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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尧同学们院
上午好浴 为期 5天的

温州八高 2016 年体育文
化节即将拉上帷幕遥
首先袁 我代表本届体

育文化节组委会袁 感谢参
加本次体育文化节的所有

老师尧 全体同学以及为本
次体育文化节提供优质服

务的后勤员工们尧家长们浴
你们辛苦了浴
本届大会共设田径项

目 8个尧集体项目 9个袁全校
49个班级全部参与袁参加比
赛的运动员共 1500人次袁共
产生了 126 枚奖牌尧312 张
奖状袁其中第一名 57个遥 本
届体育盛会气氛浓烈尧 自然
和谐袁连天公也作美袁晴朗的
天空带走冬日的寒意袁 而昨
天上午的一阵冬雨袁 也只不

过是一段小插曲袁 让我们暂且放慢了一
下脚步而已遥 根据比赛日程袁各类比赛项
目均顺利完成遥 本届大会继承优良传统袁
继续注重集体项目袁 充分展现每个班集
体的力量尧协作与 智慧袁此外有一个重

要变化院 就是项目创新袁 比如 野猛龙过
江冶尧野八高最强战队冶尧野男子篮球赛冶等袁
只要我们不断创新袁 我校的体育文化节

一定会有更强的生命活力遥
近几十年来袁 我国的体育精英教育

成果丰硕袁五星红旗在奥运会尧亚运会会
场频频升起遥 但我们更需要的是袁整个国
民身体素质的提升袁 泱泱中华蓬勃之生

气在于什么呢钥 在于有千千万万健壮之
少年浴 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冶顾拜旦
先生也说过袁野一个民族袁 老当益壮的人
多袁那个民族一定强曰一个民族袁未老先
衰的人多袁那个民族一定弱遥 冶法国著名
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袁野身体虚弱袁 它将
永远不会培养有活力的灵魂和智慧遥 冶

阿拉伯有句谚语说得好院野有两种
东西丧失后才发现它们的价值要要要那
就是青春和健康遥 冶 本届体育文化节
中袁 各年级段同学们整齐划一的跑操
步伐尧充满灵动和力量的中华武术尧极
具美感与韵律的健美操袁 篮球比赛中
的每一次精彩的进攻与防守袁 红色跑
道上的百米冲刺以及同学们的呐喊

声袁 无不展现出你们火一样的青春和
健康遥 野人人运动尧人人健康冶袁这正充
分体现了我校野生命教育冶的办学特色
和办学理念遥 体育文化节已成为我校

野生命之树冶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门
实践活动课程袁是实现我校野人人健康冶
育人目标的重要载体遥
同学们袁体育比赛结束了袁但它的文

化与体育精神不会结束浴 体育精神是什
么钥 是一种摔倒了还要爬起来继续前行
的精神袁 是一种不达终点线誓不回头的
精神袁 这种体育精神就是我们人生不断
前行的动力和支柱遥

同学们袁 体育文化节是享受生命的
一次盛宴袁 我相信这场盛大的体育文化
盛宴袁 终将成为你们高中三年美好的回
忆遥 最后袁 我宣布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2016年体育文化节胜利闭幕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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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2016年体育文化节闭幕词

1 高一渊10冤 58 高二渊7冤 116 高三渊10冤 98

2 高一渊9冤 47 高二渊15冤 56 高三渊12冤 63

3 高一渊5冤 45 高二渊6冤 56 高三渊6冤 51

4 高一渊15冤 42 高二渊14冤 44 高三渊14冤 44

5 高一渊7冤 42 高二渊4冤 42 高三渊3冤 42

6 高一渊8冤 40 高二渊16冤 40 高三渊4冤 39

7 高一渊17冤 37 高二渊11冤 37 高三渊8冤 32

8 高一渊11冤 37 高二渊12冤 36 高三渊1冤 31

2016年体育文化节田径项目总分前八名

2016年体育文化节田径及集体项目总分前八名

1 高一渊 1冤 143 高二渊7冤 175 高三渊10冤 168

2 高一渊 1冤 126 高二渊1冤 128 高三渊12冤 125

3 高一渊13冤 118 高二渊9冤 128 高三 渊4冤 91

4 高一渊10冤 110 高二渊15冤 115 高三渊11冤 89

5 高一渊 3冤 103 高二渊3冤 108 高三渊15冤 88

6 高一渊 8冤 102 高二渊4冤 107 高三 渊6冤 81

7 高一渊 9冤 101 高二渊12冤 100 高三渊14冤 78

8 高一渊11冤 91 高二渊6冤 100 高三渊16冤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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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渊 4冤 李恬汝

高三渊12冤 廖世超

高二渊 8冤 叶好雨

高二渊12冤 叶晓瑜

高一渊 2冤 白人仁

高三渊 7冤 杨杨子

高三渊11冤 杨晓明

高二渊11冤 李琪玮

高一渊 2冤 郑冰妤

高一渊 4冤 贺紫靖

高一渊15冤 王金鹏

高一渊11冤 李育函

高一渊17冤 林芷伊

高一渊 3冤 应梓芊

高二渊 7冤 沈 硕

高二渊 7冤 郭路杰

高二渊15冤 叶 容

高三渊10冤 徐宇政

高三渊 3冤 赵 纳

高三渊 6冤 伍赛雅

体
育
节
道
德
风
尚
奖

高一渊1冤
高一渊10冤
高一渊7冤
高一渊17冤
高二渊3冤
高二渊8冤
高二渊12冤
高二渊6冤
高三渊10冤
高三 渊3冤
高三渊12冤
高三渊4冤

高三渊7冤
高二渊11冤
高二渊16冤
高三渊4冤
高二渊3冤
高三渊12冤
高二渊8冤
高一渊4冤
高三渊13冤
高一渊1冤



你
我
携
手

共
创
佳
绩

3 2016年 12月 2日赛场风云 42016年 12月 2日 精彩回眸

活
动
回
首

收
获
颇
丰

晨光熹微袁浸润着
水汽袁 即使空气冷
冽袁却无法压抑团体
的凝聚力袁 在这八
高袁 我们热情似火袁
齐心协力向前冲袁你
牵拉我袁 我依赖于
你袁在眼前的袁只有
奋力一搏袁不问前路
坎坷祸福袁自己征服
自己袁 是情感的胜
利袁 是理智的升华袁
这一刻不分你我袁而
是我们遥一场征程将
会成为最珍贵的时

间纪念物袁是彼此留
在对方身上袁如同河
流经过山川袁那些时
间对你我的改变袁使
我们对前方的未知

更加坚定袁风雨兼程
也要走得坚定遥
人们常说水最容

易消失在水中袁人最
容易迷失在人群袁但
若形成一加一大于

二的整体布局袁就会
创造出价值遥最重要
的是袁当所有风景都
看透袁我们有着不惧
碾压的鲜活袁具有生
猛与豪气袁笑颜灿烂
如春天袁静看光阴荏
苒袁喑哑无言袁坚持
也是一种信仰袁让我
们如葵花般坚定袁守
着阳光灿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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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五日的体育文化节

马上要闭幕了袁拾掇这个盛大
节日的点点滴滴袁看台前幕后
的林林总总袁我们觉得玩得非
常开心袁我们又不单纯在野玩冶袁我们
玩出了个性袁玩出了文化袁玩出了另

一种生涯的自我实现遥
一尧舞出青春的开幕表演
这是一群追求梦想与自我实现

的青年袁他们用音乐和舞蹈来阐释
了生命不息袁折腾不止的信念遥 他
们用简短 90秒演绎叶舞出我人生曳袁

没有华丽的新班服袁从容地接纳过
往曰没有通俗的解说词袁曲高不忧袁和
寡曰绝不低下高傲的头颅袁只用最好
的方式活出自己遥 我们觉得袁身为八
高学子袁理当青春飞扬遥
二尧顽强拼搏的运动风采
赵纳袁400米和 800米双料冠军曰

吴雅忻袁1500米亚军遥 她们在赛场
上的片刻辉煌袁是多少个日以继夜坚

持训练的回报遥 高三学业繁
忙袁她们却用骄人的成绩验
证学业运动可以两不误遥
三尧团结协作的集体竞技

全员参与集体运动袁过程本身彰显
美袁竞技是一种体育精神袁团结协作袁

抱团前行也是一种文化遥 一个人努
力袁可以走得很远袁一群人一起努力袁
可以走得更远遥 运动成绩是当下的
收获袁运动精神更有永恒的价值遥
回顾这场精彩纷呈的体育文化盛宴袁
我们收获了欢乐袁友情尧成长遥

体育节袁玩出了文化味
要要要高三渊3冤班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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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在百米决赛的

赛道上回旋着袁 一排排
身穿短裤的长腿运动员

站在起跑线前袁 摸拳擦
掌跃欲试袁 大有分秒必
争尧 勇夺桂冠的志气遥
看袁百米赛道上飞驰着袁

摆着双臂袁迈着长腿袁用力向前冲
着袁拼尽全力袁不为胜利的欢乐和
失败的泪水袁只为了证明自己的速
度袁展示生命的活力遥

欢呼声袁 呐喊声飘荡在 3000

米的赛道上袁当你站上雪白的跑道
上时袁证明了你是自信的曰当你在
400米跑道上奔驰时袁证明了你是
有毅力的曰当你冲向那胜利的彼岸
时袁证明了你是完美的浴来吧袁在群
山环绕的大罗上脚下袁在清晰灵动
的瑶水旁袁用你们的飒爽风姿来划

上一道独特的虹桥吧浴
学者说过院野风采来

源于精神遥 冶那么运动场
上的精神袁来自于不懈的
拼搏和合作遥 瞧浴 那围满
了人的篮球场袁好像水泄
不通似的遥 看袁穿着统一

的队服袁排着整齐的阵营袁运着球
迈向对手袁那篮球袁在他们手中显
得是如此的乖巧袁仿佛能通人性般
聪明遥 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袁他

们个个身轻如燕袁凶猛如虎袁没有
了平日上学时的书生气遥为了团队
的荣誉袁他们时进时退袁时缓时急袁
时而三分远投袁时而转身跳投遥 每
一个转身袁每一次默契传球袁每一
次精准投篮袁 都展现了绝佳的球
技遥 进球的那一瞬间袁仿佛是谁点

燃了一个火药桶袁野砰冶 的一下袁全
场欢呼声如雷鸣般响彻云霄曰球员
们击掌欢呼雀跃袁庆祝着这个跨越
无数道防线的进球袁这就是队员们
的默契袁欢众们的默契遥

期待明年体育文化节，
欢聚一堂再创辉煌！

致所有运动员
要要要谢谢有你
高一（7）潘圆圆 潘彦华

泰戈尔在诗中说院野天空没有翅
膀的影子袁但我已飞过遥 冶所有的努
力都是为了迎接比赛结束的这一刹

那,也许你们没有显赫的成绩袁但运
动场上留下了你们的足迹遥 也许你
们没有获得好的名次袁 但我们心中
留下了你们拼搏的身影遥

艾青对朋友说院野也许有人到达不
了彼岸袁但我们共同拥有大海遥 冶在
比赛结束的那一刹那袁 我看到了你
密布在额头上的汗水袁 我看到了你
坚定又害怕的眼神袁 我看到了你激
动地不断跺脚袁 我看到了你最脆弱
的那一面噎噎但我却发现你的步子
越迈越大袁你的拳头越握越紧袁我看
到了你奔向终点时的释然遥
你赢了袁你赢过了自己袁既然超越

不了对手袁超越不了时间袁那就超越
昨天的自己遥 你做到了袁是你让我们
感受到一种能力叫做勇敢遥 谢谢有
你袁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身上的可能
性袁是你的不懈追求袁让我们明白了
成长的意义遥
来袁到我们的怀抱里来遥 不要伤

心袁不要垂头遥
谨以此文献给体育所有参赛运动

员们遥

愿青春终将成诗
高一（17）班 董洋洋

天空没有翅膀的影子袁但鸟已然飞
过曰 绿茵没有青春的尾巴袁 但它已然走
过遥前行不是为了终点处片刻的欢愉袁而
是为了此后长久的期盼遥 活在青春里的

我们自信而强大袁 青春的气息如同暖冬
的第一朵融雪袁青春的力量如同天边
的第一缕朝阳遥
奔跑不是为了眼前的荣誉袁 而是为

了身后的呐喊曰 冲刺不是为了唾手可得
的奖杯袁而是为了身边期待的目光曰奋斗
不是为了胜利的阵阵欢呼袁 而是为了胜

利后紧紧相握的手遥 过去被艰苦所麻木
的躯体袁被脆弱的泪水浸湿了的记忆袁却
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坚持前进遥 凛冽的寒
风挡不住破竹的锐气袁浅薄的阳光袁遮不
住蓬勃的气势遥白鹭飞过瑶溪畔袁青春漫
过绿茵场袁愿我们的少年终将成人袁愿
我们的青春终将成诗浴

致齐心协力向前运动员
高二（3）班 林思聪

手挽手袁肩搭肩袁齐步向前冲去袁在
这一刻袁没有男女有别的羞涩袁没有无理
取闹的争吵袁没有半途而废的选择袁有的
只是队友间相互鼓励的加油声和永不放

弃的毅力浴 冲吧迈开 30 双腿向前奔去
吧浴在向胜利的彼岸前进的过程中袁你会
感受到团队的力量多么坚不可摧浴 你会
体会到那如此强劲有力的气息声浴 你会
看到那随着阵阵口号声迈动着的步伐是

多么有默契浴加油浴抛开你们之间所有的
心事和打破矗立在你们心中那扇心墙袁

勇敢地向前驰骋吧袁 远方的掌声将会为
你们响起浴你们是最有实力袁最团结的队
伍浴 加油吧袁相信自己袁相信你们身边的
每一个队友袁冲吧浴

致裁判员们
高三（月 2）班 佚名

你们的笑容拨开了层层浓重的乌云

为我们带来明媚的阳光袁 你们的一颦一
笑伴着细弱的雨丝牵动着每一个参赛选

手的心袁 你们的身影是绿茵场上秀丽的
风景线袁是十二月冬日里的暖阳遥寒风凛
冽袁吹不倒你们挺拔的身影袁小雨飘零袁
浇不灭你们心中的热情遥

终线边袁沙坑旁袁你们坐的端正袁站
的坚定遥 篮球架下袁绿茵场上袁你们看得
仔细袁喊得卖力遥
三尺讲台上袁你们教书育人曰一方绿

荫下袁你们便是公正遥
感谢你们的笑容点亮了整个校园袁

感谢你们的责任感清理了繁乱遥

你我同行
高二（16）潘琦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