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夏日严酷，任他冬日骤寒，运动都须伴你

身旁，予你强健而有力的体魄；予你交流时不可或

缺的自信；予你坚韧不拔的意志。运动宛如一位良

师益友，当落魄的你走上那红亮的跑道，抬起那早

已沉重的步伐，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一同奔跑起来。

微风迎面扑来，抚过你满是汗珠的脸颊。回头望去，

那些悲伤、艰难的时光也伴着微风吹散，成了过往

云烟，停留在跑道之外。那双原本疲惫不堪的双脚，

也在这片红泥土的抚摸下焕发生机，迈出了稳重坚

毅的步伐。

——高三 陈瑜卓

高三之拼搏，为热血之拼搏；高三之青春，为

热血之青春。若无健康之体魄，又安能以此身报吾

之国；若无顽强之拼搏，又岂能当吾辈之楷模。予

观今日之盛况，众运动健儿，虽不言抛头颅，洒热

血，但可言以热血，震四方。今其尚能以汗水在场

上激荡，以青春在场上飞扬，来日方可以拼搏以热

血寄家国热望，铸盛世繁昌。此为少年之现状，亦

为国之曙光！你们可以相信，你们眼里之春秋，可

盛吾所见一切山川与河流！你们眼里之星海，是吾

从未见之皓月明空。今以一言赠与卿，愿卿满怀豪

情，拥抱未来。

——高三 肖鹏

塞缪尔·厄尔曼曾说过：“青春不是年华，而

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

意志、恢弘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对我们

而言，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青春，意味着敢于追梦的激情。百米赛道上，

我们在风雨中挥洒汗水，我们在呐喊声中拼尽全

力。赛道虽短，但阻挡不了我们追梦的激情。

青春，意味着百折不挠的坚持。汗水浸湿了衣

衫，却浇不灭我们似火的热情；臂膀的酸痛，也动

摇不了我们冲刺的决心；摔倒后站起冲向终点的，

是我们昂扬不灭的斗志。

青春，意味着勇于突破的勇气。我们以永

不知足、无所畏惧的姿态，投身于每一次竞争中，

在灿烂的青春里创造出独一份的灿烂云霞。我们，

属于青春。我们不气馁于每一次的落后，也不自满

于每一次的领先。毕竟：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高三 刘浩然

总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坚守岗

位，不计得失；总有那么一批人，他

们甘愿奉献，不求回报，他们就是不

畏难不惧难，在赛场旁默默奉献自己

力量的志愿者们。现在让我们随着随

着薰风文学社的记者，去听听青年志

愿者协会副主席的看法吧。

记者：您好，青协副主席，我是

薰风的记者，我想对您做一个简短的

采访，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

副主席：可以，我现在有时间。

记者：青协是我们学校的十佳社

团之一，在学校开展的活动中，都能

看见青协志愿者的身影，那么您是因

为什么而想要去竞选青协主席团的

呢？

副主席：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

有为人民服务的想法，现在正好有这

个机会，我就去了。拿破仑说过：“不

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

竞选青协主席团的志愿者也不是好

志愿者，所以我就倍加珍惜这次竞选

的机会，也非常幸运地通过了竞选，

我也想通过青协这个平台去锻炼一

下自己的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

记者：是的，好的品质总是值得

我们去学习和追求，继而让我们成为

更好的人，追随光，成为光。那么，

在组织校运动会有关活动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又是怎样去解

决这些问题的呢？

副主席：主要是给运动员们加油

的同学们实在是太热情了，常常会越

过警戒线。对于同学们常常越过警戒

线的问题，我们会发动更多的志愿者

去劝告他们，让他们明白越过警戒线

的危险，让他们有序地为运动员加

油。我们也会尽量去鼓励志愿者，让

他们在开展工作时给予同学们更多

的理解和耐心。在之后的社团建设

中，我们也会壮大青协，以便为学校

提供更好的服务。

记者：感谢志愿者们辛勤的付

出，一次又一次精彩的活动才得以呈

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看到，今天天

公不作美，天空中下起了蒙蒙细雨，

不光是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坚持着，志

愿者们也在赛场旁坚守着。不退却，

不畏难，为运动员们提供一个良好的

比赛环境，此情此景，您想对他们说

些什么呢？

副主席：我觉得运动员们很棒，

尽管下着雨，但他们都在尽力完成自

己的项目，发挥出自己最佳水准，用

自己的热情点燃赛场。正是因为他们

的坚守，志愿者才更有恒心与毅力去

做好这份工作。我真心觉得志愿者们

很优秀，能够一整天守着那一块地

方，守住那一块纪律。

记者：谢谢每一位志愿者的倾情

付出，正是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校运

会才会如此精彩。古树不言，哺育万

物，春风无声，细润心田。为志愿者

们喝彩，为他们的默默付出点赞。

（薰风文学社记者部）

——吴丽

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 第六十五届校运会 第三期

铜仁一中语文组主办 协办社团：薰风文学社 编程社 新闻与主持社 版面编排：黄泽林 彭昊

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

早晨梧桐树下的鸟儿叫得我热血沸腾，我早

已在跳远的道上扬过细沙无数。现在，我又站

在了这条跑道上，

细雨洒在我的身上，我依旧坚定地站在了 100 米起

跑线上。人群很乱，我看不见终点，但我能看见未来。

目光回到过去，日复一日的锻炼，夜以继日地奔跑，

只为了在高三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枪声响起，我利箭

般冲出，携星辰大海，奋勇向前。本以为我依旧可以

像前两年一样拿下金牌、银牌。可命运一陡笔，曾经

的冠军却无缘决赛，唯有哽咽、失落、悲凉洒在赛道

上。

但我们得去相信：时常接受失望，才能重整旗鼓。

不必纠结于当下，也不必担忧未来。人生总会有荆棘，

也总会有繁花，但不会有无用的经历，所以我们一直

奔跑，天一定会亮。家园处处舞雪风，青春灼灼应节

舞。

——高三 刘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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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运报征稿啦!诚邀各位铜中学子一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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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上的他们，心中的信念

只有一个：拼搏！拼搏！萧瑟的

秋风，挡不住他们破竹般的锐

气，广阔的绿茵场，是为他们搭

建的舞台。冲刺吧，健将们，你

们的实力就是我们自豪的底气！

——高一（12）班

也许你并未跨过那道杆，也

许你并未冲过那条线，但你勇毅

的步伐却告诉我们：（5）班没

有庸兵！高三（5）班的健儿们，

你们就是精英！

——高三（5）班

Nothing is impossible,
everyone should try his best to
finish this race. Come on!

——高二（5）班

“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

里蹀躞，以此为归。”少年梦想

雄奇瑰丽，灼灼其华；少年前进

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愿尔辈踏

遍沧海而览平芜，唱响万疆盛

世。

——高三（1）班

看！那一面面迎风飘舞的红

旗，是一朵朵盛开的红花；听，

那阵阵惊天动地的欢呼，是回响

在耳边胜利的风声。运动场上的

你们，是胜利的光耀，是青春的

赞歌。

——高一（20）班

赛场上的你们，为了前方的

目标，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你

们努力的身影是轻蒙雨色中最

美的风景，迎着烈烈寒风，扬尽

青春之火，铸就辉煌自我。加油！

加油！加油！

——高三（8）班

十六七岁的少年最动人心。

3000 米的漫漫长途是你们毫不

畏惧的长度；奋不顾身是你们青

春的注脚；即使累到极致，你们

也未曾停下脚步。这，就是你们

歌唱青春的执着。这，就是你们

用汗水写下的辉煌！

——高一（35）班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越是艰难，越显勇毅。你们但行

前路，无问西东；你们心有所期，

全力以赴。这便是青春最美的模

样！运动健儿们，加油！

——高三（6）班

“人”字，一撇一捺，会受

伤也会害怕，而 17班的运动健

儿们无畏困难，带着勇敢的心，

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勇敢不是不

怕，而是不逃避、不退让，是在

巨石前凿光！加油，17班的运动

员们，就算所有风暴袭来，我们

也依旧热爱，把它当作人生旅途

之中最真实的一声喝彩！

——高一（17）班

就在这一瞬间，就在今天，

闭上眼，抛开所有疑虑继续向前

吧！命运的脚步从不停歇，胜利

的答案就在眼前！看！萤火在燃

烧，彼方荣光尚在！就在今天，

一切如你所愿，向前冲吧！胜利

的光芒似火焰！

—— 高三（23）班

即使生活只有 0.1%像少年

漫画，我们也要永远少年地活

着。前进的意志无人可挡，逆行

的勇气万里如虎。燃烧吧少年！

化作那烈焰的蔷薇！终点就在你

眼前！

——高三（1）班

汗水浇灌梦想，拼搏铸就成

功！跑道上点缀着的是你们奋进

的脚印，风雨中舞动着的是你们

的身影，赛场上沸腾着的是你们

火热的激情，34 班的运动健儿

们！将你们的运动热情挥洒在这

片陪伴了你们三年的土地上吧，

为自己的高中生涯画上圆满的

句号，你们永远拥有理想，拥有

未来！

——高三（34）班

时代浪

潮，当中

流击水
穆旦有言：“我们无言

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

个民族已经起来。”祖国

也许低落一时，但已然再

次崛起。青年，就是代代

相承，永不枯竭的中坚力

量，而我们身处历史交汇

点，也应当中流击水。

身处时代浪潮，应紧

跟时代，躬身入局。“华北之大，

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日，

当年的学生为拯救民族危亡，罢

课游行，用自己青春热血，发出

爱国最强音。而百年后，仍有一

群群有志青年，躬身入局。在

“2020最美大学生”中，他们有

的苦心研究，只为一剂安全的疫

苗；有的不念大城市的繁华，奔

赴西部，只为国家的基础建设。

他们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交汇

点，把最好的青春留给了祖国。

身处时代浪潮，应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于敏院士隐姓埋名二

十八载，使氢弹成为了“中国关

键词”；石光银扎根荒漠，种植

下的绿植点燃了希望；张桂梅坚

守华坪女高多年，将无数学生送

出大山，给予了她们新的人生。

虽然当下的中国仍面临着许多困

难，但是，无论世道如何凶险，

无论名利如何诱人，总有人无畏

艰难，砥砺前行。一批批有为青

年在老一辈的带领下穿过一路风

雪，照亮长夜，将中华民族带入

光明的未来。

身处时代浪潮，举时代羽翼，

击北冥沧海。《浮士德》书中有

言：“人要立定脚跟，向四

周环顾”，这世界对有为青

年并非黯然无语。而身处“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我辈大有可为。作

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踩在

时代的金光上，应以前辈们为楷

模，托举起时代的羽翼。时代浪

潮声声澎湃，百年征程尤待开启，

我们青年永在，信念永存，山高

路远，风光无限。

能让月亮升起的青年，必然

驮住了无数次日落。船到中流浪

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但总有

人正年轻。身处时代潮流，应当

中流击水。

爱与感动

略带寒气的冷风已留在昨夜睡

梦中，朝气蓬勃的铜中学子已携着梦

想唤醒了鱼梁山下的白鸽、鲤鱼湖中

的红鲤，同操场的红旗一般冉冉升

起。

我们在操场上挥洒青春，究其根

本是源于对生命深沉的热爱。那些从

检录到候场一刻不落的陪伴与鼓励;
那些为虚弱的运动员补充葡萄糖的

细节;那些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
我想，无论结果是喜悦还是遗憾，是

胜利还是失败，我们都在运动中感受

到了团结、坚韧、拼搏、不悔……这

些情感，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我们

才更体会运动会的爱与美妙。我心头

一酸，默默流下激动、感动的泪水，

用笔深情地、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下

“爱与感动”几个字。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