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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政史，书写历史 
◆  高二（5）班  伍观弟                                     
     

2005年 11月 19日，省实第二届体育

节暨第 35届田径运动会在和煦的阳光下顺

利闭幕。在这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会中，

有一个让人惊叹的亮点，那就是几乎所有

项目都获得了第一的受到全校瞩目的高二

政史实验班：高二（5）班！ 

我们的成绩，我们的辉煌 

一、竞赛团体总分第一  （校运会结

束后，大家终于松了口气，拖着累了几天

的身躯趴倒在宿舍里。突然，一个人破门

而入，激动得涨红了脸：“我们班……我们

班拿了第一！！！”顿时，大家目瞪口呆，好

一会儿，终于一跃而起，相拥高呼，几近

落泪……） 

二、“精神文明班”评比第一   (颁奖

典礼上，当大家屏息凝视，终于等到杨华

联主任那一句“高二（5）班”一锤定音时，

即使是女生，也顾不得仪态狂叫起来……) 

三、入场式评比第一（想必大家无法

忘记的是，缤纷多彩的出场仪式上，当一

群雄赳赳气昂昂的，在大冷天身穿大红上

衣、纯白短裙的女生经过主席台时，一片

欢呼声起！当她们举起“三个代表”，高呼

口号时，全场更是响起了如雷鸣般的掌声！

那是现代版“红色娘子军”，她们勇敢，她

们坚强！） 

四、 “最佳啦啦队”评比第一  (E5

的啦啦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我们面带自

信，面带笑容，昂首挺胸，力争上游！) 

五、海报评比第二 

六、获得二金、二银、七铜（ 二金：

女子 800 米、女子 4x50 米游泳接力   二

银：女子 800米、男子 110米栏    七铜：

女子篮球、女子 50米蛙泳、女子 200米、

女子 400米、女子 4x100 、4x400接力 、

广播体操）  

校运背后 

报名的时候，班上仅有的 6位男生拿

着报名册围在一起商量： 

“喂，200米和 400米是你的。跨栏你

上……”“跳远、三级跳我和 LuLu来负责！” 

“800米和1500米我来包！”“这么勇？

行不行啊你？！”“行行行！只要不断气就

行了呗。”嘿，够豪气的！ 

女生三级跳远无人报名，班主任看了

报名表后问原因，体育委员说她们不会，

班主任说“项目空缺不行，不会跳你去教，

你不会就让我来教”。体育委员说：“行，

包在我身上”！体育委员硬是找了两节课让

2名女生学会了三级跳远。 

……. 

11月 16日夜，为了准备出场仪式的东

西，几个班干部埋头苦干��描出 54个字，

剪下来，再贴上卡纸。可是工作量实在是

太大了……正在认真学习的同学们扔下了

自己手中的东西，到处借剪刀，不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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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始了全班性的工作。我们一直做到十

点多，保安来赶人，我们就一起求情。做

到几乎十点半，然后一起背着书包往宿舍

里冲，生怕宿管老师记名 ……湿了的，是

班干部的眼睛。 

为了出场式的服装，有的班干部天天

去长寿路，每次一走就是三四个小时，晚

饭也是十点多才吃…… 

比赛当天，天冷得要命。有一位同学

却只穿了短袖班服和校服外套。我们叫她

把拉链拉起来，她却说：“不！我要把我们

的班服 show出来！” 

…… 

    班主任天天跟在身边，让我们感到了

父亲般的温暖…… 

郭弘杰在一天之内一共跑了 2700米，

可他无怨无悔，而且还一个劲地责怪自己

没用，不能为班级争取荣誉。可是所有的

人都很感动，除了说“你好棒”，其他语言

都变得苍白无力！虽败犹荣！ 

对于一个团结的班集体来说，感动的

事又怎么能够说得完呢？  

我们的感悟，我们的话 

     以上的辉煌成绩，虽不能说是一种必

然，但这绝不是一种偶然。五班几乎是名

副其实的女班，56 个学生，只有 6 个文绉

绉的男生。就连如何能够把比赛项目报满，

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说过绝

不放弃，即使希望渺茫，我们仍要全力以

赴。校运会团体总分中，男生为我们班夺

得了 12分之高。或许在别人眼中，这是个

小数目，但是五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其

中的心酸。男生的每一场比赛，都有五班

女生的高声欢呼。 

女生们更是勇气过人。她们深知校运

会拿到好分数的重任注定要她们勇敢地担

当起来，所以即使她们个个看起来都弱不

禁风，却毫不退缩。她们当中，有人早在

校运会前一天就感冒了，有人在比赛前腹

痛，有人还有腰伤……所以说，我们的成

功不是因为侥幸，那是我们拼出来的。五

班的胜利，是因为我们虽弱犹勇。五班的

凝聚力，使每个人都充满力量。我们共同

承担起的，是五班全体的荣誉。他们说，

我们没有理由不为 E5拼搏！ 

比赛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是

闲着的。每个人都拼命写稿，唯恐运动员

们不知道班级的支持。尽管学校规定不能

陪跑，但我们仍然坚持圈外比赛，圈内接

力陪跑。个个跑得气踹吁吁，却仍高高兴

兴地去迎接我们永远的“凯旋者”。啦啦队

比赛时，我们每个人都拿起我们自制的工

具，一边用力敲打，一边高呼：“E5政史，

书写历史！”第二天，已有人手臂肌肉酸痛

了……我们是团结的，我们紧紧靠在一起，

我们没有放弃即使是很渺茫的希望。所以，

成功并没有遗弃我们。校运会前一天，我

们全班都还对自己说，就算没有好的成绩，

我们也要一起努力到底！ 

五班，在一次次的共同奋斗当中，渐

渐的拧成一股不可分离的绳。“五班五班，

猛虎下山，卓越卓越，龙腾虎跃。”��我

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一群女生洪亮高

昂的声音。它仿佛是一首永不言败的团结

之歌，将永远唱响天际! 

 (责任编辑：李宇佳)

                                                       



█▉▊▋▌▍▎  校运回眸                                               XIAO YUN HUI MOU 

 37 

 
从一个荒唐的笑话到真实的奇迹 
◆ 初三（1）班  郑斯奇 杨航 谭越 

 

不久前的校运会,我们班创造了255分

总分全级第一,9枚金牌7枚银牌5枚铜牌,

三人打破校运会记录的辉煌。看着取得如

此骄人成绩的初三（1）班,有谁能将这个

班和两年前那个仅仅 40多分,全级倒数第

二的1班联系起来呢?又有谁会知道，在那

每一块奖牌，每一分的背后，写着多少辛

酸呢？ 

时间回到两年前，2003年10月17日，

刚迈入省实校门的我们迎来了初中的第一

个校运会，那时的我们，兴奋，紧张，稚

嫩，在强手如云的校运会上，我们输了。

在其他

班 看

来，我

们这个

实 验

班，论

学习还

好，要

说 体

育，根

本不用

把我们

放在眼

里。第二天中午12时，校运会结束后2小

时，1班的同学们在那张记分牌前，望着上

面“惨不忍睹”的分数，久久没有离去，

尽管大家都没说什么，但心里似乎都在默

默地下着决心。 

在后来一年的时间里，其他班的许多

同学问我，下次校运会你们班想拿第几

呀？我竖起一根手指，说，第一。他们都

不屑地笑了。对他们而言，这确实是个荒

唐的笑话，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个实验班

的学生是一群只会读书的乖孩子，校运会

上没有一点竞争力，更别提第一了。 

但他们不知道，这群“只会读书的乖

孩子”中潜藏着一股可怕的力量，那就是

团结，

是集体

荣 誉

感，是

为一个

共同的

信念而

拼搏的

精神。

早在校

运会前

的两三

个月，

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暑假的轻松与快乐

时，一班的同学已开始了他们艰苦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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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个傍晚，太阳因为困倦而蜷缩到地平

线下，其他同学早已回到温暖的家中，被

黑暗笼罩着的操场上依然活跃着一个个 1

班同学刻苦训练的身影。跑道上他们的脚

步是那么的轻盈，跳远池边他们飞跃的姿

态是那么的优美，实心球场上他们的动作

是那么的苍劲有力，跳高竿上他们飞翔过

杆的动作是那么的漂亮简洁。漆黑的操场

上，不知洒下了多少一班同学的汗水，寂

静的校园里只听见正在训练的一班同学大

口大口的喘气声。我们班是全校报名参赛

人数最多的班，虽然我们没有体育尖子，

但我们全班同学都在为每一分而奋斗，也

许别班同学可以凭一个第一拿 7分，我们

却需要 7个人并且每人拿一分才能与之相

当！每一个同学正是抱着这种为班增添一

分是一分的希望，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们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用尽自己的

一点力量，为一班增添一丝光彩。正是这

个看似空虚的信条支撑着我们，让我们鼓

起勇气向一个荒唐的笑话发起了挑战。 

校运会过的是那样的快。又是那张记

分牌，可上面的分数已完全不同，210分，

优势无可撼动，奇迹发生了��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今年的校运会，初三的我们少了一份

幼稚，多了一丝期盼，多了一份坚定的信

念，那55颗爱班的心依然热烈，班服鲜艳

的黄色在运动赛场上格外醒目，胸前的“精

忠报班”是C1每个同学的心愿。初一时种

下的种子，在初二的细心栽培和初三的风

雨磨砺下，终于在那个秋风萧索的早晨绽

放出美丽的花朵。这花朵让我们在校运会

中脱胎换骨，广播操赛场上一班全体同学

喊出了惊天动地的气势，似乎在宣告着一

支王者之师的来临。我们终于在连续两次

获得广播操第三名后于今年夺得了广播操

冠军，男子接力也由初一时的倒数第一变

成了如今的第一。不仅如此，我们还以226

份稿件荣膺全校之最，这也让我们获得了

“精神文明班”的荣誉称号，课室里一下

子多了7张闪闪发光而且分量极重的奖状。

我们终于以一个实验班的身份取得了在校

运会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辉煌战绩。从一个

荒唐的笑话到真实的奇迹，需要的是一种

精神，一种为梦想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一

种敢于拼搏敢于付出的的精神，一种团结

互助的精神。 

在一个个挑战面前，55个同学凝聚成

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的，不可分割，

团结。所有人都在为了同一个坚定的信念

而付出最大的努力，55个C1的一分子共同

奋斗迸发出一股巨大的足以创造出任何奇

迹的力量。1的 55次方永远等于 1，这是

我们全班同学共同相信的真理。我们已经

以这种团结互助敢于拼搏的力量创造了许

许多多的“不可能”，我们还要把这种精神

面貌一直持续下去，达到更高的顶峰。

                               

                                                   (责任编辑：李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