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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精彩瞬间回顾

副校长的期勉

亲亲康桥

七月，美好的暑假开始了，我对美好的暑假生活也有了自己
的安排。接下来请大家一起看一看，我的暑假都做了些什么吧！

7月初的一天，我们来到了西安玛雅海滩那是我和我的好朋
友梦寐以求的地方，我希望在这次体验中我可以锻炼我的勇气，
我们要从高高的彩虹滑道穿过，滑下，在惯性中冲入水中。虽然
这很刺激，也很有挑战性，但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决定带着这份害
怕，用心去享受这个过程。当然，在玛雅海滩，我们还玩了其他
的项目，冲浪，跳伞，滑梯这些项目也很刺激，也很有趣，我们
一个接一个地尝试挑战。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害怕变成一
种力量，这样才可以让我们进步。通过这次玛雅海滩之行，我学
会了和好朋友一起配合，也拥有了面对一件事情该有的勇气。

7月8日，我们全家和我的朋友驱车到达了河南洛阳，因为在
那里我们要开始一场河南的探险之旅。7月9日，我们来到了全国
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之一的龙门石窟，来欣赏这一座雄伟的艺术
品，我不禁感慨，人们的伟大和人们的智慧勤劳。想到在以前，
工匠们修筑的时候，没有任何工具，只能靠刻刀铲子，一刀一刀
的慢慢切割雕刻。我被他们的伟大智慧和勇气折服。当然，来到
龙门石窟，我不仅要学习龙门石窟的文化和起源，我也要为我下

一个学期的康桥Time木雕做好准备。虽然木雕比石雕看起来简
单，但是我觉得做木雕也需要一定的专注力，希望通过本次康桥
Time我也可以提高我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其实，在雄伟壮观的
石窟背后，有着许多工匠们辛勤的劳动和智慧的汗水才能制作出
这么雄伟的艺术品，所以我总结在龙门石窟的旅行中，我学习到
了坚毅，勤劳，吃苦的精神。

7月11日，我们终于来到了河南探险之旅最重要的一站老君
山，我们要登上老君山的山顶，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很辛苦，也
很累，但是我们决定坚持，因为成功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只要你努力，你就会收获。终于，我们完成了云景索道，妈妈提
议剩下的路程徒步登山，我们同意了，因为我们知道，登山最大
的乐趣不在于去坐索道，在索道途中快速欣赏风景，而在于徒步
途中一步一步的坚持跋涉，即使这段路很辛苦，但我们也决定走
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觉得一切都是有意义的。经过漫长
的六个小时攀登，一处处美景落在了我们身后，我们越来越高，
终于，登到了老君山的山顶。老君山的风景特别美，这让我瞬间
感到刚才长达六个小时的攀登都值了，所以我也总结到登山最大
的目的不是为了快速的到达山顶去欣赏风景，而是在努力攀登的
过程中细细品味沿途许多风景，而且一路上学习到许多传统文化，
正如我们学校教学楼上刻着的两句话一样，厚植东方文化，深蕴
西方思维。在登山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许多民间故事的记载，
还有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些传统文化在我们将来的人生道
路上也可以帮助到我们，所以通过本次攀登老君山，我总结出：
行万里路中坚持很重要。

旅途结束了，回到家中的我们虽然很累，但是美妙的河南探
险还是让我们难以忘怀。这绝对是我度过的最有意义而难忘的一
个暑假。这次暑假生活中，我慢慢有了自己未来的学习规划，通
过所见所闻我不但学习到了许多传统知识，而且也从中学习到了
许多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

502马世烜

清涼的海水，温柔的海风，
这个夏天我在三亚快乐地玩
耍。游泳蓝帽的我尽情的在

海中畅游。

这个假期妈妈带我去看了全
运会，看到运动员们的精彩
表现，热爱运动的我也跃跃

欲试。

假期我和好朋友一起去做陶
艺，看似简单的捏泥巴，竟
然非常难控制，在我们多次
尝试后做出了精美的作品。

这个假期我去参加了两场英
文演讲比赛，第一场比赛我
稍有紧张，但整体表现还是
不错。第二场比赛非常丰富
多彩，我和朋友一家去了九
龙山比赛，一边比赛一边玩
儿，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
二场比赛表现的非常棒。

假期我们一家人去了青海旅
游。首先我们去了人山人海
的茶卡盐湖，湖面波光粼粼，
如同镜子一样映衬着蓝蓝的
天空。接着去了美丽动人的
青海湖，在这里我骑了牦牛。
最后我们去了期待已久的水
上雅丹。这个假期真有意义。

攀岩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运
动，假期我也一直努力练习
攀岩，这项运动可以锻炼我
的身体还可以磨练我的意志。
在康桥我们有攀岩兴趣培养
班，还有探索课，假期刻苦
练习的我可以在课堂上大显

身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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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ER
• 10.29万圣节活动
• 11.10 G1拼音闯关活动
• 11.26-12.5 校庆系列活动

小学部副校长—张素莲

008 期008 期

康桥是一所美丽的学校，不仅体现在充满现代化的校园环境

与硬件设备，还体现在校园中温暖的人文关怀。

从老师和小朋友每天早上的互相问候，接续早点心地享用，

到朗朗的读书声，美好的一天便开启了。

不管是文化课学习；还是美术音乐艺文教育；科学与信息科

技实验；体育课在操场的尽情跑跳、游泳池里的美妙泳姿、探索

场的勇敢挑战；甚至在田园挥洒汗水的辛勤劳动，每一堂课都经

由老师们充分备课，精细设计。希望让孩子们在文化课中长智慧；

在艺文学习中美生活；在体育劳动中锻炼身体，在生活教育中实

践品德。藉由多元的教育，希望孩子们都能在这里长成属于自己

的美好模样，适性扬才，培养带得走的能力。

国家颁布的素质教育模式与康桥学校向来坚持的教

育理念非常相近，包括现阶段的“双减” 及“五项管

理”政策，也是康桥多项教育举措的一环！康桥重视学

生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均衡成长；我们期待康桥所有的孩

子们，将来成为世界级人才，爱祖国爱家乡，为人类美

好的未来贡献所学，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Our teacher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re hard at work promoting Festivals and an
English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to enjoy. Our first upcoming event for the
semester will be Halloween. This is an eerie festival enjoyed by our students
and they are very eager to dress up as a spooky ghost or a scary monster. When the
students come to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n that day, 29th of October, they will
enjoy some fun games, activities and can participate in our costume competition.
This year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Festivals and English Environment Committee,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hosting an optional spooky writing competition.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will be allowing the children to showcase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to their peers while competing for some great first prizes. Any student
from Grade 1 to Grade 6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The competition will
kick off on the 11th of October and final drafts need to be submitted before the 25th

of October. We feel that through writing, the students can learn to express
themselves creatively and can improve upon practice key vocabulary and grammar
learned in class. We hope everyone who decid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alloween
activities has a great time!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oday can be a lack of suitable environments to
practice and develop individuals English skills. A lack of English in everyday
life can seriously limit language development. Language learning is a delicate
skill. Sometimes we can learn quite quickly, where as other times progress can
seem quite slow or even non-existent.

Language shapes the way we think, and determines what we can think about.                                                                                                    
– Benjamin Lee Whorf

Do you like to learn  
English? Why? 

“     I like learning English. 

English can  let  us communicate more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understand everyone’s ideas and get 

along with everyone more happil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erforming Art
Centre (PAC) has created an after
school Debate Club as well as a
Reading Club for students to enjoy.
The club was created for students
that would like to improve their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classes will be hosted by both
Foreign and Chinese teachers. A
brief insight into
the reading class with some feedback
from our foreign teacher Ms. Cherrie.

English Resources to look out for
All individuals have their own interests in life. A simple and effective idea can be
connecting individual’s interests to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at home.
Resources related to student’s interests would be recommended. When students
learn something new and it is related to something they are interested in or can
relate to, the outcome will be much greater.
Some resources can be quite expensive to access, so connecting them to an existing
interest is a great way to ensure they get used effectively. At Kang Chiao Xi’an we
also offer some great resources like ‘MyOn’ online reading system and our school
library that is equipped with thousands of books waiting to be borrowed by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se resources students can also use the following three websites to
help improve their English abilities at home.
TBL: http://www.tumblebooklibrary.com/auto_login.aspx?U=kceast&P=reads
TBC: http://www.tumblebookcloud.com/autologin.aspx?U=kceast&P=login
ABC: http://www.audiobookcloud.com/autologin.aspx?U=kceast&P=login

MyOn is an online library containing 1000s of great age appropriate books for our 
students.  Our English teachers will regularly assign reading assignments via the 
MyOn system but we also hope our students invest some of their own time and read 
via the app.  Reading paper books is also a great way, but we’re aware that many of 
our students and parents don’t have access to English books at home.  Students 
should aim to read 20 minutes / day of books at a suitable level!  

Kang Chiao Xi’an Primary 

English Education
The start of the Kang Chiao Xi’an journey
As the journey ends for some students at Kang Chiao Xi’an a brand new adventure 
will start for others. It was with a heavy heart that we said farewell to our Grade 6’s 
last semester as they graduated to the Middle School where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journey with Kang Chiao Xi’an and continue to grow and develop as the future of this 
world. With the start of the new school year we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our Grade 1 
students start their brand new journey at Kang Chiao Xi’an Primary School. 

Our mission at Kang Chiao Xi’an
Kang Chiao Xi’an endeavors to promote English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by providing our students with a positive English environment
which can help prepare them for future life and study. It is astonishing how
much enjoyment one can get out of a language that one understands
imperfectly. — 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

What’s new at Kang Chiao this year 

“After a long day of classes
for both myself and the
student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h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is a
quiet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read
independently. And so far I
can confidently say it’s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he students are
starting to have a sense of
belonging.”

Afterschool club committee

Upcoming events in the 

first semester

What are you excited for when it
comes to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hat I look forward to most is that

students can enjoy English, make good

use of English to learn culture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make more

friends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Kang

Chiao’s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

A word from our Vice Principal Sulian:

Make sure that your child 
reviews every day.

Students should take a few minutes
to review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every day to make sure
they can remember the new
content. As little as ten minutes is
enough to improve long term
attainment.

Encourage your child to be 
responsible and work 
independently.

When student get an assignment to
complete at home, let them complete
it by themselves first and if they really
cannot complete it, only then offer
them some assistance. You might just
be surprised how resourceful and
intelligent your child is.

Show interest in the English classes:

This can be done simply by having
your child ‘teach’ you what they
learned in school that day. Ask them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new words
or a question that they learned in class!

Demonstrate a positive attitude 
about education to your children.

If you as a parent show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let your child
know what their possibilities are
when learning English, it will help
them feel more motivated to learn
and review more.

Ways to help your child improve their 
English at home

http://www.tumblebooklibrary.com/auto_login.aspx?U=kceast&P=reads
http://www.tumblebookcloud.com/autologin.aspx?U=kceast&P=login
http://www.audiobookcloud.com/autologin.aspx?U=kceast&P=login


如此，训练时间可以保障，加上引
导孩子们专心用心和执行力，训练的效
果就能循序渐进。

西安曲江校区也在这学期，开展棒
垒球社团。我们希望打造康桥各个校区
间的棒垒球交流。希望实现每学期各校
区间，棒垒球社团的合练/交流赛/夏令
营……等一系列活动。更希望是各校区
每年轮流主办，可以让孩子们每次都去
不同校区交流和研学。甚至是各校区间
家长棒垒球队的交流赛等，更可以增进
亲子关系和家校交流。期待您和孩子一
起加入康桥棒垒球社团！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乃至社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在教育越来越
受到关注的当下，不少家长对于家庭教育却愈发感到焦虑，甚至使家庭教
育出现异化现象。从本质上来说，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有着天然的密切联
系，当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成社会共识，而回归生活教育的家庭
教育才可能走出焦虑，也更健康。

“有温暖的家”是小学生心目中排在首位的期待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基础是家庭生活，家庭教育的中心是亲子互动。在

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通过互动增强家庭关系、完善家庭功能。家庭教育
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家庭生活的问题。但是，目前许多家庭正忽视家庭关系
和幸福生活的发展，家庭教育出现知识化和学校化的误区。2017年中国儿
童中心编写的《中国儿童参与状况报告》显示：“从家庭中亲子沟通的内
容来看，48.4%的中小学生每天都会跟父母谈论学习，34.5%的中小学生每
天都由父母辅导学习。”可见，父母和孩子沟通最多的是学习以及与学习
成绩相关的事宜。当孩子本该自然而丰富的家庭生活逐渐被作业、考试、
辅导班、兴趣班所侵占，家庭教育也成为单一的知识教育。纵然，学习是
儿童发展的天职，也是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并非唯一重要的内容，
过分偏重学习和培养技能会严重弱化家庭的教育功能对于孩子成长的作用。
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对全国18万中小学生的大型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最
需要的是“有温暖的家”。“有温暖的家”排在学生心目中人生最重要事
情的首位。无论是四年级还是八年级学生，在他们的观念里，人生中最重
要的事情均为“有温暖的家”，其选择比例分别为39.3%和49.4%，远高于
对其他价值追求的选项。八年级选择“有温暖的家”的人数比例比四年级
高10.1个百分点，表面上看，青春期的孩子对家长的依赖明显减少、渴望
独立，与家长的沟通和相处时间减少，但实际上家庭在他们心中地位反而
变得更加重要。家庭关系的好坏决定着家庭教育的成败，也关系着家庭的
和谐与幸福。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孩子来讲尤为重要。家庭关系中，最
核心的就是夫妻关系，父母关系越好，孩子越有安全感；反之父母关系越
差，孩子越有危机感。夫妻关系对孩子的影响也最为深刻，父母时刻在以
自己的行为告诉孩子如何对待父母、对待他人。在亲子关系方面，家长们
要尊重儿童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等。通
过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才能促使家庭生活教育形成最具稳定性的内在教
育影响力和向心力。

好的家庭教育应有丰富的生活内容
其实，家庭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不仅包括日常生活，还有非日常生活；

不仅有外在的生活，还有内在的精神生活。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美
好的生活要靠劳动来创造，一个在家里从来没有劳动岗位或任务的孩子，难
以有责任感，生存能力也难以得到进一步发展。研究显示，童年养成劳动习
惯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具有责任心，也更容易适应家庭生活和职场的工
作；反之，他们更有可能成为生活和职场的失败者。劳动教育既可以培养孩
子的自理自立的能力，也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因此，劳动教育
是家庭生活教育的必修课。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仅仅要培养孩子认识劳动
的价值并且有劳动的体验，更要注重劳动习惯的养成，因为习惯才是稳定的、
自动化的行为。父母要充分发挥家庭生活教育的优势，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劳
动实践，以身作则激发孩子对劳动的热情，鼓励孩子自觉参与、掌握家庭生
活中的几项劳动技能，并进行具体的训练，长期坚持以养成习惯。在家庭生
活教育中，应该创建良好的家庭文化生活。和谐的家庭关系、积极健康的家
庭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家庭规则等都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家庭文化氛围，潜
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同时孩子也会在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不断汲取营养，
滋润心灵和精神。例如，可以构建学习型家庭，进行阅读、音乐绘画欣赏；
建立家庭档案，逐步积累家庭文化成果；注重挖掘、利用传统家训家规中的
优秀资源，制定符合时代需求的家规，形成良好的家风文化；进行亲子游戏
互动，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让孩子在充满爱的家庭生活中成长。高质量的
文化生活，努力向上充满活力的家庭文化，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
还能够塑造孩子对美的感知和体会。此外，家庭生活教育也应包含有意义的
家庭闲暇生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1条明确指出：“儿童有权享有
休息和闲暇，从事和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和
艺术活动的权利。”儿童享有闲暇生活的权利要求我们要尊重和保障儿童的
闲暇生活，家庭生活教育也应该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旅行可以开拓孩
子的眼界，艺术可以熏陶心性，家庭游戏和运动能够增进亲子关系，阅读可
以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同伴交往可以满足情感上的需求等。许多家长对于
家庭闲暇生活的价值认识并不到位，导致儿童的闲暇生活大量被课外班兴趣
班所挤占。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设备成了儿童闲暇生活的主要
选择，这在很大程度削减了孩子在闲暇时间与父母、朋友之间的交往。安排
好家庭闲暇生活，提高闲暇生活质量，才能让孩子有充足自由的时间进行创
造、探索，这也是家庭生活教育不可忽视的内容。

总之，改善家庭教育要从注重生活教育开始，让家庭教育回归美好生活，
给家庭生活以教育，在家庭生活中进行教育。家庭教育要为儿童的幸福生活
打下坚实的基础，让儿童在家庭生活中拥有走向独立与幸福的能力，从内心
生发出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一种让家庭生活与个人发展更富有魅力的生命
力量。

康桥棒垒球社团自2018年从华
东校区开展至今。棒垒球项目的团
队精神及礼仪的特色，也带给了孩
子们很好的生活态度。在每个月教
练团的内训会议中，除了课程及训
练经验的交流外，最重要的是关于
引导孩子们处世态度的方法。

在康桥的教学理念中，训练效
果和比赛成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借由孩子们对棒垒球的喜爱，
在训练中机会教育，引导孩子们的
处世态度和执行力。我们深信有好
的态度，就能有好的纪律和自律，
那么训练的安全和课业的稳定，就
能有保障。有了安全的训练和稳定
的课业成绩，家长和班主任更会安
心支持孩子们训练。

康桥学校棒垒球社团介绍

家庭教育
回归生活教育才更健康

奋力拼搏，成为更好的自己
小学部体育发展组

艺文推广中心

小学是人生的起始阶段，也是梦想开始的地方，处于小学年龄段的
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快速期，身体形态运动机能、身体素质和一般性
活动能力都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校队的任务就是通过锻炼培养同学们的
运动精神，促进身心健康及增进运动技能。遴选出优秀运动选手，秉持
专项专精的培训原则，不断的传承与创新，进而为校争光，缔造优异佳
绩！ 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一点也挡不住孩子们对训练的热情，看我们的
足球队员们脚下虎虎生风，将默契展现；我们的篮球队员们三分线
外,手起足落，田径场上小小的身躯汗水挥洒跑道，坚持不懈

斗志激昂！攀岩墙上，孩子们向极限挑战，向成功进发。
看我们的游泳健儿泳往直前，人生无限！

小学部辅导组



长安大道连获斜，青牛白马七香
车。2021年9月15日至9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在陕西省举行，9月15日晚，开幕式在位于
千年古都西安的奥体中心举行。全国运动会是中
国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远动会。全
运会的比賽项目除武术外基本与奥运会相同，其
原意是为国家的奥运战略锻炼新人、选拔人才。
每一位陕西人都为这一天努力着，我亲眼目睹着
这座古城为迎接运动健儿和四面八方的游客有了
崭新的一面，作为陕西人的我倍感自豪。

火炬配套设施正式亮相，其中包含火种灯、
采火棒及圣火盆。火种灯取名〝國梦”，造型灵
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灯笼，象征吉祥美好、团聚合
美之意。值得一提的是，火种灯顶部提手处采用
的是陕西非遗技艺——关中草编，将传统文化与
现代工艺进行巧妙结合。采火棒取名〝繁荣”，
造型灵感源于红百合花的绽放姿态，棒身下方握
柄处运用天青色，与上部分的红色形成鲜明对比，
轻盈明快，充满活力。圣火盆的造型与旗帜火炬
相呼应，取名〝曙光〞，传达〝胜利之意〞，呼
应圣火盆开启盛典的功能。

朱鹤、大熊猫、羚牛、金丝猴被誉为“秦岭四宝”，本次全运会的吉祥物方案就是以这四个国宝级动物为创意原型进行设计。身着“富裕黄”、
“圣地红”、“梦想蓝”、“生态绿”运动装的吉祥物组合，分别寓意奔向新时代、喜迎八方客、同享新生活、共筑中国梦。在全运会赛场上，从东
京奥运会归来的体育健儿们，依旧保持着极高的竞技水平。而随着国乒、苏炳添等人相继抵达全运村，将会有更多的奥运选手大显身手。与奥运赛场
相比，全运会某些项目竞争的激烈程度并不落于下风。诸多年轻小将渴望在全运会上让全国人民记住自己的名字。在男子10米气手枪资格赛中，96年
小将张博文战胜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庞伟晋级决赛并最终摘得银牌；跳水赛场，在男子团体10米跳台比赛中，山东队00后小将练俊杰力压名將陈若琳
夺得第二名的优秀名次。这不禁让我想到，在康桥的游泳课上每位认真学习的同学和不辞辛苦认真教学的老师，我想我们的身影以后也会出现在全运
会甚至奥运会上，从小接受菁英教育的我们一定能为校争光，报效祖国。

众所周知，中国科技非常发达，本次全运会，科学技术的加入將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賽体验。移动5G+智裁观賽”模式率先在网球赛场亮相。观
众在观赛时可自主选择比赛进程和观看运动员特写等多个观赛场景。据悉，目前陕西的63个全运会场馆已经实现了5G网络全覆盖，这世是5G技术首次
成规模应用于国家体育赛事活动。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运会的大门尽可能向更多热爱体育的人们敞开。只要拿起手机，每个人也都能欣赏到
水自祖国各省队伍的表演。展演视频中，无论来自祖国的哪一个角落，虽然没能亲赴赛场，但每一个人都以的精神面貌来迎接这场体育盛会。广播体
操的激情四射、健身气功的张弛有度、广场舞的神采奕奕、太极拳的淡然自若，这是一场不分伯仲的竞技，更是一场抒发热爱的舞台。

康桥宝宝看全运
Kang chiao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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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十四运

今天是令人兴奋万分的一天，因为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
去看全运会。我们要看的田径比赛是在晚上，这一整天，我
不断地看手表，期待着出发的那一刻。终于，时间来到5点
30分，我们带上门票和水杯，当然还有无比兴奋的心情，出
发前往奥体中心。全运会，我们来了！当我们进入体育场，
我都惊呆了，原来体育场那么大，那里坐满了观众。过了一
会，比赛就开始了，田径比赛太有意思了，可以同时进行多
个项目，比如：铅球，链球，跳高，短跑，长跑，跳远等等，
我都快看不过来了。这个时候，大屏幕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我
熟悉的身影，那不是奥运铅球冠军巩立姣吗？我顿时举起我
的望远镜开始搜索铅球场地，并且毫不费力地看到了巩立姣，
因为她可太突出了，当别的运动员都在休息的时候，只有她
在场边不断练习，当然没有任何意外，她获得了冠军，我觉
得，这跟她的努力分不开。突然，我听到整个体育场爆发出
一阵欢呼声，大屏幕中出现了一个帅气的运动员，天啊，苏
炳添！这真是个惊喜，在全场观众的加油声中，苏炳添以惊
人的速度获得了第一名。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在全运会上
见到了奥运冠军。

一起去看全运会

2021年9月15日，是一个让西安欢
呼的日子，是一个令全国人民瞩目的日
子！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在我的家乡－
西安这座文明古城举行！这座历史悠久
的古城，同时又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将
现代与文明完美结合，迎接这场运动盛
宴的到来。故里迢迢望长安，词话处处
良辰时。奏一曲大唐之乐，吟一首遗留
青史的诗篇，纵横九万里，上下几千年，
览盛世繁华，唯在西安。作为这座城市
的小主人，我也很荣幸参加了十四运小
记者选拔赛，虽然最终没能站在体育馆
里采访运动员们，但是我也认真的学习
了十四运的精神，以文明作为风向标，
为城市的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以最美的
姿态迎接十四运的到来。同学们，让我
们携起手来，弘扬拼搏精神，树立文明
风尚，做理想远大、品学兼优、体质强
健、自立自强的文明小学生。让我们行
动起来，为构建文明和谐的校园做出自
己应有的努力。

我与14运的故事
2021年9月15日8点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

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上台的
那一刻，顿时场面沸腾起来，大家欢呼着，跳
跃着，迎接主席。随后，8人组成的国旗方阵
迈着他们整齐的步伐，缓缓地向我们走来。紧
接着主席用响亮的声音说道：“我宣布，全国
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话音刚落，
国歌奏响，国旗冉冉升起，这都是先辈用血换
来的江山，这就是强大的中国、治理有序的中
国。接下来是代表团入场，他们带着奥运奖牌
参加全运会，走进来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而
是中国体育在国际的实力。他们迈着矫健的步
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赛场。我最喜欢的
体育运动是跑步，我最喜欢看的节目是女子和
男子长跑。首先，播出的是女子长跑。女运动
员们看着旁边的对手，各自都十分紧张，而观
众们欢呼雀跃，为她们加油、鼓励。当裁判员
喊：“预备，跑！”的时候，女运员们使上了
全身的力气，飞快地向前跑去，一会儿工夫，
名次就出来了。女运动员们高兴地一蹦三尺高。
在十四运的人员里，不管是建造者，还是运动
员，他们都为此付出了贡献，而作为学生的我
们，也应该好好学习，将来能够为国所用！

305 袁墨林

404孙翎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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