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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体育精神 促进集团交流

省清中国防班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 周耀华

—清江中学教育集团成功举办第三届教职工运动会
——

为纪念中国空军成立 68 周年， 11 月 11 日， 清江
中学国防班师生举行了以“你我的天空， 共同的梦想”
为主题 的教 育 活 动。 同 学 们 观看 了 中 国空 军 宣 传片
《你我的天空 共同的梦想》 和学校国防班学生参加全
国军事五项比赛宣传片， 并举行主题演讲和军歌合唱，
并进行了主题宣誓。 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同学
们的爱国热情， 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 立志将
来投身国防事业， 报效祖国。

省清中邀请方可老师
为学生作励志演讲

■ 陆延礼

为加强清江中学教育集团内四
所中学的交流沟通， 促进校际间的
团结协作， 丰富广大教职工的业余
生活， 提高老师们的身体素质， 11
月 12 日， 江苏省清江中学教育集
团第三届教职工运动会在淮安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启明中学举行。 来自
集团内清江中学、 师院附中、 范集
中学、 开发区启明中学的校领导班
子全体成员以及六百多名教职工代
表齐聚开发区启明中学的操场。 市
教育局机关工委书记、 工会主席徐
忠， 市教育局副调研员朱士东出席
本届运动会。
深秋清冷的空气并不能消减老
师们的热情， 早晨八点整， 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 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
启， 开发区启明中学校领导和开发
区社会事业局局长朱峰先后代表承
办学校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全体参
赛的教职工运动员致欢迎辞。 清江
中学校长陈欣作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 陈校长对这次运动会寄予了美
好的愿景， 要求集团校之间能借助
本次运动会的契机， 加强校际间的
交流合作， 促进学校间的深度融
合， 并希望全体教职工以这次运动
会为出发点， 锻炼身体， 健康生
活， 快乐工作。 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朱士东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讲话。

市教育局机关工委书记、 工会主席
徐忠宣布运动会开始。
本次运动会分为个人跳绳、
100 米短跑、 跳远、 定点投篮、 实
心球、 两人三足、 50 米端球跑等七
个个人项目和 4×100 米 接 力 、 集
体跳绳等两个集体项目。 首先开始
的是个人项目， 运动员们个个信心
百倍， 干劲十足。 个人跳绳场地
上， 一根根鲜艳的红绳上下飞舞，
运动员们跳跃着， 快速而灵活， 最
多的一位女老师在一分钟跳绳过程
中从未间断， 跳了近两百个。 跳远
赛场上， 只见一个个运动员助跑、
蹬地、 腾空、 落地， 连贯的动作行
云流水， 有力的身姿让人赏心悦
目。 响亮的发令枪声响彻天空， 这
声音来自于操场的一百米跑道， 一
百米短跑、 50 米端球跑、 两人三足
都在这里举行。 最先举行的 100 米
短跑竞争异常激烈， 选手们你追我
赶， 如阵阵疾风， 在操场上飞奔
着， 展示着运动的魅力。 五十米端
球跑和两人三足就更加精彩了， 老
师们摩拳擦掌， 认真准备。 在五十
米端球跑比赛中， 不少选手端在乒
乓球拍上的球好像并不怎么听他们
指挥， 也没有平时精湛的教学技艺
那么娴熟了， 在快速奔跑中乒乓球
不时掉到地上， 选手们又迅速捡起
继续比赛， 在他们自己和观战老师
的笑声中冲向终点线。 或许比赛成
绩不是人人都很满意， 但每个人获

得的快乐却一点儿都不少。
集体项目比赛更是本次运动会
的 重 头 戏 ， 4 ×100 米 比 赛 首 先 举
行。 来自四所学校的参赛队员们，
全副武装， 不断在场内做准备活
动， 每队都志在必得， 此时场边的
呐喊助威声也此起彼伏， 响彻云
霄。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参
赛队员屏住气息， 准备奋力向前，
每队都训练有素、 沉着应战， 他们
的交接棒是那么有条不紊， 连贯有
序， 最终清江中学代表队和附中代
表队分别获得了男子组和女子组冠
军。 集体跳绳项目是上午最后一项
重要赛事， 每队有 12 人， 各校都
有多个代表队参赛， 比赛盛况空
前。 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 在操场
众多师生的加油声中， 跳绳记录一
次次被刷新。 最终， 清江中学初三
年级代表队以每分钟 36 个的成绩
获得冠军， 开发区启明中学初一年
级代表队获得亚军。 在中午略作休
息后， 四所学校的教职工足球队之
间又开展了友谊赛， 各校队员们阵
容整齐， 英姿飒爽， 信心百倍， 既
在足球场上展示了他们良好的体能
和高超的技艺， 也在精彩的比赛中
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场运动会的顺利举行离不开
幕后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开发区启
明中学工会和体育组认真准备， 为
本次运动会顺利举办做了周密安
排， 来自各校的裁判员也在比赛中

以公平、 公正为原则， 严格要求，
坚持标准， 认真负责， 都为本次运
动会成功召开做出重要保障。 比赛
场地中， 还有另外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他们是来自开发区启明中学的
启明星志愿者团队——
—初二年级同
学， 在赛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
的身影， 哪里需要他们就到哪里，
他们礼貌周到的服务得到了与会老
师的好评， 他们的表现也更好地展
示了开启学子良好的素养和风貌。
本次运动会不仅是集团内学校教职
工的一场体育盛会， 也是很多教职
工家庭的盛会， 很多老师本人是赛
场上的运动员， 陪伴他们一起来的
家人自然成了比赛场外的啦啦队。
老师们的爱人来了， 父母来了， 还
有他们的孩子们也来了， 他们都在
为老师们课堂以外的不一样的精彩
欢呼、 喝彩。 这些又成了运动场上
最暖心的风景。
本次运动会不仅促进了集团内
学校的交流沟通， 加强了各校老师
之间的联系， 为集团校之间进一步
的深度合作打下基础， 也丰富了老
师们的业余生活， 提高了大家的运
动意识， 愉悦了老师们的身心。 我
们期待， 各集团校的老师们能将赛
场上不畏艰难、 勇于拼搏的精神发
挥到日常学习工作中， 为集团校的
共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 伊童童
11 月 13 日， 清江中学邀请中国知名青年励志演说
家方可老师为高二年级学生作“点燃学习的激情” 主
题演讲。
该校副校长周建洋首先介绍方可老师的演讲经历，
激发了全体师生的聆听热情。 演讲中， 方可老师结合
自身及名人经历， 对高二年级的学习做了具体指导。
在近两小时的演讲中， 方老师通过讲述俞敏洪等名人
轶事， 勉励学生“高中的学习， 尤其是高二的学习要
有激情”、 “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实现梦想要
有行动”、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鼓舞学生树立
目标、 挖掘潜能、 勇于前行、 实现梦想。 在方老师的
引导下， 同学们在笔记本上郑重写下了班级与理想大
学， 并踊跃登上舞台分享梦想。
演讲会上， 方可老师还把所有班主任请上舞台，
班主任对充满梦想的学生给予“我相信你” 的坚定回
应， 老师与学生深情相拥， 现场叫人动容。 方可老师
精心设计的环节将演讲会推向一个个高潮， 同学们的
庄严宣誓表达了他们面对困难绝不低头的团结与倔强，
师生的感人互动充分展示了清江中学浓浓的师生情。
方可老师的演讲方式新颖风趣， 演讲内容富有哲
理。 本次演讲鼓舞了同学的斗志， 振奋了同学的精神。
相信高二学子会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并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投入到小高考的备考中去， 努力创造清江中
学新的辉煌。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