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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毕业生

枣院版神仙班级来袭！

研究生录取率83.6%，双一流高校占比47.1%！

我们从抛军训帽开始

却未能在抛学士帽中道别

但我们

散落时是最闪亮的星星

聚在一起时是最明艳的灯火

我们

永远是最值得骄傲的我们

不论岁月有多长

亦不管时光有多么遥远

因为

在最美好的青春里

我们镌刻了这样的

傲人成绩

在2020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

中， 枣庄学院生命科学学院2016级

生物科学本科1班成为枣院版神仙班

级， 全班共61人， 60人报考研究生，

最终录取51人， 诞生3个考研宿舍，

本班研究生考取率83.6%， 其中中

科院、 暨南大学、 中石油等双一

流高校占比47.1%。 另外， 1人签

定教师编制， 1人考取选调生， 1

人自主创业。

下面， 我们一起来揭秘神仙

班级的故事———

2016年9月， 61名生科学子，

从四面八方， 踏着秋风， 带着梦

想来到了枣院。 春秋寒露， 我们

一起在时光的嘀嗒声中牵手奔跑。

我们用四年青春， 书写了这样闪

耀的我们———

我们是团结 、 努力 、 向上的

集体 ：

入学伊始， 全班团员就全

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班级现有4

名正式中共党员， 1名预备党员，

班内有9名入党积极分子， 班内同

学积极参与班级、 学院文化建设，

学院主要学生干部15人。 党员以

身作则， 入党积极分子严于律己，

他们都在带动班级建设中起到了

先锋模范的作用。 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 我们班级获得了山东省

先进班集体、 十佳五四红旗团支

部、 枣庄学院雷锋班级和优良学

风班等荣誉， 这让每一位生科学

子都分外自豪。

我们是这样的学霸班级 ：

每

学期期末考试班级过关率都在94%

以上， 班级英语四级通过率更是

高达87%， 六级通过率36%， 计算

机二级证书考取率80%。 作为师范

专业的班级， 班级教师资格证书

考取率达80%。

我们亦是能上战场的实操战

士：

班内同学所获国家级、 省级、

校级的一、 二、 三等奖项数不胜

数： 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

国“华文杯” 生物学教学技能大

赛、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山东省创新创业大赛、 山

东省大学生英语竞赛、 第六届山

东省大学生医药生物技术技能大

赛、 第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生物实

验技能大赛、 第二届“鲁南制药

杯” 山东省大学生生物科技创新

创业大赛、 第二届山东省大学生

生命科学竞赛、 山东省食品加工

与安全创新设计大赛等国家级和

省级比赛中均取得优异成绩。

我们还有着服务社会 、 奉献

自我的热情与行动：

班级曾有8名

同学在读期间远赴新疆喀什参加

枣庄学院援疆国语支教工作。 而

另外54名生科学子， 以他们为榜

样， 捐献爱心、 志愿服务、 支农

扶贫、 社会调查……每一位生科

学子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燃烧着自

己的青春。

四年， 我们创下了傲人的成

绩， 在这样高的考研率下， 也定

然诞生了不止一个考研宿舍： 我

们共有3个考研宿舍， 分别为13栋

A631 （8人间）、 13栋A629 （7人

间）、 和18栋402 （5人间）。

13-A631

宿舍寄语

师弟师妹们：

宿舍是温暖的家， 我们一起

奋斗的样子会是可以永远珍藏的

财富。 人生历程就像爬山， 每登

上一个高度都能看到更远更美的

风景。 很多人留恋眼前的风景，

不愿继续努力前行。 只有一少部

分人， 才敢于向上攀登。 只有这

些人才能看到那些更高更远的风

景， 也只有他们能够居高临下地

看待下面的登山者。

我们宿舍集美在这里祝福你

们考研顺利， 前行的路或荆棘遍

布， 或一帆风顺， 彼岸的我们在

相守相望， 漫漫考研路， 你并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

13-A629

宿舍寄语

青春之于人生美好且短暂，

大学时光更是如此。 因此， 切勿

蹉跎了时光， 辜负了韶华。 奔跑

的道路上你会遇到各种诱惑， 各

种干扰项， 但是， 一定要记得，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看看身边

的人， 努力寻找榜样， 寻找前行

的方向， 珍惜在学校的每一秒钟，

因为它们都将是你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如路， 如果你愿意， 定

会从荒漠走向繁华。 师弟师妹们，

希望大家努力学习， 祝愿大家都

有一个锦绣前程!

18-402

宿舍寄语

枣院四年的生活教会了我们

很多， 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现在即

将步入新的征程， 在枣庄学院这个

大集体中， 我们只是由五个默默无

闻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小集体。 但这

个小集体对于我们来说， 却是一个

小家庭。 考研， 面临人生中下一个

转折点的选择， 我们方向一致， 从

此， “研路” 不再漫漫。 因为， 我

们以彼此为伴， 携手并进， 不让任

何一个人掉队，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偏离轨道。

当被录取后我们只是淡淡一笑，

似乎这就是意料之中。 在大学生活

即将结束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无法相

见，但我们依然想念着枣院的点点滴

滴，想念一起走过的路，一起住过的

402。 我们约定，即便在远方，未来的

路我们也是彼此心灵的加油站！

愿枣院发展越来越好， 愿各位

领导老师工作顺利， 愿师弟师妹们

不停努力奔跑，愿奋斗所到处，青春

恰自来！

编后语

:

成为枣院神仙班级，是

意外、是惊喜，是枣院青春里的最高

荣誉。 云端的毕业季，不能与最好的

我们再重逢，不能再一起重温一次校

园生活， 不能与枣院、 与亲爱的领

导、 老师当面言谢……不过， 还好，

我们有一路奔跑而来的故事可以回

忆， 而且， 我们还有无与伦比的傲

人成绩作为答谢枣院、 答谢师长、

答谢彼此的礼物。

简易山峰分割线

未来的路还很长

愿我们一直奔跑在路上

待疫过天晴时

再相逢

再叙错过的春夏与冬秋

（文

/

生命科学学院）

携手枣院四载，成就最美的我们

时光总是那样匆忙， 匆忙到她

从来不会任由我们的意愿来控制进

度条。 枣院的四年青春， 就像这

样， 在“新冠” 疫情防控的无奈中

宣告各种云端的别离。 那是有多遗

憾， 因为我们不能认认真真的坐在

一起吃个散伙饭， 那是有多遗憾我

只能在云端拥抱你， 那是有多遗

憾， 我们那么多的毕业愿望清单就

此变成了青春的遗憾清单……

不过， 还好， 我们有一起走过

的枣院四季， 有一起经历的“辉

煌”， 有那些不论到哪里都值得骄

傲的彼此。 我愿意将我们的故事讲

给你听， 如果可以， 也愿你们可以

是这样的我们———

我们是大平台招生的六名女

生， 因共同的专业爱好分到了同一

个班级， 来到同一个宿舍， 在同一

屋檐下朝夕相处， 相互激励， 共同

努力， 也共同成长。 在校期间， 我

们宿舍姐妹累计获得了20余项校级

以上奖励， 在2020年6月份研究生

复试阶段脱颖而出顺利同时考取了

硕士研究生， 其中李平， 考取大连

工业大学。 王莎莎考取了南京农业

大学， 武潇楠被新疆农业大学录

取， 郭程琳考取渤海大学， 孔娟被

曲阜师范大学录取， 吴海顺考取吉

首大学。 下面便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有六名主角， 我

们来自13号楼A-416宿舍。 我们

在生科院结缘， 在食药学院毕业；

相逢如歌， 岁月无声走过， 我们

一起挥洒汗水， 度过最美好的年

华； 我们一起走过四季， 看见最

美的朝霞。

梦想启航

性格各异的我们，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坚持， 有自己的梦想， 幸运

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

考研。 考研是学院老师常讲常要求

的事， 用王洪凯院长的话说： 考研

既是学院抓教风促学风验证教学质

量的抓手， 也是同学们自我提升的

必由之路。

之前对于考研我们是有过谈论

的，但没有深入地计划，没有真正地

行动起来。 好像是2019年师哥师姐

考完研的那天晚上， 我们像往常一

样躺在床上，忘记是谁起的头，第一

次， 我们开始了对考研话题的深入

探讨。 每个人都说着自己想去的地

方，聊着自己心仪的学校，那时候我

们笑着说，我们要成为考研宿舍，我

们不知道那样的“豪言壮语”是否能

实现，但那一刻，那样的Flag在每个

人的心里却都笃定无比。

紧张却充实

对于别人来说考研的过程是一

个人的修炼， 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

群人的破釜沉舟， 是六个人的奋力

一搏。 每天早上， 我们会一起起

床， 各自收拾， 然后去考研教室，

开始对梦想追逐的一天。 晚上， 大

家欢笑着聚在一起聊一聊白天发生

的趣事， 说一说学习上遇到的问

题。； 六个人心贴心的畅谈， 总会

有那么一个人的新进展让偶尔自我

感动的我们清醒； 而偶尔遇到想放

弃的时候， 也总会有姐妹们的互相

鼓励。

就这样日复一日， 我们度过了

那个艰难的考研时光， 我们不断的

从坠落中重生， 却又不断的坚持，

我们一起翻过了那座考研的大山，

让大家听到了我们的故事。

最好的友谊是携手共进，砥砺前行

考完研的那天， 很多师弟师妹

都过来询问关于考研的事宜， 看着

他们期待的眼神， 仿佛看到了曾经

的我们， 那种热烈的情感， 或许才

是青春正该有的模样。

我和他们说， 其实考研是需要

“压迫感” 的。 考研的时候， 我们

自习室的位置是固定的， 无论是

2203还是2205， 我们宿舍彼此之间

都相差不远， 这种“压迫感” 来自

于室友的监督， 要是看到谁离开座

位两三个小时还没回来， 就会给她

打电话‘催’她赶紧回来好好学习。

有时候出去背书， 忘记告诉舍友一

声，就会有很多认识的人来告诉你，

她们在找你。 这种“压迫感”或许是

我们考研成功必不可少的助力。 毕

竟就这样被人“盯着”，想不好好学

都难。

在考研冲刺阶段，我们十分庆幸

有室友结伴，虽然每天起早贪黑的十

分辛苦，但几个人在气馁时会互相鼓

励，疲惫时会互相鼓劲儿，每个人在

追梦的路上也越来越有信心。在我们

看来， 浓厚的学习氛围太重要了，而

我们正是因为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中，

才取得了理想的成绩。虽然我们不是

学霸， 但我们在潜移默化的共同学

习，共同进步，共同努力。

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大学校园是美好的，既有紧张的

学习，也有轻松的生活。 我们第一次

聚会是潇楠挣到第一桶金，也是大家

刚刚开始熟悉；后来聚会慢慢的多了

起来，一起为娟儿的支教践行，一起

给每一个人过生日等等；考研最艰难

的那段时间，我们一起抽出中午的时

间出去吃顿饭，互相打气加油。我们

会在宿舍一起唱歌， 虽然大家都五

音不全，怎奈情谊深厚；体育的期末

考试期间，在宿舍一起尬舞，互留黑

料。 A-416，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是一

个再普通不过的门牌号， 但是却见

证了我们六个人的研路， 见证了我

们的努力， 留下了属于我们的独家

记忆。

回望四年，时光匆匆，疫情突袭，

说好的毕业写真也无法兑现，我们就

这样告别了， 好在我们已经足够幸

运，因为在最美好的青春里，我们一

起唱过歌、跳过舞、爬过山、踏过海，

拥有好多好多咏歌而归的夜晚。很多

年以后，假如我们面对镜头，今天的

“大故事” 或许仅仅是一瞬流闪而过

的小片段， 毕竟彼时镜头前的， 才

是一个更加舒展更加通透更加丰富

的人儿； 而我们的故事也定会是那

个可以增色人生的一部分，但这已足

够了。

在此， 衷心祝福老师们工作顺

利， 身体健康； 衷心祝福枣院、 食

药学院、 学校更美好！

(

文

/

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