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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文字 ，会 扇 动 有 力 的 翅
膀飞向远方，就像现在 ，我 的 文 字 ，
就在你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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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永远在路上
履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当我们拿起笔，写下和别人不
同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创
作了。不拘泥于格式、篇幅、类型，
文字创作是总是灵活的，宛如挥动
着翅膀的蝴蝶， 轻巧地穿过花丛
中。
语言是人类的天赋，人出生十
几个月后， 就会开始学习讲话，但
语言不是万能的，遇到不便直接说
出口的情况，思想便会指挥你把那
些口中的音符转换为笔下的文字，
这是你的一生里，创作的开始。
年幼时懵懂之间写下的几句
日记，稍大一些时对青春的随笔感
悟，到如今有意识地使用技巧用文
字描绘事物， 我们一直在创作。也
许你发现了， 也许你只是还没察
觉，但没有关系，总会有那么一个
时候， 当你正在写些什么的时候，
你会一个激灵， 大脑传来一个声
音，温柔地质问你：“你在干什么?”
人是会思考的动物，对这个问
题进行一下思考，你会得出一个定
论，“
我在创作。”
不知道是谁抬高了创作的身
价，让你觉得遥不可及，甚至一瞬
间自我否定。

“不不不，我只是胡乱写些没
用的东西。”
但我想说，对于创作内容的评
判并不能影响创作的性质， 就好
比，一个人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
人，但从生理结构上来说，他首先
也一定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
创作最怕小心翼翼，拘束不大
胆，态度会直接影响作品。越是自
我怀疑，越是拘束，写出来的东西
越小家子气，上不得台面，越是这

夏天到了，萌新还会远吗？又是
一个夏秋之交， 依旧是全国的迎新
季。随着省招生考试院成绩、录取分
数线的公开，19届的师弟师妹离枣院
越来越近。师哥师姐们已经“
蠢蠢欲
动”，为迎接小萌新做了十足的准备。
校历还在考试周的时候，枣院就
有了新生群，贴吧及公众号也有了陌
生的身影。一个个新鲜的面孔在不同
的平台问着相同的几个问题：“枣院
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呀？”
“
贵校什么专
业比较好呀？”“贵校环境怎么样”
……正处于高强度复习状态的师哥
师姐们，仍然在百忙的复习之中抽出
时间，耐心地为他们解答。
如果说暑假前的迎新只是
“
开胃
小菜”，那么暑假之中的迎新便是
“
饕
餮盛宴”了。 枣院的公众号、 学生组
织都马不停蹄地行动了起来， 积极
为萌新们排忧解惑。 各大QQ官方、
非官方新生群人数飞速增长， 消息
不到一分钟便可溢满屏幕。 学工处、
宣传部、 学生会以及一些热心的学
长学姐一齐上阵， 积极热心地开开
玩笑、回答问题。
“
19级的学生们是青
春又有活力的一个群体，他们带着来
自高中的气味，奔赴一场与枣院的温
馨邂逅。 来自中学的这种小美好，亦
是我们大学生活中的小幸运。” 师哥
师姐们感慨道。
回想2018年迎新的全过程，也是
一个盛大的场面， 有着许多感人事
迹：新生解答群里，师哥师姐不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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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受了打击， 就越容易放不开，仿
佛死循环一样。索性一开始就痛快
点，大大方方地让人瞧，纵使依旧
不尽人意， 总有三分胆量令人敬
佩。再拥挤的康庄大道也比狭窄的
泥巴路要阔气。
就我个人而言，我热爱文字创
作，总想用上十分的激情去描绘我
所见到的三分生活， 每每遗漏半
分，都觉遗憾万千。偶然有精妙的
时候，便反复阅读，嘴角溢出笑容，

秋天与萌新的故事
履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钰珊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费自己的暑假时间全天段为小萌新
们解答问题；有的师姐在朋友圈晒了
和同学一起帮忙引导新生的步数，高
达三万步；有的师哥在室外的引导小
亭子里一坐便是一天，为的就是尽量
不错过任何一个小萌新……师哥师
姐所做的一切，身为师妹的我看在眼
里， 也感动在心里。 毫无疑问，2019
年，该是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下一届小
萌新的时候了。放下行囊，枣院便是
你今后的家！为了和你相遇，我们一
直在准备，为了你们的到来，学校特
组织上百名迎新志愿者，期待给你家
的感觉！
相遇之初，怀揣憧憬；未来四年，
扎根成长。大学或许是快乐的，因为
没有了高考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
会天天都面对考不完的试、刷不完的
题，父母老师也不能时时对你耳提面
命……但是， 大学并不是轻松的，恰
恰相反， 枣院并不是一个安逸窝，在
枣院的生活并非“
减负”， 而是“
增
质”。同学们正值青春大好年华，处在
汲取知识， 充实自己的人生最好阶
段。如何让同学们在大学里更好的全
面发展，这是枣院的使命，也是同学
们一定要百倍珍惜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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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新们，大学的课堂更大、更丰
富；大学的学习更自主、要求更高；大
学的成长更全面、更立体。学校将提
供优越的平台和条件， 聚集学术大
师， 营造宽严相济的环境和氛围，激
发出年轻学子的最大潜能。 我们相
信，经过枣院的浸润和打磨，同学们
将在信念、能力和人格这三个维度收
获新的成长。当然，这三个成果的最
终实现，还要取决于同学们的认知和
行动。
在枣院，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办
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 的制度设
计，崇善尚美的校园文化，完善的奖
助体系， 全覆盖的青年志愿活动，充
满正能量的宿舍、 班级和社团氛围，
都散发和传递着大学的温度。 同时，
学校还在做更大的努力，让同学们有
更多的机会和前沿学者、学术大师面
对面交流，感受有温度的教育。这个
暑假， 百名枣院学子深入社会开展
“三下乡”专题调研、支教、参加青年
筑梦之旅； 更多的同学则留在学校：
实验室里灯火通明，图书馆内、自习
室中座无虚席……暑期的枣院，仍然
是奋斗与梦想并存的天地。请同学们
一定要珍惜这样的环境，充分利用这

心情好像上了九天云霄一般舒畅。
在创作的过程，不仅能遇到一
群志气相投的朋友们， 互相吸收，
互补优缺，而且更加容易发现文字
的独特， 文字创作与影视创作不
同，后者可以更直观地呈现人世百
态，梦魇幻境，而文字创作多了一
份思想的空间， 让人几度揣摩，沉
迷其中，这是文字的魅力。
如果你是刚刚发现创作，请不
要轻易否定自我，至少要在放弃之
前尝试； 如果你已经开始创作，但
不尽人意，也请不要灰心。不要刻
意去模仿他人的风格，你的眼里有
你的世界，你的文字也应当呈现这
个世界的独特，也许你只需要再多
和它契合一些而已。
美好的文字，会扇动有力的翅
膀飞向远方，就像现在，我的文字，
就在你眼前。如果你是想要创作而
苦于找不到平台，枣庄学院大学生
记者团诚挚欢迎你和你的文字的
到来。
创作，永远在路上，我们在枣
庄学院校报等你，在枣院官微榴园
文苑等你。

些平台和条件， 主动向老师们请教，
积极参与高水平项目和竞赛， 多动
手，多实践，将知识融会贯通，培养交
叉学科思维，提高批判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创
造能力。
2019年的秋天，谈及新学期对萌
新的寄望，“
要翻山而行， 莫望山止
步”， 一位来自18级化工院的师姐说
道。是啊，成功的人有什么共同条件？
恒心！所谓“
持之以恒”，是做自己命
运主宰时，不朝秦暮楚，不被眼前的
困难吓倒，不半途而废，不浅尝辄止，
不功亏一篑。 持之以恒是一种毅力，
一种精神。 生命犹如一场马拉松竞
赛，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在向学业、事业迈进的旅程中，唯有
靠坚定不移的恒心， 持续不断的毅
力，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同学们， 你们告别了“玩命的
中学”， 来到了“
快乐的大学”。 但
如果不能够真正对学习产生渴求、
喜爱和专注、 投入， 在心中刻下创
新创造的烙印， 可能就失去了上大
学的意义； 如果没有感到艰难、 体
会阵痛，没有自我加压、奋斗拼搏，
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是多
么的优秀。
新学期已经到来， 唯有一路前
行，一路思考，一路奋斗，追求卓越，
致敬卓越， 方能在崭新的画卷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做出彩枣院人，
以扎实的付出收获丰硕的成果。

满怀期待，是最好的状态
履2019级美术学专业
伴随着高考结束的号角， 我们
如愿以偿地步入了梦想的大学生
活，开始了一段新的历程。
三年的高中生活在我们的辛勤
学习中渐渐离去，越来越远，最后只
留下了回忆。 跋涉出高中的三年苦
旅， 我们将迎来绚丽多彩的大学生
活。在人生的漫长道路上，大学生活
将会是其中最靓丽的一道彩虹。 褪
去青涩，我们开始对人生有了想法，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对新知识的渴
望，对青春的美好幻想和好奇，我们
展开新的旅途。面对大学生活，我们
既向往又迷茫，既期待又胆怯。
尽快适应崭新的大学生活是最
首要的事。我来自山东滕州，距学校

只有不到一小时车程， 所以对于我
来说往返非常方便， 但我绝不能对
家形成依赖， 我会慢慢适应独立的
生活，进一步锻炼自己。虽然没有录
取到第一志愿， 但我依然非常喜欢
枣院，接受命运的安排，并决定继续
付出努力， 这里并不是我人生的终
点，而是人生梦想的开端，我会抱着
无比兴奋且上进的心， 开始短暂美
好的大学时光。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情，我
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师哥师姐
们的亲切问候， 也让这陌生的学校
充满了温暖。 还没入学大家就已经
在网络上找到了归宿， 同学之间也
非常的亲切， 让我不禁对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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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向往与期待。
我最希望自己可以交到好朋
友，在四年生活中相互照顾，相互监
督，共同进步。艰苦又欢乐的军训生
活能让我们的班级更加紧密， 同学
之间更加了解。 我希望可以尽快熟
悉身边的朋友以及大学的学习环
境。 我性格腼腆，容易害羞，但是熟
络起来后的我其实是话多又爱笑
的。慢热的性格是我最想改变的，成
为一个让学生感到亲切的老师是我
最终的目标， 所以最先要改掉不爱
说话的习惯。 大学生活不同于高中
生活的地方是我们有更多的自主时
间，可以用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发展自己的才能。

学问必有师，讲习必有友。老师
和朋友毫无疑问是我们人生路上重
要的存在。 尊师肯学，持之以恒，提
高自己的自觉性， 彻底消灭懒惰的
小心思是我的小目标。 不能因为进
入大学就开始安逸享乐， 把大学当
作新的起点从而提升自己是非常重
要的事。 我一定要成为图书馆的常
客，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更要把
不擅长的英语打好基础， 迎接四六
级考试。 相信考研也将会是很多同
学的目标，让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吧！
让我们严于律己，敢于竞争，常
怀感恩， 充满自信地迎接我们期待
已久的大学生活吧！ 希望四年后的
我们不留遗憾!

《水调歌头》
中秋节怀古
履机电工程学院

徐春堂

明月今日有，举目望青天；
仰眺蟾宫玉阙，嫦娥舞蹁跹；
俯瞰世间庐宇，万家灯火尽燃，
莺歌夜无眠。
仙人同起舞，天地共团圆。
品元宵，迎国庆，庆华诞，
把酒当歌，欣逢盛世须尽欢。
月有圆缺轮回，人老不再少年。
叹不见苏仙！
诗人已作古，文章千秋传。

枣院烂漫盛大
待你回家
履 杨聪慧
夏天的列车缓慢驶向站台
炽热的阳光收敛了最热烈的温度
蝉鸣歇了声息
我们收拾好行囊
踏上新的季节列车
你或许还贪恋着
夏天梅子味的晚霞
橘子味的汽水
和眼里盛满星河的朋友
那是人间盛宴、百味清甜
微风里的燥热早已被清凉替代
斜阳里打盹的猫舒了懒腰
野花抬起头握住最后的时光
期待着校园里的踏浪欢声
是时候去看看那落日余晖
或是跌入满天星河
或是和你一起坐在操场
将那酝酿了一整个暑夏的话语
都说给你听
花坛里飘下了落叶
双眸倒映出柔软的暮色
一如初遇时秋至
岁岁年年多相似
月遇从云
花遇和风
我遇秋之过境
一顾人间惊鸿
九月即至，是时候收起行囊
踏尽星辰
奔向那熠熠生辉的地方
一起在青春里成长
变得落落大方、不负众望
做想做的事
成为想成为的自己
与你分别的那一刻
思念的步履便未停歇
枣院灿烂盛大
今日只想和你说
欢迎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