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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之日，我们和枣院一起
履 时叶
当中秋遇见国庆， 家与国撞
了个满怀， 枣院小萌新们已经在
心心念念了很久的枣院里生活了
一个多星期， 有这么一群与众不
同的小萌新们， 他们在双节那天
没有同其他人一样出校门聚餐和
玩耍， 而是早早起床去做了他们
早就打算好的事情。
寻找舌尖上的枣院

“
终于把我们想吃的枣院美
食吃遍了， 真满足！”20级新生栗
众说道， 栗众和他的舍友们在入
学初始就询问了师哥师姐们枣院
的美食， 但由于一到饭点食堂的
人就爆满， 想品尝的很多美食都
排不上队，栗众说：“
很巧，我们宿
舍都是比较在意美食的人， 我们
在手机备忘录上列好了清单，早
早就打算趁着国庆中秋大家都出
去过节的那天去品尝我们心心念
念的美食，”就这样，国庆中秋，双
节同庆， 栗众与他的舍友们开启

寻找舌尖上的枣院之旅。
栗众和他的舍友们早早起床
一起来到了榴园， 各点了一份鸭
血粉丝汤， 看着食堂阿姨抓起一
把粉丝放进开水中， 然后在碗里
再放进鸭血、豆芽、鱼豆腐等等，
然后在最上面放上几片鸭肉和香
菜， 栗众谈到：“榴园的鸭血粉丝
汤真的太好吃了， 这一碗色香味
俱全的汤让我好像又回到了高中
时期妈妈早起做的那一碗汤，味
道虽有所不同， 但心里真的暖暖
的，很满足也很幸福，”或许无法
在这中秋佳节与家人团聚， 可这
一份汤也能感受到这中秋的温暖
与祝福。
大约上午11点时， 栗众和他
的舍友们又开始整装待发， 他们
兵分三路， 去买了早就闻名的桂
园辣子鸡、榴园二楼番茄米线、榴
园一楼石锅拌饭、 枫园武大郎烧
饼、四合院朝鲜面和关东煮，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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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道：“
那天中午我们的午餐非
常丰盛， 终于把大部分我们想吃
的美食买到了， 这一天的国庆与
中秋佳节，真的是与众不同，我觉
得这是我们大学生活里最珍贵的
回忆。”
相约月光下的枣院

夜幕下，初秋的风徐徐缓缓，
轻轻柔柔， 在结束了一天的寻找
美食之旅后， 栗众一群人来到了
枣院的谈心重地——
—学校操场，
一群人围成了一圈， 中间放着一
起买的炸串和烧烤， 由于刚开学
不久，大家互相之间还不了解，于
是每个人都分享着自己过去的小
故事，亲情、爱情、友情，每个人都
特别认真地聆听着彼此的过去，
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
栗众说道：“
机会可以和大家坐在一起谈谈
心，也许是中秋节的缘故吧，那天
晚上大家都敞开心扉聊了好多自
己以前的故事， 感觉我们之间的

关系又近了一步。”
军训已经画上句号， 学习生
活由此展开， 栗众一行人的月下
谈心是以即将开展的学习生活落
幕的， 栗众说道：“我们几个人多
多少少都对接下来的学习生活有
些担忧， 听说大学的课程讲得是
比较快的， 而且学的东西也不只
是简单的数理化， 比较担心自己
能不能接受， 不过和这么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奋斗， 也不会觉
得孤单了。” 失去了白天的喧嚣，
月光洒满操场， 悄然间一群人心
与心慢慢贴近。
皓月当空， 思忆更浓， 虽然
这个国庆中秋双节没有家人陪
伴， 虽然与家乡之间隔着山海，
但是有温暖的枣院相伴。 以后的
以后， 期望每一位小萌新和枣院
一起憧憬未来， 走好每一步， 在
枣院的相伴下收获一个充实的大
学生活！

喜逢金秋 幸遇枣院
履 杨家慧
金秋送爽，雁过留声，正是一年秋风送爽
时，又是一轮花好月圆日。今年的十月一与往
日不同，满街扬起的国旗和满街飘香的月饼，
国泰民安和阖家团圆。当中秋遇上国庆，合起
来就念为“中国”。当莘莘学子遇上枣院，又会
产生怎样的碰撞？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
阙，今夕是何年。伴随着双节的到来，大一新
生也已入校近两周了。 所有事情都在慢慢步
入正轨。 来自传媒学院的王悦同学说：“告别
家乡，告别亲人，我踌躇满志地踏上南下的征
程，来到了枣庄学院，在这短短的10多天里，
我既感受到了师哥师姐们对我的热情， 也感
受到了枣院浓厚的文化底蕴， 还有食堂阿姨
做的饭也很好吃哦！”王悦憧憬着她未来的大
学生活会拥有全新的开始， 会度过充实的青
春，会有与众不同的经历，亦会有别样的酸甜
苦辣。
垂垂秋风爽心扉，朵朵秋菊展笑颜。枣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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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暖阳伴着国庆如花开放， 美好的时光
也如繁华流水。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的梁蓉
同学说：“来到枣庄学院后， 我有出现很多不
同的想法跟感受。突然与以前的生活说拜拜，
离开父母独自面对一个新的环境； 缺少亲人
的依靠，离开原来的朋友，要学会独当一面；
会觉得有迷茫，不知道将来的路会怎样，周围
的人是朋友还是敌人，我都不清楚；要办理很
多的事情，入学手续，找宿舍，搬行李，认识新
环境，军训……”新鲜、突然、兴奋、迷茫、累等
等的情绪包裹着梁蓉，让她一时难以接受。梁
蓉同学表示尤其是在离开父母的第一个星
期，让她更加思念家的温暖。上大学，每个人
都会为自己的年轻稚嫩付出青春， 但与此同
时，我们也是在这里面获得新生，步入成熟。
凡是走过的路， 必会留下痕迹。 来自经
济与管理学院的张雅安同学经历了2次高考，
最后成功考取我校经济管理本科。 张雅安同
学说： “因为年少轻狂， 我们很可能会失

败， 可也正是年轻给了我们勇往直前永不言
弃的资本。”大学生活，就像是一本书，有最美
丽的彩页和故事，也有最精彩的人生。张雅安
说：“来到枣院之后， 在生活中有宿管阿姨跟
师哥师姐们的关怀， 在学习上有老师和同学
们的帮助， 这让我更加觉得我选择复读的
决定没有错， 这就是我一直向往的大学生
活。” 大学是我们每一个人梦想的殿堂， 为
了来到这个殿堂我们历经风雨， 既然跨进了
这道门槛，那么就在这梦想的殿堂里度过充
实的青春。
大学不随外界变幻而更改， 不因岁月迁
徙而转移， 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温暖与回忆。
在枣庄学院， 每一天都在发生许多新奇的东
西； 每一天， 都有着它独特的乐趣； 每一
天， 都在给我们全心的感受。 今年的十月国
与家撞了个满怀， 虽天气已渐渐变冷， 但枣
院也抵挡不住同学们的青春活力， 处处充满
温馨。

外省学子在枣院的第一个中秋
履吕文萱 张海鹏 孔德颍
游子在外， 如同飘荡于大海上的浮舟，心
中满载对故乡的思念。在不知不觉中，20级的外
省学子已经进入枣院一月有余。而今正值中秋
月圆，身边没有家人的陪伴，但可幸的是能够与
同学相互陪伴，共同分担彼此的忧思。
中秋节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对于那
些身处外地的同学们来说却是个格外想家的
日子。政法学院的徐丽娜是一位来自贵州的大
一新生，当她被记者问到在学校度过的第一个
中秋的感想时，她说：
“
来到大学快一个月了，以
前从来没有离家这么远。没有家人的陪伴，也没
有熟悉的伙伴，感觉有一点失落，但我的舍友给
我分享了他们的特产，还给我了她们自己家做
的月饼。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舍友给的月饼，是蛋
黄椰蓉馅的，这让我感觉既新奇又温暖。”旅资
学院的李美艳，来自甘肃，第一次离开家乡在外
地过中秋。她告诉学生记者：
“
我想念家乡的麻
饼，就是月饼，是我们那里的特产，它是圆形的，
饼外面全是芝麻，馅是有花生、冰糖、芝麻和一
些香料混合而成的。今年虽然没有家乡的麻饼，
但学校给我们每人分发了一个馅料很足的月
饼。虽然没有家人在身边，但同学们的陪伴也让
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温暖。”
光电的周浩来自衡水市， 他离开家乡后，
爷爷奶奶的农活又重了，他很怀念农村土地的
新鲜气息。
“
记忆里的中秋都是在家里过，一家
人一起吃月饼，有说有笑。今年中秋最让我失望
的是没法回家陪爷爷奶奶，不想让他们俩自己
过中秋。不过我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也有很多
知心的师哥师姐引导我在工作和学习上进步，

我觉得充实的大学生活可以让我不那么思念
家。”他说道。中秋佳节，虽然大多数外省学子不
能与家人团聚，但是他们身在枣院这个大集体
中，也不会觉得孤单。
为了使远在千里之外求学的学子不再有
思乡之愁，为了使同学们在陌生的城市找到团
圆的感觉，找到家的温馨，少一份乡愁，多一份
快乐，音乐与舞蹈学院、光电工程学院和美术与
艺术设计学院的大一新生在中秋节这一天举
行了联谊活动。
在这美好的节日里怎么能少了吃呢？每人
一块大大的月饼，甜甜的小橘子，还有同学们自
带的小零食，再配上同学们精彩的节目演出，使
整个联谊活动精彩纷呈，虽然是两个不同学院
的同学，但在这热闹的中秋联谊活动中相互认
识，成为好友。学生记者通过采访参加活动的周
浩同学了解到，此次联谊活动中不仅有个人才
艺的表演，还有一项特别的活动
“
月饼剪影”。周
浩同学说道：
“
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外地求学，
少了家人的陪伴，心中不免有些失落，但当大家
一起参与到月饼剪影的活动中，感受到同学们
带来的温暖，多了同学的陪伴，远在他乡也感受
到团圆的气氛。”在这一天，外省学子们有对家
乡的思念，但现在更多的是开心，他们在枣院这
个大家庭中找到了温暖。
离家远行， 剪不断地是对故乡的情思，远
离家乡的第一个中秋节，虽无法与家人见面，只
能通过声音寄托情思，但在学校里却收获了珍
贵的友谊，在外省学子的枣院生活中，势必是最
难忘的一笔。

夜晚的九龙山下，
黑色笼罩了一切房屋，
月色朦胧，树影婆娑，风
儿轻吹， 综合楼1109自
习室处处静得像一潭
水，一切显得那么安谧，
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埋
头思索的小小的身影，
她就是19级化学化工与
材料科学学院学子宋梦
远。 宋梦远学习成绩非
常优异， 大一成绩稳居
班级第一， 获得了优秀
学生一等奖学金与学习
优秀奖， 担任院学生会
学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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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起信念的风帆，
成就未来

乘
风
破
浪
会
有
时

信念的力量在于即
使身处逆境， 亦能帮助
你鼓起前进的风帆。宋
梦远同学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我觉得对于
我能取得这样小小的成绩帮助最大的就是
我的信念， 由于我当年高考志愿没有填报
好，导致我直接滑档，没有进入我想要的专
业，等到了征集志愿时我才有学可上，其实
我觉得信念的魅力在于即使你遇到险运，亦
能召唤你鼓起前进的勇气，所以从开学起我
的信念更加强烈了，我一定要努力，通过考
研进入我想去的学校和专业。” 对理想的向
往和期盼使她扬起信念的风帆， 去乘风破
浪，成就未来。
信念并不是一时就有的， 要想让自己
有坚定的信念， 宋梦远认为：“我个人认为
首先你要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是什么让
你始终坚持做的，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想清
楚了这些问题后，你要有实际行动，你要怎么
去追逐你的信念，你有没有为之付诸于行动。”
沉入坚持的巨浪，砥砺前行

柔石川行，逆水难催。溪水可以流入大
海是因为无论乱石还是泥沙都无法阻挡它，
它都坚持地流着。宋梦远同学珍惜每一个早
自习的时光，上课认真听讲，没课时也按照
上课的时间坚持去综合楼自习，即使在大二
取消晚自习后也会前往自习室按照自己的
计划学习，周末她也不会放弃，她的舍友醒
来后总会发现她的床上空荡荡的，不知何时
已经前往图书馆看书去了，每个周六的上午
是她固定的去图书馆看课外书的时间，周末
的其它时间她仍然和往常一样去上自习，她
日复一日这样坚持着， 在接受采访时她说：
“
其实我们大家有目共睹， 那些成功人士都
是年复一年朝着自己的目标坚持着，我们最
应该学习的就是那些成功人士背后的坚持，
只有在风雨中依旧砥砺前行的人才会成功。
我认为坚持这一点我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在
遇到外界诱惑时，我经常回想自己之前为了
自己的目标所做的努力，我会想：那么多天
的坚持，难道受到一点诱惑就放弃吗？”人生
如奔流不息的海洋，宋梦远同学一直在坚持
不懈地向着彼岸前行。
绽放友谊之花，风雨同舟

一个人走很远的路， 沿途风景再美，也
有孤单寂寥的时候，但朋友的陪伴，一句温
暖的问候，一个鼓励的眼神却可以在你无助
落寞得将要倒下时，轻轻地将你搀起，他们
会陪你一起，风雨同舟，砥砺前行。宋梦远同
学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了朋友的重要性和对
她的帮助，她说：“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
遇到了我的四个舍友，她们性格各异，对我
的帮助非常大，一个人总是沉浸于学习肯定
是会感到累的， 但我却很少有这种感觉，因
为每次我学习时她们都会陪着我，每个周五
周六的晚上是我们的畅谈日，我们会喊着其
他好朋友围在一起，一起聊天，聊自己的烦
恼，我们之间是互相理解的，因此根本不用
担心说错话什么的， 有时候我们一起玩游
戏，总是欢乐多多，真的会让我这一周积攒
的不开心全都烟消云散。有一群这样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每当我遇到困难，我都
会觉得有她们陪着，再也不是孤单一人了。”
一群合群的朋友带给了她继续前进的勇气
和动力。
精彩人生的背后总会有让人无法忍受
的艰辛， 而唯有雨后的天空才会出现彩虹，
唯有经过黑暗的洗礼， 才会知道光明的可
贵。信念、坚持和朋友使学子宋梦远乘风破
浪，朝着自己当年的遗憾，朝着自己的人生
目标砥砺前行， 相信经历一番彻骨寒后，她
一定会得到一阵梅花扑鼻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