔细袁热情洋溢遥

渊接第 3版冤 老师们
曾经树立的威严形

象在这一刻化成了

我们最亲近的玩伴袁
最友善的挚友遥以前
假装严肃的模样袁变
成了操场上的欢笑

满满遥这是裁判的辛
苦袁是老师们爱玩的
童心袁是每一位运动
员奋勇直追的动力袁
那群无私奉献的园

丁无论何时无论何

地袁 依旧在那里袁紧
紧陪伴着我们遥愿每
个人都能在赛前赛

后袁 对他们说一声院
野谢谢遥 冶

这里是来自高

二 9班的独特美丽袁
运动场上努力的今

日袁将同样是我们学
习路途中的拼命袁这
里的每一个人袁都终
捧着自己的初心袁渲
染十七岁的彩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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