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刘星雨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学校举行了
一年一度盛大的运动会。

运动会正式开始， 我还静静地坐
在教室里， 因为我在为下午1500米的
长跑储存能量， 终于要进行1500米的
比赛了， 当广播上通知我要去检录的
时候，我的心里无比紧张。“砰”的一声

令下，每一个同学，一开始都是缓慢地
进行，当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准备
要开始冲刺了， 可是腿不知是不是之
前扭伤的原因，使不上力气。可我咬咬
牙，坚持了下来。

这次运动会，我终身难忘。
小记者号：xjz201815344

快乐的运动会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丁洲钰

“加油，加油”操场上传来一阵阵
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
们学校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中小学生
运动会。

随着同学们的欢呼声，激动人心的
一百米比赛终于拉开了序幕，只见跑道
上，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运动员有的
在做准备，跃跃欲试，有的谈笑风生，胸
有成竹……一声枪响，队员们像离弦的
箭一样冲出去，如同脱缰的小马，争先
恐后地追赶着，同学们在操场上拼命地
齐声呐喊，给他加油，个个喊得面红耳

赤，运动员也争先恐后地跑着。
在绿茵的操场上， 天地赋予你力

量，让你无忧无虑，挥洒梦想和希望，100
米200米顽强突出，是飞翔的雄鹰，是射
出的箭，是飞扬的火焰，是刹那闪电。

那么多的比赛都在等待着你去拿名
次，那么多次的尝试，你总有一次会成功。

我喜欢运动会， 因为不仅可以锻
炼身体， 也可以凝聚全班的集体荣誉
感。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是
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我期待，下一次
的运动会。

失败是成功之母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洪紫晨

期中考试过后， 终于迎来了让我
们期盼已久的运动会。

最令人激动的还是下午的比赛。
因为我也要上场 ，我有些紧张 ，毕竟
大家都在看 。听到枪声响起 ，我开始
向前跑， 但由于跟其他三个比起来，
我还是差得很远，体力不支的我速度
渐渐开始减慢。我们的距离也逐渐被

拉开 ，最后还是最后一名 ，心里十分
难受 。大家都安慰我重在参与 ，在大
家的鼓励下， 我又重新找回了信心，
忘记了不愉快的事。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都不要放
弃，因为只要坚持总会成功，至少，我
们曾拼搏过，这场比赛让我终身难忘！

小记者号：xjz201815359

难忘开幕式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袁昕

盼望着，盼望着，运动会的第一天
终于结束了。在这一天当中，最难忘的
就是开幕式了。

一大早刚进教室， 老班就让表演
人员换好衣服。还没反应过来，我只好
去换衣服，没错，我就是扮演小猴子的
表演者之一。 穿上毛绒外衣没有几分
钟就开始出汗，再戴上毛绒头套，就更
加闷了，差点喘不过气来。

“衣服换好了吗？换好了的话我们
就下去再排练一次吧。”到了学校的一片
空地， 我们排好队准备做舞蹈动作。“像
一棵海草海草，随风飘扬……”是的，我
们跳的是“海草舞”。随着音乐响起，我们
做着一个个早已铭记在心的动作———
抬手臂、挥手、伸左脚伸右脚……

别看动作简单，但是做起来难。想
当初我们看视频时， 觉得这些动作太
简单了吧， 但是当我们刚做的时候觉
得又挺难的。有的拍子踩不好点，抓不
住拍子，忘记动作……

过了许久，开幕式终于开始了，我
们迈着自信、 欢快的步伐向主席台走
去。看，“唐僧师徒四人”走在方阵的最
前方， 两侧是我们几个活泼的 “小猴
子”，方阵中央的同学则向两边的人挥
手。到了主席台的正前方，我们迅速变
好队形，跳起风靡全网的“海草舞”。

出乎我们意料， 我们获得了许多
掌声，不枉费我们辛苦流了那么多汗。

这届运动会的开幕式， 我永远也
不会忘记。

跑出青春的梦想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潘艺

一年一度的运动会终于到来了，我
们班的同学显得非常兴奋！

最精彩的莫过于出场式。入场仪式
正式开始。 各个班排着整齐的队伍，迈
着矫健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身着
统一的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主
席台，接受领导的检阅。

八点整， 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开幕
式，虽然天气骤然降温，但是同学们的
心却是火热的。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都想为班级争光。大概九点钟，运动
会在鸣枪声中开始了。运动场上立刻沸
腾开来，短跑项目在紧张地角逐，运动

健儿们互不相让，他们健步如飞，憋足
了气，向终点冲刺，啦啦队员们在一旁
呐喊助威，“加油”声响彻云霄。

很快， 男子800米比赛在此一决高
下。枪响了，也许你的心中忐忑不安，但
我们已热血沸腾， 今日长长的跑道上，
留下你深深的足迹，拭不去你渗出的汗
水，拉不住你沉重的双脚。为了班级，你
能行！一滴滴汗水，飘洒在绿茵场上，伴
随着矫健的步伐， 冲过胜利的终点，几
十双眼睛注视着你，为了希望，为了胜
利，跑出青春的梦想。

小记者号：xjz201815345

奋斗吧，青春
邗江美琪学校 七（3）班 张逸冕

运动会是挥洒汗水的地方， 运动
会是尽情释放我们青春的地方。

“预备———跑”，一声枪响，小N同
学好像是离了弦的箭，“嗖” 地一声蹿
出去，把其他选手都远远甩在后面，短
短几十秒，他双眉紧锁，嘴巴紧紧地抿
着，眼神犀利，好像猎豹扑食一般，不
仅夺得桂冠，还破了记录。

说完男生中的战斗机， 也可别忘
了女生中的巾帼———小朱班长。 小朱
班长不仅成绩优异，体育也不甘人后。
看呐！ 只见小朱班长在跑道上任意驰
骋， 好像上了发条， 双眼紧紧盯着终
点，脚下生风，一举冲破终点，脸上这
才显出笑意，似乎意犹未尽。

众人拾柴火焰高。瞧，同学们那矫
健的身姿，默契的配合，随着绳子的律
动， 好像真的变成了一条条活泼可爱
的小鱼，有这样的相互信任，有这样的
默契同伴， 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
呢？不出所料，我们班在鱼跃龙门中也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运动会中， 为班级奉献的运动员
们，一帮助威的啦啦队员们，都成了我
心中一道靓丽的彩虹。这一切，不都是
运动会本该拥有的样子吗？

同学们， 趁风华正茂， 趁阳光正
好，去创造出自己的传奇。奋斗吧，青
春！

小记者号：xjz201815317

收获
邗江美琪学校 七（3）班 张舸

运动会虽然过去了，跑道上的汗水
已经被风干， 但场上和场下那一串串
“小事”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最有意思的
400米赛跑。在现场看比赛的我，早早地就
看到了穿着酒红色短袖的郭同学，由于距
离问题，我只能远远地看到一个红色的影
子，后弓着小腿，伏在跑道前，犹如一张长
弓，缓缓地绷紧了弦。跑道外面人声鼎沸，
但那条跑道安静地躺在那里， 期待着英
雄们从他上面疾驰而过， 飞向胜利的终
点。除了工作人员，所有的运动员都保持
着一个姿势———箭在弦上。“砰”的一声枪
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酒红色的影
子，犹如离弦之箭“嗖”地朝“靶心”飞去。

相比之下，800米路程有点长，相对

400米来说，800米更是柔和了许多，也
因此少了些许激昂，但是运动员们顾不
了这些，他们只做自己该做的———为了
自己，为了班级荣誉而拼搏。我们的班
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并不特别擅长
800米运动， 但她坚持下来了， 从她身
上，我看到信念的力量。

“运动” 是考验大家体育水平的，
“会” 是考验大家友谊的。 两者合为一
体，便是真正有血有肉的盛宴。

除了比赛，我们还收获了友谊。
除了比赛，我们还收获了力量。
除了比赛，我们还收获了健康。
除了比赛，我们还收获了信仰。
除了比赛，我们还收获了成长。
小记者号：xjz201815316激烈的运动会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王婧

生命在于运动，在这美丽的春天，
我们迎来了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四月底，运动会终于来到了，简短
的开幕式后，运动会正式开始。激烈而
紧张的比赛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接力400米
跑。比赛开始了，只听“砰”一声枪响，第
一棒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只
见他准确无误地把棒子传给了下一个
同学，他又传给接下来一个同学。这时
候，我们班已经落后了，但我们仍然没
有放弃，第三棒终于到手。前一个同学
把棒子传给他， 他一点都不敢犹豫，抓
起棒子就跑，在跑的路上，同学们为他
加油、鼓劲。最后一棒的同学，飞快地冲
刺，他的脚下像生了风一般，眼看着就

要追上了。啊，终于到达终点了！
最后，最令我激动的就是400米比

赛了。400米， 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
数字， 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每一位同
学里来说，这是他们将要面临的比赛。
比赛开始了，我们班的选手冲了出去，
他们一个个你追我赶， 毫不相让，终
于，他来到了终点，在他踏入终点的那
一刻， 是他那坚定的毅力和无比巨大
的勇气使他跑完了400米。

在运动会上， 我们发扬了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激烈的运动会使
我见识了许多同学坚韧的毅力和勇
气， 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好好做好每一
件事情的决心。

小记者号：xjz201815351
成长的力量
邗江美琪学校 七（3）班 朱■

太阳照在我的肌肤上， 我必须跨
过心里的荆棘，运动会800米那儿的终
点在向我招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的心跳
也在急剧加速。“老师，我要是没拿到
名次怎么办？” 我担忧地问。 老师笑
道：“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只要尽力，
超越自我，你就是最棒的！”尽管有了
老师的鼓励， 但我依然焦虑不已。朋
友给了我自信：“没事，不就是一场比
赛嘛 ，我们进去陪你跑 ，你要喝水就
招呼我们一声 ，跑不动时 ，我们也会
推你一把，相信自己。”她示意我深呼
吸，放轻松。

“准备，各就各位”发炮枪已挺立，
朝天吼了一声，“砰”的一声，紧张的气
息扑面而来， 谁也不甘示弱。 最后一
圈， 两个风一样的女孩从我身旁蹿了

过去。跑累了，我依旧不愿意停下我的
脚步。到了终点，仿佛看到希望。我不
愿放弃那最后的希望， 我还是选择放
手一搏！

虽然最后还是与名次擦肩而过，
但我努力过、争取过、奋斗过，也就不
留遗憾了。跑完，没有人责备我，而是
安慰我：“已经很棒了！”老师过来笑着
说：“重在参与嘛，有哪不舒服吗？”“没
有”我轻快地答道。

比赛前，同学们为我加油打气；比
赛时，同学们在操场上为我呐喊助威；
比赛后，同学们为我送水，扶我进教室
……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你们的
欢声笑语，给了我面对一切的勇气。

我的班级有着一种似乎魔法的力
量，让我一步步成长……

小记者号：xjz201815314

永不服输的运动精神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董晶晶

生命在于运动，所以在这美丽的春
天， 我们迎来了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
会。我和同学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比
赛场上，为参赛的同学们加油助威！

运动会正式开始了，这其中让我记
忆最深刻的就是男女子长跑了，因为我
从那里感受到了同学们的坚持不懈、不
畏困难的精神， 先是男子400米长跑比
赛 ， 裁判员喊道 ：“各———就各位 ，预
备———”“砰”的一声枪响，男子运动员
们个个像离弦的箭一般， 猛地向前冲。
刚开始， 五名运动员几乎排成 “一”字
形，但刹那间就拉开了距离，成了曲线。
操场边上传来一阵阵加油声， 震耳欲
聋，可就在要冲刺的关键时刻，我们班
队员却放慢了脚步， 脸上流淌着汗水，
显出痛苦的神情， 我们的呼吸也变轻
了，双手紧紧地握着，十分担心。别的选
手都结束了，只剩他一人，我们都劝他
放弃，告诉他没关系，下次努力就好，可
他不听，执着地跑完了，终于在终点倒
了下来，同学们连忙去扶他，把他带出
比赛场。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十分
自责，同学们也都在尽力安慰他，让他
别放在心上，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严重
的问题：他受伤了，下午的1500米长跑
就没有人了。 这时有人自告奋勇地说，
让他参加，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
班长便同意了。

到了下午，男子1500米长跑和女子

800米长跑同时开始， 整个赛场顿时沸
腾起来，加油助威声络绎不绝。赛场上
的运动员， 一个个如矫兔般飞离起点，
像利剑一般冲向终点，在场观众兴奋不
已。不论选手是否能获得第一，他们不
屈不挠，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都值得
赞扬。让我们意外的是，自告奋勇参赛
的那名同学在最后关头努力冲刺，赢得
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两名女子学生虽没
获奖，但她们坚持着跑完了全程。

在比赛中， 选手面临的不仅是身
体 上 的 考 验 ，
还有心理上的
考验 。 参加这
个项目的运动
员真正体现了
努 力 拼 搏 ， 永
不服输的运动
精神。

运动会上
学生们展示青
春风采，弘扬拼
搏精神，发扬了
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精神，在
比赛中寻觅了
更多光彩和梦
想，在比赛中创
造了更多美好
和辉煌。

争分夺秒的比赛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刘昌磊

集体的荣誉是我们最大的力量。运
动既增强了我们的体质，又增强了我们
的集体荣誉感。“加油！加油！”操场上传
来一阵阵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原来
我们学校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运动场上到处都充满了紧张、激
烈的比赛氛围。瞧，垒球一个个从队员
们的手中抛出；“预备”声连续不断，运
动员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出去， 向终点
冲刺……

随着同学们的欢呼声， 激动人心

的女子400米比赛终于拉开了序幕。
只见跑道上同学们个个精神抖

擞，运动员有的在做准备，跃跃欲试；
有的谈笑风生， 胸有成竹……一声枪
响， 队员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如
同脱缰的小马争先恐后地追逐。张梦妮
同学是我们大家认可的“飞毛腿”，所以
都对她报以最大的希望。同学们在操场
上拼命地齐声呐喊，给她加油。刚开始
的时候， 张梦妮一直处于第二名的位
置，我们心里有些担心。过了一会儿，张
梦妮离第一名只差一米的距离了，可她
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脸上的表情也十
分痛苦。不好，后面的队员一个又一个
地追了上来，啦啦队的同学都激动地站
了起来，挥动着手，拼命地喊着：“张梦
妮，加油！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也许张梦妮真的听见了我们的喊
声， 从中汲取了力量， 她的步伐加快
了。离终点还有五十米，二十米，十米
……到了最后时刻， 有的同学紧张地
挥动着拳头，只见张梦妮在最后关头，
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像拧足了发条一
样，拼命向前跑，最终得了第二名的好
成绩。比赛结束了，可同学们的心情依
然不能平静，沉浸在激烈的比赛当中，
操场上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空中。

这次运动会告诉我：运动会，既增
强了我们的体能又增强了我们的集体
荣誉感。

小记者号：xjz201815347

至少你努力过
邗江美琪学校 八（4）班 李颜

天蓝蓝 ，云白白 ；草儿青青 ，花儿
鲜；彩旗飘，气球摇；彩带飘，呼声起。今
年的春季运动会终于到来了。

嘻！今天是运动会！同学们个个准
备大展身手， 可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团
队精神。枪响的一刹那，所有女运动员
恰似枪中的子弹，“嗖” 地一下就全部
射出去了，在那枪响的一瞬间，女运动
员们被射了出去，在那一瞬间，全场观
众都呐喊着“加油，加油”！那声音充满
激情，那声音含着鼓励，那声音震耳欲
聋。在掌声中 ，在呐喊中 ，女运动员们

虽然有着压力，但是有着动力，个个速
度恰似疾风。在“砰”的枪响声中，男运
动员比女运动员的爆发力还要强 ，他
们身轻如燕，箭步如飞，绝尘而去。

他们接过棒子的时候，汗水挥洒在
地上，或许你要笑，但这证明了我们努
力过。我们班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我
们已经努力了！在这场3×100接力赛中，
我真正明白了责任与团结的真正含义。

在某些事情中，可能你得到的结果
不尽如人意，至少你努力过，努力过。

小记者号：xjz201815349

拼搏的运动会
邗江美琪学校 七（2）班 孙成嬉

在这柳絮飘飞的四月天里， 我校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万众瞩目的运动
会。我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怀着激
动的心情来到学校。

开幕式一结束，比赛正式开始。操
场上顿时热闹起来。100米预决赛、跳
高、跳远、盘踢键子这几个项目同时进
行，操场上啦啦队的“加油”声此起彼
伏。

再看场上的运动员， 个个摩拳擦
掌，毫不示弱。跳高跳远的运动员拼尽
全力，他们面对目标勇敢一跳。不论选
手是否获得第一， 他们都会得到观众

的赞美和鼓励。因为在我们的心中，他
们都是运动场上的英雄。 女子和男子
的1500米是考验选手毅力和体力的项
目。比赛中，选手要面临的不仅是身体
上的考验，更是心理上的考验。参加这
个项目的运动员真正体现了努力拼
搏、永不服输的运动精神。

这是一次团结、拼搏的运动会，在
运动会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
最主要的并非是名次和荣誉。 有些可
能要比这些更可贵，更值得珍惜，像是
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小记者号：xjz201815310

本版组稿：刘兆方

挥洒汗水 活力青春
———邗江美琪学校小记者文章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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