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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运会闭幕式讲话稿
党委委员、副校长张延舟同志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在全体师生的共同

努力之下，我校第六十六届运动会圆

满完成了各项赛事，即将胜利闭幕！

该如何定义你? 我的青春
他们说，人的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就是青春，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最值得珍惜、回忆的。当然，

每个人对于青春的定义都不同。恰逢学校举办运

动会，于是在这盈满校园的热烈中，我开始寻找

青春的定义。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这个聚集了 5000 多

名学子的运动会会场时，活力好像瞬间被点燃，

充盈着这方蓝得彻底的晴空下的每一个角落。领

导在主席台上激情昂扬地发表讲话，台下排得规

整的队伍中却躁动着，好像有什么要爆发。

这就是青春的定义吗？活力与躁动。

主席台上刚刚发布“升国旗、奏国歌”的指

令，队伍中便传来一声声严肃的提醒，“别闹了，

升国旗了！”“等会儿再聊，先升旗！”大家齐

刷刷地注视着国旗的方向，听到后面队伍中响亮

的男声，微笑着提高了自己唱歌的音量，心中澎

湃一片。

这就是青春的定义吗？坚定的信仰。

运动会期间，运动员们在自己的赛道上全力

以赴，超越自我，咬牙冲破心中的那一道线。

这是青春的定义吗？汗水与拼搏。

团结、拼搏、成功、欢乐

我看见竹苑旁有一片小树林，冬日将临之际，

它们都还是青绿葱郁的，已经长得很高了。最特别

的是每一棵树上都挂着各自的铭牌，署上是哪一届、

哪一班种的。很多铭牌上的文字昭示这些旺盛的生

命是被 2015 届与 2016 届的学长学姐们赐予的。竟

已有六七年了！这般不长不短的光阴，又是谁的青

春？当年种下的小树，默默成长着，是否也曾见证

过他们对青春的定义？

遗憾，是前进的动力
——记对运动员苏文博同学的采访

比赛中有人赢，就意味着总会有人输。但比赛中最重要的

不是名次，而是我们在竞技中体味到拼搏的乐趣。有时候，遗

憾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

一下运动员本人对于比赛的看法。

Q:同学你好，我是来自新闻与主持社的记者，方便接受一

下采访吗？

A：方便。

Q:请问你在本次校运会中参加了什么项目？取得了什么样

的成绩？

A:我参加了高一男子 400 米比赛，取得了第二名。

Q:那你对这个成绩有什么想法？

A:我认为不太理想，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主要是前

面跑得太快了，导致后半圈没有多余的力气去跑，所以我只能

够咬紧牙跑完余下的路程。

Q:明年校运会你还会参加这个项目吗？

A:一定会的！我相信接下来的一年我会努力训练，争取拿

到冠军。

Q：我相信下一次比赛你一定会拿到冠军。谢谢苏同学接受

我们的采访。

——新闻与主持社记者部 袁鑫 陈金博

同时，体育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师

生们在各级各类体育比赛中，以顽强拼

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创造了许多骄人的成

绩，为我校和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

这次运动会，除了开展传统的田径运

动比赛项目外，还进行了旱地龙舟、板鞋

接力、跳绳、拔河等趣味运动赛，这

一系列运动项目的开展让我们加深了

感情交流，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这次运动会，真正落实了“五育并

举”。审稿播音的认真审稿播音，计时计

分的精确计时计分，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

音体美信息技术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所

有老师齐上阵，各展风采，各领风骚。学

校社团也为运动会添彩。吉祥物“鸽飞飞”

的设计、各班班级标语的巧妙构思、开幕

式现场“舞蹈表演”、音乐老师们集体领

唱校歌《留将几许写黔东》、运动会期

在这三天时间里，全体运动员顽

强拼搏，永不言弃；裁判员们辛勤工

作，公正坦荡；志愿者们乐于奉献，

维护秩序；通讯员们，积极撰稿，传

达赛讯。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充分展现出了铜中人的风采。在此，

我谨代表学校对本届运动会的圆满

成功和运动员们取得的优异成绩表

示热烈的祝贺！对为运动会付出辛

勤劳动的裁判员、运动员以及全体工

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校是 1938 年成立的，原名“国

立三中”，至今已经走过 84 个春秋，

自建校以来，我校十分注重学生的全

面发展，在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

间的樱花大道“我们有画说”、器乐表

演等各种节目精彩纷呈，令人回味无穷！

这次运动会，大家以饱满的热情践行了

“仁实勇毅”的校训和“朴茂整肃”的

学风，彰显了“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体现了“勇

气、决心、激励、平等”的奥林匹克价

值观。

舒崇进校长在开幕式上提出的“三

以三让”（以体育人，让铜中校园充满

刚勇之气；以体育人，让铜中学子绽放

勇武之力；以体育人，让我们赢在起跑

线上）的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交出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也更欣慰地看到，

体育运动也已成为我们校园生活的重要

部分：太极拳、课间操让我们得以消除

紧张学习后所产生的疲劳，强健我们的

体魄；校园足球联赛和篮球赛让我们肆

意展现自我、超越自我……无数师生在

运动中挥洒汗水，收获幸福。

运动会是我们校园流动的课堂，我

们参与就是成功，坚持就是胜利，好的

名次值得骄傲，而顽强的毅力更是我们

每个运动员的优良品格的展示，无论比

赛成绩如何，我们每一位在赛场上拼搏

的运动员都是好样的！因为我们在竞技

中追求着突破和超越，创造着美好和辉

煌。

运动会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体现了

热烈、精彩、有趣、公正的目标。可以

说，本届运动会是一次团结的盛会，拼

搏的盛会，成功的盛会，欢乐的盛会！

它既展示了我们学校素质教育硕果

满枝的辉煌成就，又展现了铜中学子

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更昭示了我们

会场各处，还有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同学们

坐在看台上，撑着遮阳伞，看着书，做着题，心

无旁骛。

这是青春的定义吗？坚持与努力。

赛道旁，观赛的学生激动地陪运动员奔跑，

给予最大的支持，用坚实的双臂在终点线迎接那

些疲惫的躯体。

这是青春的定义吗？珍贵的友谊……

我仿佛找到了答案。

学校事业兴旺发达的美好明天!

“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本届运动会已经圆满结束，但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还

在继续，希望大家把运动会中的精神保持下去，内

强素质，外树形象，迈出坚实的步伐，向着更高、

更快、更强、更团结的目标奋进，共同创造我校辉

煌的未来!

最后，真诚地祝愿大家学业进步，事业有成，

愿欢乐健康伴随大家一生！谢谢。

我已经快要 17 岁了，没有别人的疯狂，没有别

人的刻骨铭心，却也没有那么平凡，也在默默地前行

着，也在品味着生活给予我的各种滋味。

谁又说这不是青春呢？

——致知读书社 黎清华



目的或意义是什么？

A:学校之所以开展运动

会，是为了保证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特别是

在体质方面，加强学生的体育

锻炼，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倡的“五

项管理”，学校鼓励学生每天

至少锻炼一小时，最终通过每

天的锻炼，还有课间操、自由

活动等让学生增强体质。那么

这次运动会举办的意义就不

言而喻了。

Q:俗话说“运动使我快

乐”，当然，运动也使我们拥

有健康的身体。那么请问您有

什么话想对我们铜中学子说

的吗？

A:我们铜中学子不仅学

习成绩优异，身体素质也很不

错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朝着这

柔和的阳光下，微醺的晨风中，激情四射的我们，肆意地奔跑着，

呐喊着，欢呼着。红色的跑道上，绿茵场上，运动员们拼了命地向前奔

跑，还有一群比运动员们更累的同学——摄影师。他们扛着笨重的相机

设备，同运动员一起奔跑着，努力地想要定格每一个精彩瞬间。

众人惊叹于毅取楼前大屏幕上滚动的照片，因运动员的出彩而折服，

却无人过问拍摄者，无人注意到他们的付出。

其实在这次运动会中，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志愿者，采访者，

快报编辑者等。或许他们不够优

秀，或许他们并没有做得很完美，

但他们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认

真负责，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了许

多，尽全力交给同学们一份满意

的答卷.

每次看电影，我都不会略过

片尾，我会把最后的片尾认真地

看完，因为每一个人的付出都值

得被知晓，每一个人的付出都值

尊敬。

“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

尾，也许很累一身狼狈，也许卑微

一生无为……”《无名之辈》唱出

了很多人的心声。但，即使是作为

陪衬的绿草，也值得拥有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人生，哪怕一辈子默默

无名.

我钦佩于他们的勇气，折服于

他们的甘心——甘于平凡而不甘于

平庸，甘于沉默而不甘于堕落。

——高二（25）刘艳菲

秋日怀想

——记铜中第 66 届校运会

十月，十月，是走过冬雪里埋下的万物生

长，走过不被束缚的晴朗日光，走过笑意盈盈，

走过三餐四季，也忘不掉的秋日气爽。

悄悄打开相机看拍得如何，无奈清晨的太

阳实在太过明亮，就像操场上，我们用人声鼎

沸扰乱熹光。

这一次没有太多景物描写，我们即是景。

我们偷来阳光，慰藉流浪。于是不再吝啬自己

回头看，也从未像这样热爱这一批名字。

运动员归来时我们不顾警戒线向前去，拥

抱每一位得胜归来的少年，毫无顾虑。

我们摇旗呐喊，目光里摇曳着关切和无尽

的汹涌期待。

个方向发展自己，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中

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努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Q:好的，我坚信我们铜中学子定不负老师期望，感谢您对我

们的教诲。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在新时代的广

阔舞台上，广大青年学生定能让青春绽放最美光彩，谱写壮丽的

青春之歌!
——薰风文学社记者部 辜继权

我们热泪盈眶，跑向远方的赛道。

我们肆意妄为，笑也不忘按下快门。

我们跑去安慰失落的心情，在自发的

掌声里，在蓬勃的叫嚷声中，有人绽放笑

颜，有人热泪盈眶。

迟迟暮色里，我们笑着叫着，影子在

操场旁交互错杂。我抬头看见两盏大灯打

在空旷的操场，最靠近的那盏格外明亮，

有些晃眼，有些模糊。

星辉散落一地，余光里是无尽温柔。

树影婆娑，追逐少年，义无反顾。

我们被淹没在上弦月的潮涨潮落里。

回想起来发现自己竟忘了寻找马克思和柏

拉图，奢侈地挥霍时光，仅仅是为了青春

出逃的一场念想。我们迷失在风声中，却

拥抱了无边清朗的月色。

回家细细端详着拍的照片，放大，扒

开人群去寻找那些熟悉的身影。相册里一

幕幕场景又能构成几分之几的秋天？

一次次翻动满屏的青春似乎又可以

将我带回那时，但是在经历时我就已知

道，这是一次值得珍藏的疯狂。于是用尽

全力去体会每一分每一秒，用尽全力地去

哭去笑，去将每一帧画面印在心底。

我想，若是以后在暗夜里痛哭失声，

是否还会想起这段温柔的日子。秋天明媚

如此，正如我们炽热的青春，就像二零二

二年的十月会赠予我足够的热烈与坚强，

无论是否顺利，我都可以无畏地向太阳，

勇敢生长。

——高三（34）班 贾嘉仪

自信
少年！

让赛场上的经验，短短长长。

是挑战，是拼搏！

场上的热汗是青春的标志。

肆意张扬活力

与张狂是青春的模样。

少年！你还有篇未成的文章。

是在上场以前开始作的。

少年！让它继续添长吧！

完成一整件的艺术品。

少年！勉强把怯弱掩藏，

你试想想：

在雪黯风骄的冬日里，

忽然出现一轮红日；

在心灰意冷的沉寂中，

忽然鼓起了勇气。

这都是不可料定的！

——致知读书社 龙炳辉

寒秋枫霜尽，强身健体报祖国
——记对陈代羽主任的采访

黄金十月，秋风微凉，骄阳正好，风过林梢。风卷起，黄沙

与落叶共舞，毫不动摇的是铜中莘莘学子对青春的热爱，对运动

的无限向往。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步伐，来听听我校办公室

陈代羽主任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看法吧！

Q:老师，您好！我是薰风文学社的记者，请问能占用您一点

时间来进行一个采访吗？

A:好的，可以。

Q:那我们现在开始吧。请问您认为学校举办此次运动会的

励志诗歌精选

意气风发少年郎
笔端上满是书不完的狂

坎坷后满是诉不完的肠

其实前路不只一人孤航

其实旖旎烟霞适合共赏

窗下迎风再向月影远望

袖口便能镀着晚星的芒

春风倏来忽往

少年要身披明媚霞光

不懈奔赴诗与远方

不断阅己

不断越己

不断悦己

这世上只有先剔除自鄙

才晓得前路原来霁月清风

婉转又悠扬。

——高一（33）班 王玉琴

没近距离观看比赛很遗憾，但是做幕后工作

同样有意义，很酷！ ——高二（7）罗芮迪

我自是少年，韶华

倾负。或予之书，或予

之体。亦可予之以默

默，无闻于春风，待秋

风送丹桂，我送祝福 。

——高二（3）罗兴莲

排版是真的累啊！连

续 6 个小时紧盯电脑屏

幕，晕得脑仁像在浆糊里，

但看见自己的“杰作”能

被你们阅读，欣赏，我感

到发自内心的开心！

——高二（4）安国逸

希望班主任知

道我是为第二天更

好的排版而翘掉晚

自习补觉的。

——高三（22）

罗晟安

这次校运会中每个奉

献的人都是最棒的！

高二（18）张宇铮
运动健儿们，运

动场是你们的赛场，

后方是我们的战场，

你们赛场前展现光

彩，我们赛场后默默

付出，互相加油吧！

——高二（28）

杨秀坤

虽然作为一班之长应该到现场为同学们加油助威的，但在这个地方参与新闻报告类的幕后

工作也是富有极大意义的，能在这里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 ——高一（32）冯智文

以前觉得校报工作很辛苦，但现在回望

过去，编写校报的点滴显得格外的珍贵。在

我看来，校报工作者一届接一届是一种难得

传承。——前编程社长 黄泽林

校报工作人员留言

历经日月轮换三度，参与编排校报六期，发余身之长技兮，以就卷轴

之尽美，竭予心之勉励兮，以成章文之至善。 ——高二（7）饶煜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