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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线的规划，新航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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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子专科

2

班 吕文萱

2020年，我们在家宅了八个月，

大二、大三学生变成了大三、大四的

预备毕业生。 他们经过这八个月的

积累与沉淀，每个人都受益匪浅，确

定了自己新的人生目标。

学问合乎兴趣，方才可以受益

爱好即获得知识的第一步。在

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那就必须拥

有自己的特长才能受到招聘单位的

青睐。在这个漫长的假期，与其茫然

的度过，不如选择培养一个特长，或

者强化自己原有的特长。

在假期，17级食药学院丁子扬

学姐为考研究生做准备， 她说：“生

物制药不仅是我的专业， 也是我的

兴趣， 更是我为之奋斗的动力。”17

光电刘新宇，担任科创的会长。他对

单片机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学三年，

带领科创获得了许多科技创新大赛

省级证书。 刘新宇经过这三年的大

学时光， 深刻体会到了兴趣的重要

性，他说：“总而言之，大四如果不选

择考研， 应该要早早的确定好以后

的发展方向，发展自己的特长，大四

可以休整、 放松但又不忘提升自己

的能力。”做什么事情，有兴趣才会

有动力去做，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

让自己有能力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

工作。

人生合理规划，努力才可成功

人生的路要自己走， 要过怎样

的人生，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只有自

己才能赋予生命最佳的诠释。17级

传媒学院的徐伟华在暑假五月份就

做了一些考研的准备。 她表示：“但

是那个时候比较早， 对考研也在一

个了解阶段，主要是针对选学校，英

语单词也在做一个初期的准备。我

的暑假从六月份到八月份， 都是在

实习的一个状态。”她在一家传媒公

司进行实习，日常工作就是采访、写

稿、拍照、剪视频，还有准备公司网

站后台的一些东西， 总之她的实习

工作与她的专业很切合。 她的整个

实习过程比较辛苦，经常加班，各种

文稿和视频的产出量也比较多。“在

这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 我学到的

知识与技能比大学三年学到的还要

多，我也积累了许多社会工作经验，

也发布了许多自己的作品。 这次实

习对我的专业和今后的就业提供了

很大的帮助， 实习是我们走向更专

业的好时机， 在大学一定要去公司

实习。 总之， 自己的人生要合理规

划，努力才可以成功。”她说道。

18应电专业的赵亚鲁学姐在这

个假期中准备专升本，在假期中，她

跟着辅导班上专升本课程的同时，

在课下还有自己的规划。 她说：“在

假期中， 我主要是熟悉大纲的知识

框架，摸清对应的考试题型。把每本

书都认认真真的过了一遍， 理解清

楚知识点， 相关的练习题我也一步

步的写清步骤。”她在假期中规划明

确， 踏踏实实进行专升本学习。因

为， 她坚信成功人生的背后永远都

离不开规划和努力。

大三大四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

漫长的假期中， 枣庄学院的大三大

四的同学们在假期中都为新学期做

了充足的准备， 都有了明确的计

划。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必然的，

我们要用百折不挠的毅力， 有计划

地克服所有的困难。 咬牙坚持， 最

后通过我们规划的航线到达最终的

彼岸。

萌新，我想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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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庄玉雪

艳彩的季节预示着一种美丽的

开始，当叶子枯黄随风漫步，当花心

破碎绽放颜色，这么蓝的天，这么白

的云，如画般在眼前展开，刺激着每

个人的感官。

故事在秋天开始， 九月的阳光

里溢满了清新的味道。目光所及，皆

是憧憬。 很荣幸，20届的师弟师妹

们， 我们能和你们在这个美丽的季

节相遇在大美枣院， 一起度过美好

的大学时光。 欢迎大家在枣院这片

热情的土地，继续自己寻梦的征程。

跋涉出高中的三年苦旅， 翻越

高考那座艰难的山， 大家进入了枣

庄学院这座神圣的象牙塔。也许，你

们总希望能够拖住暑假的脚步，总

想可以就这样永远慵懒的懈怠着每

一个时日， 总想可以滞留每一个散

淡的日子，多想别对暑假说再见。然

而，无论你们多么不情愿，时光的河

流不会因你们而停息， 滔滔东逝水

无情，九月在不期望中如期而来。一

个洪亮的声音划破长天， 如一声惊

雷：九月，开学啦!

这是你们的热情开始奔放的季

节， 是你们的目光开始随着青春的

色彩静静想象， 是你们的潜力迫切

要摆到每个人面前去大声歌唱，你

们带着纯真、热情、梦想来到枣庄学

院。你们看不清他人眼中的世界，但

是我们知道，你们在认真憧憬，认真

演出， 把自己最多彩的青春认真挥

洒。我们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不一样的梦， 你们正用自己的青春

来编织。在这菁菁校园中，你们要给

你们的热情一个出口， 就在这枣庄

学院。在这里，你会明白它是个很好

地展现自我的舞台。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带着父母的嘱咐，带着期盼，

带着新奇， 你们踏入心中向往已久

的大学校园， 一切都是陌生的———

新的环境、新的面孔、新的起点，这

一切也许会令你感到新鲜和好奇。

感慨之余，你会发现，拥有多年办学

历史的枣庄学院有着宽厚的文化底

蕴、优良的学习环境;有着一支以教

书育人、 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为宗

旨的良师益友队伍; 有着一群团结

友爱、善于创新、朝气蓬勃的可爱的

师哥师姐们。来到这里，我相信你们

会很快适应这里的学习生活，因为这

里有领导和老师父母般的关怀与教

导，也有同学们兄弟姐妹般的帮助。

在这里， 你们将拥有更加广阔

的舞台，团委、学生会、青年志愿者

协会、 红十字会等各种学生社团都

将为大家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为

你们的成长提供助力。大家的课余生

活也将是丰富多彩的： 演讲比赛、书

画大赛、征文大赛、文艺晚会等等。总

之，只要你是优秀的，只要你有勇气，

你总能有机会一显身手。让我们揽万

卷文采，汲百代精华，踏实地走好每

一步，共同携手，用我们的激情、智慧

和努力，在这片新的天地里谱写只属

于你们自己绚丽多彩的青春之歌!

大学是简单充实、 磨练我们意

志的地方，当这个激动期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 即使大学的生活也不像

想象得那么令人激动。 也许公寓宿

舍有种种不便; 也许食堂的饭菜不

合自己的口味;也许有些课程、甚至

一些原先很看好的课程也很乏味;

也许发现原先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很

平常; 也许满怀热情提出的某些推

荐久久没有回复; 也许考试成绩不

很理想;也许许多老师都可能太忙，

根本注意不到你的麻烦和困扰;也

许你们很多人在入校之前暗暗下的

决心很快就忘了……我们这么说是

因为我们也曾这么走过。 生活注定

会溶化许多激情、 理想、 决心和追

求，甚至会使生活变成仅仅“活着”。

大学，是放飞梦想的地方，是读

书求学的场所，是成人成才的殿堂。

进入大学后，我们绝不能高枕无忧，

绝不能有半点懈怠， 绝不能蹉跎人

生，博观约取。勤勉奋进，以奋斗迎

接光明，用微笑对待生活。谨记，笑

比哭好。在生活中学习微笑，在微笑

中学习生活， 在微笑的生活中感悟

生命的伟大价值， 体验人生的无限

快慰， 让欢笑声时时充满我们的校

园，我们的生活!

我相信， 生命会给你们一双飞

翔的翅膀， 知识会让你们拥有卓越

的智慧，时光会丰富你们的经验，给

你们战胜自我的勇气。 今天你们是

桃李芬芳， 明天你们是国家栋梁。

“青年是吾师，吾是青年友”，让我们

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为中华之崛起

而努力拼搏!相信不久的将来，我，

我们，一定会因你们而自豪！

愿大家在枣庄学院这片沃土拥

抱灿烂的明天！

喜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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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迟东雪

在经历了今年漫长的假期后，

终于迎来了开学。 在重新踏入校园

的那一刻， 弥漫心头的是一种久违

的熟悉感， 还有那份难以言喻的心

安。

阔别已久，再次回归。注视着周

围的景物，有一种莫名的心安。没有

离别已久的惆怅， 没有对前方未知

的担忧， 有的只是一份对新生活的

渴求，对未来的一份憧憬。

我们已经熬过了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这场战争胶着已久。在无数

份痛苦与磨难后，我想，我们迎来的

会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创伤需要时

间去治愈， 但希望与信念却不能就

此停滞。

我们以巨大的代价熬过这场苦

难，同样，更应具备足够的勇气与信

心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于我们而言，

接下来的生活不是枯燥与乏味，而

是一种新生与挑战。 前方道路依旧

险峻，只是要看我们以何种心态去面

对。 是选择畏首畏尾还是迎难而上，

选择和主导权在我们自己手中。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磨炼。 我们

日复一日地和其进行拉锯战， 但求

能在白色画板上勾勒出属于我们的

浓墨重彩。在这场持久战中，有人脱

胎换骨，有人涅槃重生，有人不堪重

负，放纵自我，得过且过。

时光会改变我们的容貌， 偷走

我们的青丝， 留下一道道斑驳的沟

壑。也许心境会随时光改变，可有些

东西是要融进我们的血肉， 烙在我

们心上。也许会变，又或许没变。

熟悉的生活，紧张的节奏，繁忙

的学业，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

了。数着日子，算着时间，又来到了

迎新的时刻。

对于新生的到来，喜悦之余，还

存有几分理智，越长大，身上的责任

和担子会逐渐加重。 但时光是不可

逆的，流逝的时光已然成为昨天，向

前看，怀着希望与憧憬，永不后退，

把前方的荆棘变为脚下的蔷薇，做

自己道路上的引导者。

看着如今的新生， 仿佛看到了

昨天的自己。看似近在眼前，实则早

已相隔千山万水。在那漫漫长夜里，

是和生活的斗争， 是在次次磨难与

泪水中蜕变自己，最终沉淀下来，形

成一种宝贵的财富。

因今年情况特殊， 所以新生家

长都只能送至校外，无法全程陪同。

看着他们手中繁多的行李， 还是不

免想到了过去的自己。只是景依旧，

心境却变了。对他们而言，这也未必

不是一场挑战。在未来的某时某刻，

生活会向他们诠释何谓“成长”。这

是一场和自己的斗争，和生活，和我

们那个所谓不知名的未来博弈。

有时不一定非要撞得头破血

流，才叫成长。这场斗争，无所谓输

赢。输了，是成长；赢了，是蜕变。

生活本身不是温柔的， 有时甚

至会以一种很残忍的方式来逼迫我

们成长。不要逃避，更不要畏惧。蜕

变本身即是痛苦的， 太过便捷反而

不会达到想要的结果。 我们所要做

的，是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但

和解并不意味着妥协。

我们可能会撞得头破血流，可

能也会被伤得体无完肤。但请坚持，

生活改变的是过去的自己， 成就的

是现在的自己。世界以痛吻我，我报

之以温柔。 哪怕它无法融化万里冰

封，但至少点亮了生活。

看着新生来， 又看着自己高了

一届，欣喜之余又担忧，有时能从他

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有时又希

望能改变。可能变了，又可能没变。

真是矛盾。不过也正因如此，才促使

我们思考吧。

希望过往苦痛会被时光治愈，

愿每一位行走在2020年的人们，喜

乐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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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秋雨。

不知是不是

特意的安排，来

近几日褪了几分

闷热的桎梏，不

知名的雨在夜间

淋了个酣畅后扬

长而去， 只将油

柏路边石沿上残

存的水渍， 和那

东天边一泻千里

的云母屏， 残留

在了朦胧睡眼的

碎语晨光里。无

暇触及夹指树缝

间的光圈， 我匆

匆赶去纳新地

点， 赶去做好迎

接一张张懵懂生

涩的脸庞的准

备， 却又在偷闲

中轻拨几下衣角

口袋， 瞟几眼珍

藏了一年的青葱

剪影， 故作玄虚的感慨几番：“小荷

已易，尖尖立池色了。”

“今年的新生来得晚啊！”听得

校园里某一角落传来的沧桑浊音

道。 如今的他们踯躅着我们口中的

“不平凡”走来，枣院的繁闹倒也比

以往来得更迟了些。 随眼可见的蓝

色军训服， 绿色马扎凳， 迷糊小掉

向， 组团打餐队伍…一幕幕景象给

小萌新们打上了特有的标识符，而

他们正需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过

我们曾经来时走过的路， 这是一条

没有薄弱的泪腺可供侵蚀的路，一

条踏入小小人生的入门必修路。

我想，对于你们的到来，我还是

满心欢喜的。 尽管你们在饭点的前

一秒发出了“大二大三的人都不吃

饭吗？”的疑惑，不尽然的我们在迎

新那两天累得倒头就睡， 甚至在一

无所知的情况下被通知晚自习地点

自行解决。这其中夹杂的无奈与难平

的倦惫， 也许一声脆生生的师哥、师

姐就能够抹得烟消云散了。 我们几

乎耗尽了在校期间全部的所经所

历， 用自己都不太熟练的技能小心

翼翼地呵护着那颗蕴藏着稚嫩和闪

光堆砌而成的挚心。 每一茬萌新，都

是历代前辈们珍之重之的心中所值。

我想，我们的枣院，将要像当初

哺乳我们那般， 在此刻包管你的大

学记忆了：“兼爱、尚贤、博物、戴行”

的八字校训既是对枣院过往风貌的

凝炼表达， 又提出了对后来者的风

范标准和殷切期待；“榴园、桂园、枣

园、枫园”的四园餐厅，用他们兢兢

业业的烹饪技术调配了你舌尖上的

味蕾，更甚成为减肥爱好者们“深恶

痛绝”却又拒绝不了的诱惑；内部构

造四面环绕的图书馆大楼置身仿若

步入奇门遁甲的“八卦迷宫阵”，绵

密在空气织网中的书香气总能寻了

机会迫不及待地顺进墙缝偷溜出

门，串一串精致儒雅的初教楼、经过

浪漫多姿的音舞厅、 偷窥几眼西边

篮球场朝气挥洒的篮球健将们、更

甚被生科实验楼的白褂们逮个正着

而不得不屈服地蹲在旁边看个外行

人闻之“两股颤颤，几欲先走”的解

剖实验…最后却又被校园随处定格

的摄影们抓了个出逃回来的“尾

巴”。你瞧，九龙山下伫立的墨子像

在日常眺望树梢丫头的鸦鸟中瞧见

了它全部的踪迹。

又是一年秋收季， 这天黑得越

发早了。 初夜的天空零星着褐红色

的光芒， 仿佛要将焦黑的底色全部

吞噬， 雾蒙蒙的夜色里月光晚浆沿

着云肩倾泻下来， 沾满了一树火红

的石榴红籽。 旁边紧挨着的柿树梨

枝， 亦在柔光里若有若无的吐露着

自身的芬香， 风的清凉使之更加浓

郁了。 教室明晃白皙的吊灯隐隐为

窗外高昂嘹亮的军歌透出几抹照

亮， 路上三两行人踩着焦黄的枯叶

沙沙低走， 与灌丛间野草虫音节节

相和，映出一份熟悉惯常的音调，而

今只是人已变，秋更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