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不负自己，此间亦少年

履2020级老年服务专科1班

胡玉喆

� � 你是否听到过

冬日凌晨那些从走

廊中传来的读书声？ 你是

否看见过每晚深夜仍在伏

案苦读的身影？ 你是否感

受过那种被书本压的喘不

过气却又不得不继续投身

于书海的无奈？而这些，枣

庄学院18级信息安全本科

1班的卞政通同学都曾感

受过。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 那就是放弃的

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便是成长的路。”

这是卞政通同学在接受学生记者采访时说的

最有力的一句话。都说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肯在别人看不见的背后努力。 卞政

通同学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每天早上当

舍友还在睡梦中时， 他就已经早早地起床读

书了。因为自己没有竞选班委等职位，不用忙

于那些班级事务， 索性把心思全都放在了学

习上。 如今， 身为大三学生的他不仅取得了

“枣庄学院优秀学生”、“优秀共青团员” 的称

号，拿到了计算机二、三级的证书，还多次获

得过枣庄学院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他说：“我

相信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时光不会辜负任何

一个努力的人！”

剪一段时光， 放在最美的段落， 鲜衣怒

马，仗剑天涯。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

春作伴好还乡”。青春绽放的每一个“台上三

分钟”，其背后是更多不为人知的“台下十年

功”。当你渴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时，身边

的风已不再是覆灭，而是你成长的助燃剂。

远处的云雾轻拂过九龙山， 橘黄的日落

点缀其间，有风经过停在窗边，屋里的少年诉

说着自己的故事。“其实我曾有过一段特别压

抑的时期， 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找不到自己

发泄的出口，感觉自己被压力包围着，身处一

片沼泽之中，无法抽出身来，觉得四周都是黑

暗，连呼吸都是沉重的。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

办，唯一能做的便是拼了命的向前。”一个人

单枪匹马的闯入这世间，要藏好自己的懦弱，

要记得告诉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管前方的路

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足够正确，不管多么崎

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幸福。正是因为懂得

这个道理，卞政通一直都在默默地坚持着。哪

怕自己的时间再紧张，哪怕自己再累，他都没

有停下过自己前进的脚步， 而是把压力变成

一种动力，来成就更好的自己。

一帆风顺的路途算不得真正的成长，尝

遍喜怒哀乐才算真正的活过。初到枣院时，卞

政通还是一名不起眼的普通学生， 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就是“看着自己周围的同学身上都

有许多闪光点而自己却平庸无奇， 感到有些

自卑。”但是，从来都没有哪一个人生下来就

是优秀的，他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让自己变

得更加优秀。懒惰、拖延、努力、坚持，每个人

的选择不同结果自然也会不一样。 谁的人生

都一样，享得了福，就得吃得起苦。所以，迷茫

时，坚持着对自己说当时的梦想，告诉自己还

记得。去追去闯，去乘风破浪，就算鞋很脏也

笑得像国王；去疯去狂，去变成星光，少年只

属于远方。

行至朝雾里，坠入暮云间，与星辉一同为

你沉迷。就像卞政通那样，攀一次山，追一次

梦，不辜负自己，回首亦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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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 �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向英雄和祖国献礼， 校党委宣传部、 校团委、 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校开展了以“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为主题的征文活动。 活动共收到稿件422篇， 经评审专家组评议， 通过初评、 复评、 终评三轮评选， 最终评选获奖作品90件， 一等奖作品10件， 二等奖20件， 三等奖30件， 优秀奖30

件。 已经公示程序， 无异议， 现公布获奖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年12月18日

� � 1.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

一种生活方式。只有牢固树立“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落实

厉行勤俭节约。

2.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有一个，而地

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许多人没有资源可用。所以我们要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古人语：“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

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不节，则常不

足。”

4.从我做起。当今社会，提倡“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健康生活、合理消费”，

节约是对家庭幸福的责任，也是一份社

会义务的担当；节约是一种远见，是一

种智慧。

一等奖（

10

名）

1. 穿越历史，辉映未来———纪念抗美援朝

胜利七十周年 （外国语学院：刘爱婷）

2. 澎湃热血洒异疆，孤腔忠勇旦为国

（外国语学院：丁鑫悦）

3. 半块糠饼 （文学院：孙华强）

4. 弘扬新时代抗美援朝精神，以德树人铸

就教育之魂———《为了和平》纪录片观后感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高辰茜）

5.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绽放新时代新

光芒 （传媒学院：宋江瑜）

6. 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代新人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徐琳）

7. 望历史追思，习英雄大义———纪念中国

人民解放军出国作战70周年

（传媒学院：巩姝汝）

8. 我的姥爷———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抗美

援朝老兵 （文学院：孙志成）

9.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立志争当时代新人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徐一帆）

10.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 （文学院：张雨晗）

二等奖（

20

名）

1. 鉴抗美援朝精神，圆民族复兴之梦

（光电工程学院：公艳红）

2.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传媒学院：王丽娟）

3.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勇立时代潮头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付学芹）

4. 忆往昔，缅先烈，再出发———致抗美援

朝女英雄解秀梅的一封信 （文学院：宋文君）

5. 铭记伟大胜利，奋进新征程———纪念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苗英威）

6. 不忘红色历史，传承民族精神

（光电工程学院：史佳雪）

7. 再回首，上下同欲，风雨同舟

（文学院：宋明月）

8. 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代新人

（外国语学院：陈建秀）

9. 谁是最可爱的人———弘扬抗美援朝精

神 （文学院：刘冠君）

10. 淬英雄之心，铸青春之魂———纪念抗

美援朝胜利七十周年 （外国语学院：公卫佳）

11. 盛开在历史深入的花朵 弘扬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 （文学院：李淼）

12.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激励民族复兴斗

志 （文学院：李帅）

13. 庚续抗美援朝精神 激荡奋勇前进

力量 （文学院：邱明慧）

14. 发扬抗美援朝精神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郭梦龙）

15. 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代新人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王宁）

16. 忆峥嵘岁月，温金色荣光

（文学院：陈静）

17. 岁月不湮爱国心（外国语学院：张文元）

18.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谱写新时代之赞

歌 （文学院：寇凤银）

19.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争做青年时代先

锋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姜景文）

20. 千里冰河热血魂———人民英雄罗盛

教的故事 （外国语学院：朱瑞婧）

三等奖（

30

名）

1. 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缅怀革命英

雄光辉事迹 （外国语学院：张楠）

2.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争做时代先进青

年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谷庆艳）

3. 致敬抗美援朝先烈（文学院：刘杙堃）

4. 传抗美援朝精神，争做时代新人

（传媒学院：温国斐）

5.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致敬“最可爱的

人” （人工智能学院：崔艳茹）

6. 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代新人

（外国语学院：柯硕）

7. 继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文学院：楚婷玮）

8. 致敬英雄，礼赞时代 （文学院:寇东宇）

9. 抗美援朝两国情，时代新人冲潮流

（文学院：隋萍萍）

10. 岁月无声，英雄无悔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杨习鸦）

11. 砥砺奋进，勇往直前

（外国语学院：王璐瑶）

12. 英雄不曾离去，精神永不消退

（文学院：张文娇）

13. 抗美援朝精神永驻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司鲁滨）

14.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做好时代答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胡相谦）

15. 跨江卫边，抗美援朝

（文学院：冷萌睿）

16. 坚守初心使命， 发扬抗美援朝精神

（经济与管理学院：杨凯歌）

17. 以痛吻我，报之以歌

（机电工程学院：李佳迅）

18. 抗美援朝精神永传

（数学与统计学院：张燕青）

19. 民族风骨———学习的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 （外国语学院：王璇）

20. 梦回抗美援朝

（音乐与舞蹈学院：张均磬）

21. 像棵草，扎根国土（文学院：高俊青）

22.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文学院：李彤）

23. 抗美援朝，铸剑为犁

（外国语学院：徐家辉）

24. 昂昂斗志援朝邦， 卫国保家抗美方

（文学院：王丛冰儿）

25.抗美援朝，展现中华民族精神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李根）

26. 我是谁？为了谁？ （文学院：王海涛）

27.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实现民族伟大复

兴 （文学院：施玉新）

28.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争做新时代青年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高骏通）

29. 继承弘扬抗美援朝精神，争做新时代

好青年 （文学院：盛泽）

30.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再创祖国美好未

来 （文学院：刘梦迪）

优秀奖（

30

名）

1. 不忘过去， 不畏将来———弘扬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 （机电工程学院：戴馨怡）

2.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人工智能学院：丁雨霏）

3. 伟大的抗美援朝

（机电工程学院：李敏）

4. 立国之战， 永垂不朽———致敬抗美援

朝战士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耿欣怡）

5.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牛坤宁）

6. 让英雄丰碑矗立在每个人心中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王雪娇）

7.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徐海宁）

8.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

（心理与教育将科学学院：陈桐）

9. 我们从未忘记———致敬最可爱的人

（心理与教育将科学学院：孙瑜）

10. 最勇敢的“普通人” （文学院：樊彬）

11. 铭记历史，奋发图强———弘扬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 （传媒学院：李潇）

12. 牢记历史，弘扬精神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徐鸿瑞）

13. 煌煌烈士尽功臣， 不灭光辉不朽

身———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70

周年 （文学院：尹佐玺）

14. 志愿军丰功伟绩与日月争辉

（文学院：毛思怡）

15. 抗美援朝精神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王泽健）

16. 最可爱的人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韩青筱）

17.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文学院：褚宏倩）

18. 抗美援朝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于慧）

19. 记忆不灭，英魂不死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张菁）

20. 众志成城，抗美援朝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王爽）

21. 铭记历史，学习抗美援朝精神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岳丽婷）

22. 淬英雄之心，铸青年精神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张晓宇）

23. 观抗美援朝有感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焦昌帅）

24. 寂北的红色岁月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刘晓倩）

25. 传承抗美援朝精神，弘扬国学经典文

件化 （文学院：余秀珍）

26. 中国的保护神———致敬最可爱的人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庄玉雪）

27. 致敬国魂———抗美援朝之魂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潘美钰）

28. 磨砺英雄志，铸就担当魂

（文学院：刘依旎）

29. 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实现中

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文学院：花英杰）

30. 致敬抗美援朝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王昊云）

“弘 扬 伟 大 抗 美 援 朝 精 神 ”征 文 活 动 获 奖 名 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