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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高大而魁梧袁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遥作为一
名研究生袁 他在本次材料学院运动会中获得男子铅球第
二名遥 由于身份特殊袁访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场袁但在后
来的交谈中袁 我们却发现他其实是个开朗尧 健谈的工科
男遥
采访过程中袁他一直在强调运动于人的重要性袁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遥平时的他在学习之余袁喜欢在篮球场上释
放自己遥他还这样调侃道院"那些学软件尧计算机的到了三
四十岁爬个楼梯都会气喘吁吁袁 咱们工科生都还硬朗着
呢浴 所以应该坚持运动袁充分发挥工科生的优势遥 "
不过在这次运动会中获奖袁他多少还感到有些意外袁

虽然在高中扔过满分的好成

绩袁但由于多年没碰袁比赛前
掂量后袁他感觉球很重袁本来
没抱什么希望袁 却出乎意料
获得第二遥

采访结束时袁 学长特意
嘱咐了我们两点袁 一是好好
学习袁只有水的学生袁没有水
的课程曰 二是千万不要忘了
运动袁忘了生命之本遥

运动要要要 之
要要要专访研究生刘国建 2011年院运会成绩公示

运动员院3000米长跑袁磨炼的是非凡的毅力袁较量的是超
常的体力袁拼搏的是出类拔萃的耐力遥 能够参加并坚持跑完袁
对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遥 但是我坚信勇者无惧袁最后的终点是
我的目的地袁途中唯一能做的只有坚持袁坚持浴 充满期待的眼
神从眼前划过袁热情的加油从耳畔掠过袁这便是沿途最美丽的
风景遥
观众院人生如赛场袁路途似跑道遥 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袁

所有的力量都在呐喊声中凝结袁 所有的希望都在呐喊声中实
现袁所有的激情都在呐喊声中飞扬遥 赛场上袁运动员们一次又
一次地超越自我袁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袁真我的风采袁顽强
拼搏的精神遥 矫健的身姿袁有力的动作袁深深吸引了场边的我们袁也激起我们参与比赛的强烈激情遥
工作人员:我有幸成为院运动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遥刚加入时袁我就被学生会的奉献精神和责任心给感染了袁他们每

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做好每份工作袁尽职尽责地站在每一个岗位上遥 虽然工作并不轻松袁但是我们是幸福和快乐的遥 这
份工作感觉就像加了糖的咖啡袁初尝是苦的尧涩的袁但不久之后袁就会感到沁人心脾的醇香遥 翻开每一张照片袁每一个
画面都是那么美好遥 我们在运动会当中既是奉献者袁也是受益者遥 每一个人袁每一分钟袁都在成长遥 ———曹霄宇

男子 100米 杨涛 薛柯 曾从远 曹天骥 李正

女子 100米 吴嘉琪 王立萍 王文秀 汤倩玉 崔桢俊

男子 200米 刘萍 蒋展 徐佳乐 席阳 唐诗浩

女子 200米 吴嘉琪 高珊珊 郝建霞 曹瑞桦 王楚红

男子 400米 黄延 王文政 兰果 孙浩 邱长文

女子 400米 王烨 邱秋 高珊珊 刘莹 卜小芬

男子 800米 周凯 陆骏 高先余 徐永宪 向杰

女子 800米 谭爽 李玮 夏晓燕 徐丹丹 张春旭

男子 3000米 林国清 高先余 郭震 向杰 赵洪慰

男子三级跳 左文强 张庆 张凯强 赵亚松 旻罗昕

男子跳远 张庆 杨涛 左文强 王小武 旻罗昕

女子跳远 窚钱 钱雨婷 王立萍 张文博 周莉

男子铅球 徐全平 刘国建 黄翔 王锐 魏雨岛

女子铅球 薛桦 杨娴 范怡然 杨璐 李群

男子 4×100米 大三电材 大二 3班 大三建先

女子 4×100米 大一 2班 大二 2班 大一 1班

10×100米 大三建先 大一 2班 大三电材

班级总分 大二 3班 大二 2班 大一 1班

渊以上按第一名至第五名排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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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马投浴 知道不袁不知道吧袁
就知道你们不知道噎噎

大一 1班：在这秋高气爽的十月里袁我们迎来了材料学院第
八届运动会遥这是我们进入大学以来参加的第一次运动会袁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学习生活遥
在各项集体与个人比赛中袁我班运动员拼尽全力袁取得

了多项荣誉袁并荣获全系班级第三名的好成绩遥
友谊第一袁比赛第二袁重在参与袁力争上游袁虽然在男子

4×100接力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袁四位运动员仍然坚持完成
比赛袁体现出坚持不懈的精神风貌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遥 激
情飞扬袁一班最强浴 一班给力有木有浴浴浴浴

大一 3班：我觉得这次运动会开的很有意义袁每
当听到一声声加油和呐喊时袁 心里都会有一种
说不出的暖袁 看到同学们为了班级荣誉拼命向
前冲时袁 我感到了当代大学生的那种独特的魅
力袁面对未来袁我们一定行浴

何老师笑得好有爱噎噎 大四年级联合组袁 一个人举
四块牌子袁很牛很强大噎噎

前面是火坑浴 两边的同志们
快散开浴浴

我顶~~~

范怡然 袁
你亮了浴浴
投铅球变

成孔雀舞

的你是千

古 第 一

人浴

这位老

兄请问

你看见

什么了袁
说出来

让大家

都乐乐遥

啊袁前面
有噎有
什么我

没看清浴
所以先

跑过去

再说嘛!

赛 名 单
在院运动会中袁下列同学脱颖而出袁将代表学院参加校

运动会袁预祝他们马到成功浴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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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徐佳乐要要要张文博

大一 2班院很枯燥很无趣袁又必须野全民冶动员的事遥 报名时
很冷漠袁参加时很拼命袁这就是东大风气么浴
入场式很纠结但貌似比其他院正式点遥 除了运动员就

是裁判员袁第一次开这样的运动会遥

———严宇

大一 4班：此次运动会真正目睹了真个举办运

动会的流程袁知道了举办一次运动会的不易遥在
中学袁所有事情都会由学校尧老师安排妥当袁而
我们学生只需参与袁 但这次大学运动会则完全
由学长学姐们策划安排袁有种种艰难袁不过都被
克服袁使得本次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遥期间也发
生了许多趣事袁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袁增强了班
级的凝聚力遥

———顾腾飞

姓名 性别 项目1 项目2

张凯强 男 跳高
徐全平 男 铁饼 标枪
张庆 男 三级跳远
李萧逸 男 100米
陆骏 男 400米 800米
刘萍 男 200米

周凯 男 800米 1500米
张歆 男 100米 4X100米接力

徐佳乐 男 200米 4X100米接力
杨涛 男 100米 4X100米接力

左文强 男 三级跳远 跳远
王立萍 女 100米 跳远

邱长文 男 4X100米接力
钱柳 女 1500米

吴嘉琪 女 三项全能
杨娴 女 三项全能

高珊珊 女 200米
郝建霞 女 100米 4X100米接力
材料学院代表队 女 10X100米迎面接力
大一二班代表队 男 10X100米迎面接力 10X400米接力
黄延 男 400米
蒋展 男 4X100米接力
谭爽 女 100米 1500米
薛桦 女 铅球
钱雨婷 女 跳远 4X100米接力
高先余 男 3000米
林国清 男 3000米
邱秋 女 400米 4X100米接力
陈沙然 女 4X100米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