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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幸福是紧握的双手，甜

蜜的微笑，以及哭泣时的拥抱，

那对于我来说，幸福是您一直以

来的陪伴。从我呱呱坠地的那一

刻起，就成为了我生命里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在我过去的十几个

春夏秋冬里，您对我的了解细致

入微，而我对您的依赖与日俱

增。我总是羞于表达对您的爱

意，常常话到嘴边，却又硬生生

地吞了回去。青涩的文字虽然表

达不出情感的万分之一，可此时

此刻，我却想趁着这个特殊的日

子，向您述说我的心里话。

尽管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长

不大，那样就可以一直依偎在您

的身旁，但是岁月无情，我终是

要离开您的身边，学会一个人生

活。我忘不了，每次独自背上行

囊奔赴千里之外的校园之前那几

天，您就开始忙着采购物品帮我

收拾行李的身影。桌上那条长长

的清单，上面写着的全是要我回

学校时一起带上的东西，大到一

年四季的衣服，小到各种生活用

品，甚至准备了我喜欢吃的各种

零食，生怕我会在去学校的路途

中饿着。一件件琐碎的小事，您

总是亲力亲为。哪怕我无数次强

调，这些东西在学校都能买到，

千里迢迢地从家里带去，只会增

加路途的劳累，但在收拾行李的

时候，您还是有拿不完的东西。

您无视我的劝阻，自顾自地将这

份关心，那份担忧塞进行李箱。

当行李箱终于被您塞得再无空

间，您的眼神中才闪出些许安

定，脸上的担忧才渐渐消散。那

满满当当的行李箱像是在无声地

诠释这世间最伟大无私的爱，如

一股暖流，刹那间，已暖彻了我

的心扉。

我不知用怎样的文字，才能将

我对您的爱与感激表现得淋漓尽

致，让您深切感受。多希望时光能

够慢点走，慢点走，再慢点走，您可

知当我看到皱纹慢慢爬上你的脸

颊，白发渐渐在您那乌黑亮发中若

隐若现时的心疼？您曾陪我慢慢

长大，如今我却不忍看您慢慢变

老，我亲爱的妈妈，您曾用坚实的

臂弯为我撑起一片蓝天，而今，我

希望能用我日益丰满的羽翼为您

遮风挡雨。您是我心里最敬爱的

母亲，因为有您，我的世界春暖花

开。日后，惟愿有我，让您的世界

绚丽多姿。 黎泳歧

《人民日报》在今年 5月 12日这一天发

博：“2008年，14时28分04秒，一个无法被

忘记的时间；8.0级地震，近7万人遇难，一

段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生命逝去的悲伤，

相互扶持的坚强，灾难面前的大爱，废墟上

的重新站立。9年了，山川抚平伤痕，汶川

走向重生。今天，汶川地震 9周年，缅怀逝

者，致敬重生，祝福汶川！”

对很多人来说，那场灾难，已经淡忘。

而对于我，远远没有。那时候我10岁，正在

家里看电视，当震动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

是楼上在装修拆墙，但也就一瞬间，我意识

到装修的动静不可能有那么大——是地震！

一瞬间，我没有感到恐惧，倒是很平静，突

然间心里产生了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感觉，是

一种强烈而深刻的虚无感，一种深沉的绝望

和悲怆在心中风起云涌，无法言说。这个时

候就听到楼下有人在喊“地震了，快逃命

啊”，我才反应过来，应该跑！可我的双腿

开始发软了。

因为我们这里是在震源的南方，震感要

轻一些，房子基本没有倒。跑下楼以后，我

缓了一会儿，才想起给父母打电话，却由于

占线没打通。周围的所有人也都焦急地把手

机高高地举起，寻找信号。一出现电话接通

的“幸运儿”，大家就会凑上去，询问他别

的地方情况怎么样，不管这些事情是否与自

己有关，不管彼此之间是否相识。那一刻处

于危难之际的人们团结如一家人。我终于把

电话打通了，刚一听到声音，就断线了，但

我却放心了许多，至少知道亲人们都是安全

的。

我想，人世中所有的情感都没有当灾难

来临时流露得那么真挚。那一瞬间，我觉

得，人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真是渺小无能到

了极致。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大灾大

难中却是废墟中唯一一颗明亮的火苗。

此后，每年 5月 12日被确定为全国防灾

减灾日。

没有经历生死灾难的人难以理解生活中

为防灾减灾而做的准备，而我清晰地记得地

震来临时自己的慌乱与无助，记得灾难面前

人类的渺小，所以我对校园生活中随处可见

的防灾减灾装备与措施总是多留些心。它们

就在我们身边，如灭火器、防火通道、北区

正在修建的消防蓄水池、每年都要举办的消

防演习、宿舍里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不

允许乱接电线等等。

古人有言，“防患于未然”。我深深地感

谢那些为我们安全提供保障的人们。灾难终

将淡去，愿我们在缅怀历史的同时，不忘培

养防灾减灾意识，不忘感受生命的珍贵与美

好。

聂洋

烈日炎炎，蓝黑的统一制服，是他

们身份的象征；公平公正，则是他们不

变的信仰。他们就是裁判组。

裁判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只是

简单的计数打分，谁都能做。相反，他

们是经过了专业的培训，才有资格站

在这里，担任裁判。而裁判组领队老

师们更是这方面的专家。

裁判长艾军老师是辽宁省目前唯

一的国际级田径裁判员，曾参与过奥

运会，田运会，亚运会等一些大型的国

际运动比赛。据了解，在田径方面，我

校目前共有一名国际级裁判，八名国

家级裁判。他们也都经历过全运会等

大型比赛的裁判工作，资历深厚，经验

老道。主裁判老师之下，则是负责比

赛检录、计时等裁判工作的学生组裁

判。他们均是来自体育学院15级的学

生。在课堂上都经过专业课老师裁判

课程的学习。

“这届学生，他们整个的理解力、

执行力、集中力、还有关注度，都很不

错，积极参与性也比较好，而且他们跟

各个学院的配合执行非常好。”裁判长

艾军老师说道。

这次裁判的经历，对于裁判同学

来说也是获益匪浅。体教专业竞赛裁

判郑德凡说：“担任运动会的裁判一直

是我们学院的特色，相当于我们的一

堂裁判实习课，他给了我们每一位学

生裁判实习的机会。裁判员邹原告诉

我们说：“这些主裁判老师都是一些老

裁判，经验都很丰富，在他们的带领

下，我们学到的东西也挺多的。”

如裁判长宣誓时所言，每一位裁

判都在切实履行“严肃认真，公平准

确，谦虚谨慎，团结协作”的十六字准

则，为运动会的顺利进行共同出力。

学生记者杨慧卿庄树树

因为有您，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汶川地震九周年，缅怀逝者，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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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组稿 学生记者学生记者 吴凯馨吴凯馨

4月 28日上午，阳光正好，春意盎然，

大连大学第二十一届运动会上，全校师生

们齐心协力的表演又一次震撼人心。

宽敞的北区操场，跑道上笔直排列着

即将入场的国旗班的同学，他们早在半个

小时之前就已到达指定位置，一个月艰苦

的训练，最终使他们的步伐由散乱到整齐

划一，年轻的脸庞上写满了气宇轩昂。“抬

头，挺胸，收腹”每一个国旗班人都在用他

们的行动展现着连大人的风采。

开幕式中最受瞩目的自然是各学院

的代表方队，不论是从服装还是到动作，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道具，也都凝聚了各个

学院学子们的心血，展现了他们独特的风

采和魅力。伴随着各个学院的欢呼声和

呐喊声，代表团成员们穿戴着独具风格的

服饰，踏着沉稳而有力的步伐，走进会

场。在这次运动会中，各个学院不仅仅展

示了学生代表方队，还展现了教职工代表

方队，师生协力，共创辉煌。有的学院还

在方队中安排了玩偶跟队，使整个开幕式

多了一丝活跃的气氛。

大型团体操《连大美》由各学院400余

名同学携手共演，女生飘扬的裙摆，男生

整洁的白衬衫，共同筑成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两个月的不懈坚持，只为大家献上

最美的一支舞，他们不仅展示了优美的华

尔兹，今年正值连大三十周年校庆，所以

他们还用手中的五彩扇分别组成了

“1987，2017，30，连大美”四个字样板块，共

同庆祝新连大建校三十周年。

婀娜多姿的华尔兹姑娘，活力无限的

爵士舞舞者和活泼轻快的啦啦操，都为开

幕式添上了绚丽的一笔。作为我们学校

“功臣”之一的花样跳绳当然也是必不可

少。一根简单的绳子在体院同学们的手

中变成了一门让人惊叹的表演艺术，他们

是连大的骄傲。

青春载舞，逐梦飞翔，开幕式上多元

化的表演就是连大多元化发展的缩影，同

时也是全体师生们努力的结晶。连子们

脸上洋溢着青春活力，展现着当代大学生

阳光、健康的风采。最后运动会在载歌载

舞中拉开序幕。 学生记者王冰

运动场上的开幕式博人眼球的绝

不只是各院的方阵代表团，还有这样

一个团体，他们身着军装，肩负国旗，

有着坚韧不拔的斗志，为激情的运动

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出旗前的系列准备，大家早早来

到主席台下，吃完队长们特意买的早

餐，本是休息时间，在这几分钟里，

队员们却还主动地相互提醒着压脚

尖，反复地踢着正步，以确保万无一

失。七点半正式开始站队，训练队长

们和几位班长照常为队员理顺军装，

调整军帽，轻拍着肩膀叮嘱着他们放

松心情，把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这

次的任务都交给了第一次在大型场合

出旗的大一队员。教育学院国旗班班

长林帅说，国旗班的每个人都肩负着

维护国旗殊荣和扬显团队精神的责

任，将近两个月的训练成果如何全都

在此一举。当他们走动在跑道上时，

每一个动作都像挑动内心紧绷的弦，

在一旁看着的心比在方阵中的他们更

紧张。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意外发生了，

套在国旗杆顶端的绳索随着国旗一起

脱落下来，国旗升不上去了，班长们一

时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只是片刻，他们

很快恢复冷静，赶紧找了老师来商量

解决的办法。在不知维修车能否进入

北操的情况下，大家策划了第二个方

案，四人举旗。

经受考验的时刻终将到来，主持

人一宣布开幕式开始，国旗班 22名队

员就踏上了他们的神圣之旅。英姿飒

爽的阵前兵迎着早上的暖阳，迈着整

齐的步伐，带动着标准规格的双臂，稳

步前行，展现出了国旗班昂然的斗志。

所幸的是维修车已及时赶到国旗

杆下，解决了升旗问题，任务终于在提

心吊胆的紧张氛围中圆满完成。结束

任务后的队员们没有了在主席台前的

严肃，满满的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学生记者胡勇

青春载舞，气势恢宏——开幕式

第一天的比赛分为学生组、研究生组

和教职工组。比赛项目包括短跑、长跑、

跳高、跳远、铅球等。运动员们在赛场上

顽强拼搏的身影成为这天最美的风景线。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马克思学

院的研究生杨颖在跑完四百米决赛后显

得十分轻松，她表示，自己平时有在健身

房锻炼的习惯，在运动会前刻意加强了相

关训练，尽管是第一次跑四百米，也不会

感到很艰难。在得知自己取得女子研究

生组四百米第二名的好成绩时，她说:"本
来是没有过多期待的，比赛时也没有想太

多，只希望可以保持自己的成绩。"这可能

是她以学生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运动会，

为了不让自己留下遗憾，多去尝试超越自

己也是她这次参加运动会的目的。

运动会期间，教职工比赛也是赛场上

一大亮点，老师们换上运动装，活跃在赛

场上，一改往日的儒雅形象，显得尤为亲

切。而他们奋力拼搏的身影更是与学生

无异。中山医院的宋健民老师在获得男

子教职工组跳高冠军后表示，在当兵期间

得到的锻炼使他的身体素质强于他人，但

得到冠军，也是意外之喜。

当全民健身潮来袭，当健康成为人

们关心的重点，

运动会无疑给久

坐办公室的老师

们提供了一个锻

炼自己的机会。

机关党委的姜琳

老师说：“参加

运动会，通过一

段时间的锻炼，

一方面可以提高

我 们 的 身 体 素

质；另一方面，

通过参加比赛，

让我们在比赛中

一 次 次 超 越 自

己，在一定意义上，对我们教职工也是

一种促进。”

正所谓 “众人拾柴火焰高”，作为唯

一的团体项目“齐心协力”在考验团队

凝聚力的同时也是对同学们的配合关系

的巨大考验。每个学院十人将自己的双

脚互相绑在一起、共同前进。虽然听起

来简单，但是如何在短暂的磨合期过后

可以迈出整齐划一的步伐困扰着每一支

参赛队伍。“半个月的训练，虽然每天只

有一个小时，但是大家都尽力抽出时间

参与进来，虽然最后还是有一些失误，

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活

动，明年我一定会回来的！”生命学院的

王宏宇在参加完比赛后这样说道。

对于运动员来说，赛场是公平的。不

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拥有勇于拼搏的

体育竞技精神，就能在这一方赛场上收获

属于自己的胜利。

学生记者 石明玮李慧珠侯是祎

“砰！”信号枪一声令响，白色的烟雾

飘散在红色跑道上方，男子1500米耐力跑

比赛开始了。

比赛当日艳阳高照，运动员们在烈日

下咬紧牙根，踏着稳健的步伐一步步向终

点迈近，一圈圈下来参赛者们已经汗流浃

背，但未见一人中途退出。随着比赛的进

行，运动员们在同学们的夹道欢呼中陆续

到达终点。

1500米，不到操场四圈的距离，短短

几分钟的时间，却需要每个参赛者在背后

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和汗水。来自信息工

程学院，在 1500 米比

赛中获得小组第四的

16 级学生彭超说道：

“为了这次运动会，我

们提前了将近一个月

的时间开始训练，每

天都要训练一个半小

时以上。”努力和汗水

终有回报，被问及比

赛的感受时，彭超补

充道：“刚开始很激动

又有点紧张，跑到中

间时，很多人超过了

自己，当时觉得压力

很大，心情很复杂。后来在比赛过程中不

断调整自己的心态，达到了自己训练时的

水平。跑完比赛后，觉得这段时间的努力

没有白费，很值！”比赛总有输赢，赛程中，

参赛者们之间虽然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每

个人都坚持完成了比赛，不轻言放弃。

相比 1500米项目对运动员意志力和

耐力的考验，4×100米的比赛项目则需要

每个参赛者有足够强的爆发力以及组员

之间熟练的配合和良好的默契。而此次

获得男、女子 4×100米双料冠军的建筑工

程学院最有发言权。该学院 15级学生李

春香表示，此次她们能够获得女子 4×100
米接力跑冠军的关键因素就是队员之间

良好的配合与默契，这离不开赛前不断地

磨合和针对性训练。

运动会的意义不仅仅在“冠军”二字

上，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同学们在训练，

比赛的过程中相处的点点滴滴。在谈到

参加运动会的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事时，土木工程专业15级学生王涛说：“前

期训练时我受伤了，特别怕影响成绩，但

身边的朋友都在给我加油，很感谢他们对

我的支持。比赛前很紧张，也是同学们的

加油鼓劲，让我感到轻松一点。”

对于每个运动员而言，这段时间里的

努力拼搏和不懈付出是人生中宝贵的财

富。在烈日下，每一次的汗流不止；在跑

道上，每一次的坚持与自我鼓劲；在操场

上，每一次的累倒与站起……都在诉说着

每位参赛者都是胜利者。更高，更快，更

强的体育精神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的体

现。“我不是领跑者，但我一直在路上。”大

概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永远奔跑

的运动健儿们，永不放弃的连大学子们，

加油！ 学生记者 陈颖

随着比赛的枪声响起，参加110跨

栏比赛的体育学院运动员们犹如草原

上的羚羊一般向前冲去，在来到栏杆

前，只见他们抬起左腿攻栏，攻栏时腿

部绷紧伸直，脚尖微微上翘，腿的异侧

肩臂一起伸向栏架上方，身体加大前

倾使头部接近左腿的膝稍高于踝，当

左腿跨过栏时，右腿迅速摆动积极下

压，起跨腿加速向前提拉，然后落下蹬

地继续奔跑。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做

起来却并不轻松，这个从运动员各自

所做出的动作中那些小差别就能看的

出：有的人动作连贯，从空中一划而

过，离栏甚远;而有的则会在空中停留，

甚至碰到栏。运动员们将自己一百二

十分的热情投入这场比赛——他们使

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一次又一次的

重复着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前一秒

是 2道的同学稍微领先，而下一秒，就

被赶超。短短的110米中，体现的不仅

仅是运动员的体育精神，体现的更是

那连大人奋力拼搏、永不言败的信念。

场上激烈，场下亦然。跨栏比赛

时，跑道两侧以及看台上的同学都热

情呐喊，为他们加油鼓劲。大多数的

同学都在电视上看过跨栏比赛，却未

曾近距离接触过，更何况跨栏是一项

刺激的，能充分体现男子力量的运动

项目。法学 15级杨若瑜同学说，他也

很想参加跨栏以及类似的运动项目，

但由于自身的身体素质等原因未能参

加比赛，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

学生记者王美兰

红色跑道上，建工运动员不顾一

切只为奋力向前奔跑；观众席间，建工

人拼命呐喊只为给运动员们献上最有

力的强心剂！

响亮的呐喊声不断在

操场上此起彼伏，精彩的比

赛 吸 引 着 每 位 观 众 的 眼

球。在男子组 4×400 米的

比赛结束后，记者采访到了

获得第一名的建工代表队

的运动员高英伦，他说到：

“能够赢得第一名，重要的

原因离不开我们前期充分

的准备。在长达一个多月

的训练中，我们每天都坚持

完成训练任务。我们队员

之间感情也很好，通过训练培养了深

厚的默契，这也为我们赢得胜利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在比赛的时候，

一听到建工人为我加油呐喊，我就更

加不敢放松，一心只想着加速往前

跑。”

这次校运动会，建工学院代表队

不断突破自我，再次创造了新的辉煌，

它包揽了学生组男子团体第一、女子

团体第一和学生团体总成绩第一的荣

誉，成功赢得“四连冠”的头衔！每一

个“第一”都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有着

建工运动员太多努力的故事，正是因

为有了这些故事，才会让这一张张满

载着建工人努力拼搏和永不言弃精神

的荣誉证书有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意

义！宣读获奖的时候，身为建工人，无

不欢呼雀跃，这是一个令建工人振奋

的时刻，更是一个令建工人感到无比

光荣的时刻！ 学生记者黎泳岐

他们的荣耀

赛道上的奔跑者

聚焦国旗班

像羚羊一样奔跑

建工人，四连冠！

幕后的英雄——校运会体院裁判组

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日记 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