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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的汗水与拼搏、鲜花与呐喊，
在金秋的 9 月底展现出青春的朝气与
灿烂。 助跑，踏跳、腾空、落地，是跳高
选手高超的技巧；持球，弯腰，转身，出
手，一丈见方之地，是投掷选手积聚的
力量。

短跑项目总是最扣人心弦， 那一
瞬间的反应与爆发， 惊艳了赛道两旁
的观众。 到处都在尖叫， 到处都在呐
喊，到处是飞扬的汗水，到处是舞动的
青春。

长跑则是一场耐力的较量， 精神
的磨砺，一圈又一圈，运动员在奔跑中
坚定了意志，一分又一秒，二中学子在
坚持中成就了自我。 红白跑道上，挥洒
着运动员的热血与汗水；青青草地上，
沸腾着班级同学的呐喊与助威。 世界
都充斥着运动场上溢出的疯狂。

跑道两旁撕心裂肺的呐喊， 终点
处的拥抱、雨伞和农夫山泉。 我们看到
的，不止是一份份奖品，更是体育文化
节中二中学子全身心的投入； 我们收
获的，不止是一张张奖状，更是同学们
战友们对手们之间沉甸甸的情谊。 我
们向获奖的班级与同学表示热烈的祝
贺， 你们是这个秋天运动场上最为耀
眼的明星，你们是青春里最棒的自己！

体育，不仅仅是力量的代言词，更
是文化的盛宴。 看那边，击剑，如影随
形，片片秋风舞起；羽毛球，小巧玲珑，
翩跹惊鸿掠影；碎心湖畔定向，体智并
存，情怀并重；中心草坪柔软体操、健
美舞蹈，鲜明的节奏与韵律，力与美的
完美绽放

脚踏实地，仰仗未来，我们追求卓
越。 目之所及，一路繁花相送。 期待明
年金秋，我们再次荣光加冕！

（文体部供稿）

去年盛夏的军训文艺汇演， 我曾唱出这样
的一句歌词：“相逢总是在九月， 路不再一个人
走。 ”而如今回望，我们加入二中的大家庭已有
一年了。 在这条路上，我们有过欢笑，也有过泪
水。 有接踵而来的挑战与坎坷，也有我们的努力
和汗水浇灌而成的花朵。 我们曾携手走过那唇
枪舌战的辩论赛， 也曾在历史与国学知识竞赛
中增长学识； 我们曾在化学周醉心于那些精彩
绝伦的实验， 也曾在新年表演季中在聚光灯下
秀出不一样的自我。 运动会上，我们为运动健儿
们呐喊助威；微电影节中，我们为各位导演和演
员鼓掌喝彩；合唱比赛，我们齐心协力，为台下
的同学们奉献了一场场的听觉盛宴；诗歌朗诵，
一段段忘我的演绎更是感人至深。 这一路走来，
我们努力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一张张照片定格
了我们欢乐的回忆， 也定格了我们深深浅浅的
脚印。

而在各位老师的辛勤付出下，我们的高一学
年可谓是硕果累累。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
息，五大竞赛成果斐然，获奖人数在全省全国遥
遥领先；而在“叶圣陶杯”作文竞赛、地球科学竞
赛、研学旅行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
模拟政协等活动中， 二中的同学同样鸣金奏捷、
满载而归。 不仅如此，我们的地理三行情诗活动
还受到了人民日报、CCTV专题报道， 社会反响
巨大。这个微博热搜，是同学们努力践行、寓学于
乐的成果，可不是买的哦。

红墙上的大钟转过了一圈又一圈， 桌前的
日历撕下了一页又一页，转眼间，我们已经来到
了 2018 的夏天。 有人说：“不怕同桌是学霸，就
怕学霸放暑假。 ”那我们二中的学霸们，今年暑
假都在忙些什么呢？ 你看，有的同学积极投身于
志愿者活动，成为了社区中活跃的“小红帽”，有
的同学奔波在各大培训机构， 准备在即将到来
的开学考中大显身手， 还有的同学在哈佛峰会

中崭露头角，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同学一同学习进
步。 而学习竞赛的同学们， 可能就没有暑假
了———他们上课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高铁行程
累计可绕地球三圈；有时和难题激烈地搏斗，有
时和简单题耐心地过招。 试卷刷完了一套又一
套，草稿纸用完了一本又一本，终于从零分的标
准答案一步步进化成为满分的优秀典范。 无论
是新牛顿力学，还是解剖鲫鱼，乃至于裴蜀定理
算术基本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统统不在话
下。 因为热爱，所以迷人。 即使是挑灯夜读，有你
在，也是乐在其中。

而今天，开学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我们已
经正式成为了新一届的高二同学。 路行至此，眼
前的风景也逐渐开阔起来。 在团学和社团俱乐部
中，我们是学校的中流砥柱，刚刚上任的干部们
即将挑起重任； 课业学习也骤然加快了步伐，已
经经历过学考挑战的我们必将重新出发，一往无
前。 作业本上的红对勾是我们快乐的源泉，试卷
上一次次升高的分数是我们努力的见证。我们把

“高境界做人，高水平学习，高品质生活”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用自己的努力践行着自己的信念，
用自己的坚持谱写着自己的乐章。

人生像是一个马尔可夫链，your� future� only�
depends� on� what� you� are� doing� now,� and� in-
dependent� of� your� past.�所以， 愿你再次踏上征
程时，能拥有“少年何妨梦摘星，敢挽桑弓射玉
衡”的勇气，以及“莫道今朝精卫少，且邀他日看
海平”的坚韧。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带上未熄
的渴望，去做鲜衣怒马的少年；才能睁开犹明的
双眸，去亲临一段可以裂山海，堕苍穹的青春。

所有步入高二的你，我，我们，身后有很多追
逐者，但对不起，这一把，我们要赢。脚踏实地，仰
望星空，若此时重叠光锥，开辟星轨，彼时定有秦
关属楚，越甲吞吴！

■ 513班 胡天翼（在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两年前的今天，在教室的电视前，参加了
我在杭二中的第一次开学典礼。 那时的心情，
想必和现在的你们是一模一样的，懵懵懂懂、
有点紧张，忐忑着会在这里经历怎样的三年。

“逝者如斯夫”， 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就像钱塘
水一样飞流而过， 转眼间已经迎来第五次开
学。

高一的学弟学妹们，你们经由层层选拔来
到了二中，我谨代表高三的学长欢迎你们。 你
们是二中的新鲜血液，将在二中这一平台上大
放异彩。高一这一年是你们体验、接触、打基础
的一年。来到这所学校，并非意味着功成名就，
而是进一步奋斗的开始，希望你们能融入到学
校的集体中，为二中、也为自己创造荣耀。

高二的同学们，你们是学校的中流砥柱。
也许你们在日常学习中会碰到前所未见的挫
折， 也许你们在竞赛中会面临停滞和困惑。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希望你们不要气馁。
面对高考改革等种种变数，唯有厚积薄发、奋
勇前行，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高三的同学们，我们即将面对的一年，绝
不会轻松。 我们要面对的是高考，是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全世界难度最大、
人数最多、竞争最激烈的选拔性考试。 仅仅浙
江，就有三十多万考生与我们同台竞技。 刚刚
毕业的上一届高三，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有六
十位同学考入了中国的顶级高校：清北。 这也
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但是压力更是动力，我
们相信，有杭二中最好的教师团队，有杭二中
这群充满活力、干劲的最棒的同学们，我们一
定能创造新的奇迹和辉煌。

同时，学校里也有一部分同学，在高一高

二，付出了远远多于其他同学的努力，在各科
竞赛中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已经获得了国内
优秀大学的降分优惠资格， 而我也幸运地是
他们中之一。 无论是奋战在竞赛的一线、继续
争取荣誉，还是已经结束竞赛、与同学们一起
奋战高考，我们都知道，有收获不代表可以为
所欲为，有一门专精抵不上博采众长。 我相信
我可以代表这个团体承诺：在高三，我们不会
游手好闲、坐享其成，我们也会加入到努力奋
斗的潮流中，无论是在竞赛，还是在高考，我
们会更努力奋斗，为了自己与集体、尽自己的
力量、担自己的责任。

让我们把眼光越过高考吧。 作为浙江最
优秀的高中生， 作为浙江最优秀的高中的学
生， 我们要肩负起一个历经一百二十年风雨
的历史名校、一个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开放
学校的责任与使命。 放眼当今社会，以生物科
学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方兴未
艾，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如火如荼，这一切，给
当代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会。 只有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做
起，锻炼体魄、锤炼意志、积累知识、锐意创
新，才能不辜负时代和国家对青年的期望。 同
学们，让我们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
训，让我们牢记前辈“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
习”的呐喊，心怀天下，情系苍生，努力为公，
砥砺前行。

最后，在新学年伊始，祝愿所有同学过得
快乐而充实，不断进步，祝愿所有的高三战友
们在 2019 年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 谢谢
大家！
■ 高三 12班 吴越（在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走更远的路 翻更高的山 看更大的世界
当寂静的校园重又热闹起来，当骄阳炙烤的大

地上轻轻溜过一丝秋的凉意，满怀着无数憧憬、新
奇、彷徨与紧张，期待着意想不到的激情与快乐，
我们高一新生初来乍到， 终于正式地展开我们在
这所百年二中的高中生涯。犹记得迈进二中，看到
校门背后刻着的三个词：立志、努力、为公,只觉得
大气、有力，后来知道，这是竺老校长所写的校训，
更觉振奋，二中是国之名校，我辈青年皆为祖国栋
梁，在这里成长，就要有宏大的志向，要努力拼搏，
敢投身世界！

我想，二中人立志，一定是建立在个人完善
的心智、坚定的意志之修行上的。 感谢学校安排
的开学第一课———军训，相信那些日子还依旧徘
徊在各位心间，那些天，时而大雨磅礴，时而烈日

炎炎，唯有意志在为自己遮阳避雨；那些天，我们
迈着整齐的步伐，或许说不上是矫健，但我们昂
首挺胸，踏出了铿锵有力的节奏，一遍又一遍；那
些天，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滴在训练场上，近乎使
汗水沸腾的地上，却不沾有一滴泪水。军训，在某
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意义，在烈日的
炙烤下，我们发生了由内而外的蜕变，它成为了
我们心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成为一种延伸到
之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的力量，它帮助我们得到
了焕然一新的精神与毅力。

这一课，让我们全身都充满了力量，顽强面
对一切困难与挫折，吃苦耐劳的军人意识，三年
高中生活，甚至一生都受用。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

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军歌嘹亮！战火纷飞
的峥嵘岁月，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是军人价值的
最好体现，在和平年代里，对祖国无限忠诚，保护
人民群众，献身边防更是军人最好的写照。

这一课———信仰的力量，让我对军人这个职
业更肃然起敬，也让我对祖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有个非常感动的时刻，军训会操前一天，各班
在操场候场演练，突然国歌响起，无数同学立即
站起来、肃立，这种自发和默契，来自心中的一股
劲，一股对强大祖国与军队的认可，一份略稚嫩
但坚定的年轻人的责任。

此情此景，让我感受到，二中人的立志，更是
与祖国、人民的命运分不开的：不可两耳不闻窗
外事，我们要关注国际形势、国内局势，关键时刻

更要挺身而出。
如今我们投身军训，强健体魄、提升国防意

识，今后我们要推动祖国的强军、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创造国家和自己的未来。

志在远方，但路在脚下。 从高中第一堂课开
始，积极适应各科老师教学，勤奋踏实学习；从不
断挑战自己、深入学科探索、确立更高目标走起；
从关注身体健康，锻炼良好人际、踊跃参加校园
社会实践做起；从丰富内心，悦纳自己，包容他
人，修炼成熟和理性开始。

然后，我们以开阔眼界、坚定自信的脚步，去
走更远的路，翻更高的山，看更大的世界，世界看
二中，二中，看我们的！

■ 414班 汪何希（在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少年何妨梦摘星 敢挽桑弓射玉衡 心怀天下 情系苍生
努力为公 砥砺前行

第 64 届田径运动会暨第 18 届体育文化节（滨江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