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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团 委 组 织 学 生 清 明 扫 墓 祭 奠 活 动

每年，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都要组织学生进
行清明扫墓祭奠活动。 3 月 28 日中午 12 点 30 分，
院团委组织集训大队的 80 多名学生，在杜富强老师
的带领，从学院长安校区乘校车前往杨虎城烈士林
园，为英雄扫墓，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

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为了纪念在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引导
广大团员青年、少先队员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
伟绩，重温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珍惜革命
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坚定实现伟大
“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学院团委参加由长安区青
少年“清明祭先烈，共铸中华魂”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参加扫墓活动的有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区直
机关工委、共青团委、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及其双竹
小学少先队员代表和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的学生团
员代表、以及我院团委集训大队第三第四中队，共计
400 余人。

活动主要分为六项议程。
第一项在主持人的宣读下，大家一起奏唱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杨虎城出生于 1893 年 11 月 26 日，民国陕军将

领。刀客出身。24 岁自赋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
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自
护国起义以来，百战不屈，历经二虎守长安，雪夜奇
袭唐生智，在潼关截断西北军后路等一系列重大战
役，终至 17 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陕西省主
席，势力遍布于陕甘俩省绝大部分地区。后因 2 与中
央的矛盾，暗中联络红军，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

变”，抓获蒋介石而被囚禁十二年。 1949 年 9 月 6
日，因武装兵变变主谋而于重庆中美合作所之戴公
祠被杀，终年五十六岁。 第二项，全体脱帽向为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杨虎
城以及全体烈士默哀一分钟。

少年强则中国强，让少先队员无限的悲哀，化作
坚定的信念，让嘹亮的歌声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第三项，少先队员献唱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

由双竹小学牛金蕾同学发言：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在这个清明时节，我们来了！我们双竹
小学全体师生带着对你们的敬仰，怀着沉痛的心情，
来到杨虎城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祭奠烈
士英灵。烈士虽已长眠地下，但他们的精神将与青山
共存，与日月争辉。同学们，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
飞的战争年代，多少革命先辈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祖
国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前赴后
继，赢得了人民世代敬仰，正是这无数的先烈对共产
主义的执著追求，英勇牺牲，才换来了我们幸福美好
的今天。同学们，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多姿多彩的，和
平幸福的年代里，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无数先烈用
生命给我们换来的幸福生活，勤奋学习，努力成才，
牢记烈士的遗愿，踏着烈士的足迹，用自己的生命和
才智去实现先烈们未竟的共产主义事业，去创造共
和国无限美好的明天！同学们，先人已逝，精神犹
在。让我们追寻他们的足迹，感受他们执著的信仰和
澎湃的爱国热情，学习他们的追求真理，是非分明，
立场坚定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冲锋陷阵、奋勇前
进，不畏险恶敢于牺牲的高尚情操！有了这种精神，
我们就能经受住学习和生活中各种困难的考验与挑
战，就能耐得住学习的繁重与枯燥。同学们，现在就
让我们一起庄重地向先烈们宣誓，“从今天起，做一
个理想远大、踏实努力的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从点点滴滴做起，勤奋努力，立志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勤奋学习！”杨虎城烈士，安息吧！您的
精神将永垂不朽！您的英名将万古长青！

由长安第一民办中学王嘉越同学发言：尊重的
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在这个“春
风吹绿千支柳，时雨催红万树花”的季节里。我们怀
着无比崇敬 的心情，深切缅怀先烈的丰功伟业，表
达我们的思念之情，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忆往昔，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里，祖国大地上有多少名优
秀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国家的统一，抛头颅、

洒热血，赴汤蹈火，舍生取义，用他们宝贵的青春和
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站在烈士墓前，
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里，长眠着为祖国解放
献出宝贵生命，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抛弃了家
庭和个人的一切，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宝贵的生
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把满腔的热血洒遍
祖国大地。战争年代造就了烈士们的坚强与勇敢。和
平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学知识，长才能、成栋梁的机
会，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有榜样！我们是时代的幸
运儿，应该懂得幸福的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懂得所
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
勤。”同学们，让我们续承先烈的遗志，珍惜时间，刻
苦钻研，奋发图强，踏着先烈的足迹奋勇向前。

由我院学生代表赵玉同学发言 :亲爱的同学们，
“春风吹响华夏的哀悼，绿水流动红色的记忆”，今
天我们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祭扫革命烈
士杨虎城以及八位英烈的陵园，沉重悼念为国捐躯
的烈士和所有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先
人，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寻找他们走过的足迹，寄
托我们对他们的无限哀思，我们祭扫烈士陵园，不是
为了完成一种简单的仪式，而是为了唤回我不该失
去的记忆，找到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同学们，曾记
否过去多少年里，革命烈士们为祖国牺牲了一切，乃
至生命，我们怎能不有所感触呢？同学们历史不会忘
记，胜利的丰碑是无数先烈用热血和头颅铸就的，如
今的光明和幸福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立足今天，放
眼未来，我们应学习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概
念，克服困难，让青春在建设祖国的奋斗中闪光，历
史年轮飞转，一个世纪前那弥漫于中国大地的硝烟，
在人们的印象里泯灭，“战争”这个几乎残酷的词已
被束之高阁。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切，历史将被永
远铭记这一切。同学们，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
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肩负起历
史的重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我们的青春，智
慧和力量吧。

朵朵鲜花，象征着烈士们圣洁的心灵，象征着烈
士们崇高的品质和无私的精神。你们的精神永放光
芒，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巍巍秦岭不会忘
记、盛世长安不会忘记！第五项：向烈士献花篮。向
烈士行三鞠躬礼。最后全体学生代表在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瞻仰了烈士墓，参观了纪念馆。

(来源 新报记者 郭晓斌 )

陪老人聊聊天，为老人读读报，老人脸上幸福的笑容毫不比三月的阳
光逊色，我们将准备好的节目，带给老人们，老人们的幸福洋溢于脸颊。

于本月 16 日我院志愿者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准备了一场出色的
演出，赢得了爷爷奶奶们的拍手称好。当聊到感想时，会长告诉我们：“这
些都是身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做的，这些同样会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更
为重要的是这些教会了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去温暖他人，爷爷奶奶们的欢

声笑语是我们得到的最棒的奖品，也极大的
鼓舞了我们继续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的信
念，活动结束了，我最难以忘怀的是爷爷奶奶
们的常联系”。对于这次活动，同学们都很热
情，切实把春天的阳光带给了老人们。

当宣传部的邢常刚部长得知我们拜访了
“空巢老人”时，他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 :
要多多通过这种类型的活动给老人们带去温
暖和关怀，但是，更希望的是活动主题可以由
关怀老人到常回家看看。怀着坚持，责任，好
奇和纠结去了“老年大学 敬老院”，虽然牺牲
了周末的时光，但是履行了一次志愿者的责
任！庞大的阵容和迎风飘扬的彩旗是我们青
春的活力和炽热的心。活动形式虽简单到通
过这细微之处无不体现着我们的内心。你可
以说这微不足道，但这也是我的骄傲！应该对
为我们驻足的行人、停车让路的司机还有认
真参与活动的同学说声谢谢！青协是我们的
家，是它给我一个找回自我价值的机会！

参与志愿者活动，奉献自我，服务他人。
(来源 新报记者 田晓密 )

采访“陕西高校最美志愿者”
———李鹏飞

一支素笔，将你写进我的诗篇
清风徐来，亭下，我提起一支素笔，将你写进最美的诗篇里。

———题记
在回忆铸就的小城里袁我路过小桥袁撑着油纸伞袁一个人行走在回忆里遥 几经波折袁几站

楼台袁几缕寒风袁几丝细雨袁几许花开袁几多愁怨袁原来夏日的心情袁一不小心就可以被雨季浸
染的多愁善感袁而我将这情怀凝于笔尖袁落笔之处袁皆是伤春悲秋遥

一只鸟飞过视线袁一朵云落在眉间袁流入眼角袁才恍如隔世的惊觉袁春天已经将我离散袁
鸿雁不再归来袁过客已经把我停留袁昨日不再复来袁人生在得失之中袁将一切都已经写好了遥

闭眼袁一滴泪迷离了整个盛夏光年曰睁眼袁泪眼婆娑迷糊了整个视线遥我将此刻的爱恨情
仇写成不同的诗篇袁每一处读来袁皆是泪袁皆是爱遥

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袁我不愿眨眼袁想努力记住每个人的模样袁却奈何不了时间的匆匆
过往遥 我笔风一转袁不再歌颂爱情的点点滴滴袁而是把笔墨落于岁月的流逝袁和我的无奈中遥

一段萍水相遇的缘袁抵不过岁月的流逝袁那么究竟要什么样的缘才能去经历沧海桑田袁
才算不上遗憾呢钥

我相信永远袁相信每一次目光与目光的相遇都能够相互取暖袁我误入你的视线袁你走进
我的心田袁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秘密袁没有刻意袁无需安排袁一切顺理成章袁浅笑安然遥

但是永远却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袁你走进了我的心袁而我只是入了你的视线袁不曾踏过
你的心坎袁你是我永远的秘密袁我是你不曾记起的相遇遥

如此袁就成全了一次遇见袁成全了我姗姗来迟的心愿袁也成全了你风轻云淡的过客袁那一
刻是我万劫不复的开始遥 我将这种心酸袁用华丽的辞藻写进了诗篇遥

原来袁这世间真的有一见如故袁古老的街口袁古旧的茶楼袁你着一袭素衣在窗前凝望袁阳
光透过你清澈的眸袁我分明闻到了遗世的芬芳遥初见成了故友相逢袁与你的初见袁我便笃定你
是我上辈子的缘遥

轻轻走近你的身旁袁看着你视线里的远方袁不言不语袁不惊不扰遥只是不忍打断你眉间紧
锁的想象袁只因希望与你共有一段简约静好的时光遥

我相信山水的灵性袁定会牵动你的出现袁我相信悠悠的茶韵袁定会吸引你的味蕾袁有一
天袁你会出现在我的视线袁与我续写未尽的情缘遥 这一次不需要风花雪月袁不需要浪迹天涯袁
只需要一颗随遇而安的心袁将时光的密码悄悄解读遥

若有天袁在这馨香素雅的小楼袁我看见了你袁你认出了我袁那么彼此就认了这缘分吧遥
(来源 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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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一曲朴乐 喜一篇华章
喜欢一首朴素的音乐，喜欢一篇锦绣的华章。

如同喜欢将一杯茶，喝到无色，无味；将凝重的岁
月，过到单薄，清新。邂逅一个人，写下一段；人比黄
花瘦的心事，托付给青春流年照料……

时光静好，与君语。
当我们的青春，一点点流逝的时候，就总是会

责怪时间的无情，却从不问，自己又付出多少感情
给时间。“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
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
词笔。”我再一次想起旧时月色，想起那片月光下，
你的影子。如烟往事涌上心头，依靠着回忆，想念那
春风般的词笔。过往柔情，如今落寞，究竟如今是自
己冷落了那一轮明月，还是明月冷落了自己？

缘分，就像是一盏茶，瞬间或许便已凉却；然而
浓淡或许可以留于齿间。再来回味，仍觉萦绕在嘴
里的余香。回首间，低眉诉语，谓君尔。

细水长流，与君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这一句

千古流传，记念出陆游与唐婉的情事。每每读时，又
觉伤感扑面而来。陆游与唐婉一别几十年，再见之
时，已是时过境迁；然而这情却如甘醇的酒，愈发浓
烈。我何尝又不愿遇见这么一个女子，从此不再黄
昏独自愁，不再寂寞开无主。细水流年，时间如同指

间沙，悄然流逝。在年华的路上，看过一树一树的花
开，我们总是忍不住将心放飞，又不知道，如何将放
飞出去的心收回。“锦瑟年华谁与度”，这一句是那
样的撩人情思；“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
年。”青春的的美好，华年锦丽一展无奈。

且不问，谁为锦瑟，谁是流年；伫立在那片邂逅
的地方，这暗涌的情愫，愿与君同。

繁花落尽，与君老。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年

易逝，转眼春光就已远去，樱桃红了，芭蕉绿了。一
眨眼，流光便将人抛掷。这世间，没有谁敢和光阴下
场赌注，因为，这将会是一场必败的赌局，当我们都
白发苍苍之时，时光依旧苍绿如初。在爱情的阡陌
上，我一直在寻找，找到一个可以执手月游的人。只
遇这一人，一生过尽繁华，过尽繁华，过尽落寞。
烟云日月，粉黛春秋，低眉翻开书卷，消逝的岁月从
指边滑过却还有余温。苍绿的时光，寂静的古墨，还
有那泛黄的纸张，有君同老不觉岁月沧桑。
……

随着乐曲的旋律，心思随之飘向远方；跟着作
者的笔尖，慢慢体会意境的深邃。渐渐的心净了；缓
缓地，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不觉间，早已风清云
淡…… (来源 文学社 陌 )

水之三大境界
无风而静的一滩死水，有高低差的一抹清绿，有

大河之剑天上来的波涛汹涌。我问自己，活着为什
么？答案在万物运行中流动。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今日不谈前半句，只谈后
半句，在安乐中死去。一个人躺在寝室里，就这样一
直躺着，不想动一动，甚至眼皮都不愿动。曾经那些
闪光的愿望就这样淡去，慢慢的你或许不如死了！因
为死了，只是生命的形态。有一种生存方式叫生不如
死，没有追求的生存对生命也是一种玷污。

在学校旁边下游，一滩臭水教我莫做死于安乐
的人。一身灵光纵横在我身旁，那些为天地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想法又回来了！走着相
同的路，不一样的是，我是高傲的，挺直脊梁去走这
走了好机会的路。

万物纵横，百花齐放是生命的最精彩的体现，一
条河孕育万代生命。因为流动，所以闪光。因为流
动，所以鱼虾争春。但似乎并没有让人看到水的可怕
之处，只是体会了他的价值。水养育鱼虾以及等等一
系列的生物，“我愿意做一个释放出自己光的一个灯

吗？”我问自己内心澎湃，活着，只是为了活着，那么
就相当于是做一份试卷，积极了就行。当一个人的能
力可以超越这所谓的满分时，也就是他只做了及格
分。我想问你是否对你那拥有无尽力量的躯体而羞
愧。那条孕育生物链的河，只会让人觉得可以没有人
刻意铭记它。

大河之剑天上来的毫毛，人只看到了从天而降
的剑。谁看到千年磨一剑的辛酸，但正因此，钱塘江
大潮出名了！百川汇海，猎风势成天怒，谁与我争锋
的豪气。这种气势是我要的么？是的，我要的就是这
种万人敬仰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或许因为生活的贫穷或者家庭的
种种原因限制了我们的格局。但你不要忘记，所有最
初的力量源于大自然。我可以在世界里感悟来自最
初的力量，带着最原始的力量做谁都不敢去做的事，
引领世界先锋的步伐。

水之三大境界。人之三大追求。无对无错，孰是
孰非，愿我们不忘初心，不坠红尘，做最想做的自
己，做不辜负自己的自己。 (来源 文学社 高江 )

岁月寂安袁午后的阳光不再那么热烈袁清风徐徐袁鸟儿躲在院子浓密的树叶下乘凉遥 被风吹过的夏天袁紫薇正嫣然遥 小城静静的依偎在青山脚下

拈一缕岁月的风袁沐一场时光的雨袁让心在平淡
中盈满温润遥 回眸袁有明天可以奔赴袁有过往可以回
头袁有温暖会可相依袁这样的日子袁是我想要的岁月
静好遥

清晨迎着阳光袁走在熙熙的人群中袁感谢这美好
的一天袁给我的这份踏实安稳袁夜晚走在夕阳里袁心
里装着那盏为我留着的灯袁感谢那份平凡的温暖袁让
我有一蔬一饭的幸福袁对生活的尊重和喜爱袁让每一
个清澈的日子袁都溢满了欢喜遥

每一天不同的风景袁掩映着不同的心情袁是岁月
里的来和去袁光阴更替袁也许做不到花开不惊 袁叶落
不悲袁但已没有了许多的波澜袁开始学会适应 袁生活
越接近平淡袁内心越接近绚烂遥

无论阴晴圆缺袁早已学会坦然面对袁人生一场体
验袁要学会用平和来取代抱怨袁花开花落 袁惟内在的
天气是不变的袁给身边人温暖袁把深情许给自己袁与
爱的人陪伴到老袁 你对世界微笑袁 春暖花开便会抵
达遥

心中有花闭花开 袁天空就会澄清明亮袁静下心 袁
看一枚叶子无声飘落袁看一场烟雨润泽万物袁也都是
美的袁岁月漫长袁不必想把生活的滋味都尝遍 袁也不
要急于将风景看透袁细水长流才是最深的感动遥

喜欢那句 袁无论走到哪里 袁记得带上阳光 袁世间
的风景袁简单有简单的妙处袁繁华有繁华的韵致袁内
心明朗的去生活袁不必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袁也不必被

生活的繁琐所困扰袁岁月所赐予的种种袁自有它的深
意遥

你给岁月的善良袁岁月自会还你一份美好袁长路
漫漫袁 总会有人在大雨中为你撑伞袁 在黑暗中抱紧
你袁在寒冷中给你温暖袁在你无助时给你力量 袁最美
的风景不在终点袁而在路上袁最美的人不在外表 袁而
在内心袁最美的岁月袁不在于鲜衣怒马 袁而在于平淡
日子里袁是否有人愿意与你同行袁将温暖和善意赐予
你遥

心若安宁袁岁月也会生出温和暖意袁于平淡的时
光里适应四季袁赏花开的欣喜袁也听话落的叹息 袁捡
拾光阴的细碎袁安放于光阴的记忆里袁任年华老去袁
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遥

岁月袁时而让人惆怅袁时而让人欢喜袁喜忧参半袁
冷暖自知袁我们就这样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遥
在孤独中成长袁在人群中热闹袁在风雨中前行 袁在快
乐中分享遥

阳光下总有温暖生成袁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袁入
骨妖娆袁都是路过的风景袁总有一天你会对着光阴莞
尔一笑袁这样的五味杂陈袁才是岁月遥

人生就是一场旅途袁若能看一些好景袁念一处明
媚 袁途径一场花开 袁便足够了 袁所以 袁那些路过的风
景袁我学会了微笑着记起遥
浅浅喜袁静静爱袁深深懂得袁淡淡释怀袁惟愿此生袁岁
月静好遥 (来源 文学社 李欢 )

此生，岁月静好，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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