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梁山旁，锦鲤池畔，

在歌声与欢笑声中，我们迎

来了铜仁一中第 63 届校运

会。在运动健儿的努力拼搏

中，在观众的加油声里，运

动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赛场上到处都是运动员们

的风姿。在拥挤的人潮中，

你总会看到一群身着红衣，

头戴红帽的身影，他们就是

这场盛大宴会中尽职尽责

的青年志愿者们！以下是对

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何佳

燕同学的采访：

记者:你好，我们是薰风文

学社记者部的小记者，看见

你们在这场校运会上忙碌

的身影，工作十分辛劳。何

同学，现在方便采访你几个

问题吗？

何佳燕：当然可以。

记者：请问你以前有过类似

的经历吗?

何佳燕：有，在高一时我参

加了青协，然后一直在里面

工作，也深刻感受到这份工

作的辛苦与不易。

记者：那在本次校运会

中，也同样有不少志愿

者，你们都有哪些工作

呢？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何佳燕：我们主要的工作是

维持运动场地的秩序，防止

未参赛的同学进入到比赛

场地。至于感受——既有辛

苦，也有快乐。辛苦的是整

整一天的不停奔波，但是能

看着本次运动会能够井井

有条地进行，想想运动员们

能够在我们的努力下发挥

这世间，唯有青春与梦

想不可辜负。青春是什么样

子?是五月的花海，灿烂无

比；是仲夏的骄阳，激情四

射；是翻滚的浪花，永不停

息。青春在铜中，是炫丽多

彩的。青春在你我心中，是

铺满鲜花洒满荣光的。

看，那一张张朝气蓬勃

的笑颜，那一条条刷新记录

的捷报，那一次次超越自我

的突破，哪一项不

是他们人生路的掌

声？辉煌之下，是

晚自习过后黑幕笼

罩的跑道上一个个

坚定奔跑的身影。

夜以继日的刻苦练

习成就了他们的荣

光，谁又清楚他们

曾多少次跌倒?人

生的赛道，又何尝不是如此?

或许我们在某个黑夜，跌进

泥潭，陷入沼泽，灰头土脸，

蓬头垢面，但我们仍可以仰

望星空，守望光明，只为云

销雨霁，彩彻区明。

在激烈的比赛中，有人

筋疲力竭，有人双腿发软，

亦有人大口喘息，但没有

人，没有人倒下! 怎能倒下?

前方，是梦想与成功。身后，

是鼓励的声音，更是挚爱的

人。只有咬紧牙关，把手握

紧，挥向生活，这样，才是

青春路上该有的样子。

在跑道上，我们冲向终

点，在人生中，我们追逐梦

想。

凡是梦想的土壤，对我

们都有一种诱感，既是诱惑

于美丽，又是诱惑于梦想实

现时的心潮澎湃。我们追逐

梦想，不仅因为成功时的鲜

花与掌声，更因为在追逐成

功的路上我们即便摔倒也

永不言弃的信念。正如此时

运动场上的少年们又有谁

曾服输？

不，我们绝不！我们都

处在最好的年华，都有冲锋

陷阵的勇气和因不甘心失

败而翻山越岭的信念。

感谢运动场上每一个

不服输、不认输的运动健

儿，因为有你们，我才更明

白如何用手中的笔将青春

与梦想谱写。

花开正好，微风不躁；

生活明朗，处处可爱；人间

值得，未来可期，我们扬帆，

起航！
 文 / 高二(17)班 王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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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佳的水平，我们还蛮

开心的。

记者：真厉害！没有你们，

校运会也不会那么顺利地

进行。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你们的辛苦，谢谢你们。那

请问你加入青协以来，最大

的收获是什么？

何佳燕：我收获最大当然就

是当选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主席，我的组织领导能力得

到了很大的提升，对自己也

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记者：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因为你们，大家才可以更开

心的享受运动会的盛宴。

天越来越亮，他们的工作又

开始了，是他们让校运会更

加美好，铜中因他们而骄

傲！最后，祝志愿者们工作

顺利，也希望本次运动会顺

利进行。



高一（17）班 800M 女 江雨颖 3'04''48
高二（35）班 800M 女 张驰艳 2'56''20
高三（35）班 800M 女 陈馨 2'42''09
高一（5）班 60 米板鞋接力 47''29
高二（1）班 60 米板鞋接力 43''44

高一（9）班 三级跳远 女 张依婷 8.18m
高一（4）班 三级跳远 男 冉东 10.36m

高二（31）班 铅球 女 陈颖 6.95m
高二（34）班 铅球 男 任杰忠 10.41m
高三（35）班 实心球 女 陈球 7.80m
高三（38）班 实心球 男 李小渊 14.5m
高三（14）班 三级跳远 女 张海 8.53m
高三（18）班 三级跳远 男 杨槐 12.14m
高一（6）班 200M 男 陈睿驰 25''15
高一（37）班 200M 女 黄罗百惠 31''04
高二（34）班 200M 男 田仁伟 23''98
高二（32）班 200M 女 杨庆红 32''72
高三（37）班 200M 男 熊戈骁 24''26
高三（16）班 200M 女 张洁 28''53
高一（8）班 3000M 男 姜路雨 11'03''20
高一（25）班 3000M 女 龙金玉 14'19''92
高二（36）班 3000M 女 曹雪 13'32''76
高三（14）班 3000M 女 郑艳 12'26''80
高一（38）班 立定三级跳远 男 熊桥 8.29m
高一（4）班 立定三级跳远 女 杨一梅 6.3m
高二（15）班 实心球 女 刘然 8.4m
高二（34）班 实心球 男 左贝贝 12.5m
高三（8）班 实心球 女 陈慧 7.72m
高三（30）班 实心球 男 王西春 11.94m
高一（18）班 跳远 男 刘小龙 5.42m
高一（16）班 跳远 女 黄雅琪 3.93m

径
赛
项
目

1.高一组女子 400 米决赛

2.高二组女子 400 米决赛

3.高三组女子 400 米决赛

4.高一组男子 400 米决赛

5.高二组男子 400 米决赛

6.高三组男子 400 米决赛

7.教职工 100 决赛（中、青）

8.高一组女子 1500 米预决赛

9.高二组女子 1500 米预决赛

10.高三组女子 1500 米预决赛

11.高一组男子 1500 米预决赛

12.高二组男子 1500 米预决赛

13.高三组男子 1500 米预决赛

田
赛
项
目

1.高一女子跳高预决赛

2.高一男子跳高预决赛

3.高二女子三级跳远预决赛

4.高二男子三级跳远预决赛

5.高三女子立定三级跳远预决赛

6.高三男子立定三级跳远预决赛

In life,we try every day.We are to succeed after
tasting the failure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rainy
sky.
The athletes of grade 2 in class 38 didn’t give up

trying to defeat,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you da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pirit and reward the victory,regardless of
whether to succeed.We will praise you.You are our
pride forever!

——高二（38）班 通讯组

八十年卢阳相照，流放青春溢彩！

七十年砥砺前行，积淀华夏荣光！

黔东大地，铜钟永响，

借时代之春风，助你展翅飞翔。

加油，健儿们！

——高二（23）班 王勇杰

待你胜利归来

我为你献花加冕

10 月 25 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