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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级会计班 杨臻
残阳雨打花败
散落一地伤心
惦记那
无情的人
绝情的话
心情书写悲伤的曲谱
回去
回不去
曾经的美好甜蜜
忘记过去
从此不在
让泪水再次刷洗
浴火重生
让那些过客
成为永远的
过去式
让爱重生？
就让这不会有撤销的机会
这一切
就让她随风而去吧

彭衙赋

烟

重 生

13 级热电班

折伟

飘渺人生恍如烟
无痕岁月难自言
烟本多情心何掩
化灰零落散于野

奠念
13 级热电班

折伟

今日感慨，与谁述？
昨夜梦回，有谁伴？
明日此时，同谁行？
忆往昔，水涌山叠浪千层，英雄血，苍穹正！
惊闻马航失路途，可怜家人泪沾裳。
昆明罹难亿人衰，
看今朝，
江水犹热情仍坚，
闻鼓起，
将帅来！

中国梦--民族之梦
13 级热电班

每 个 人都 有 梦 想 袁 而 每 个 人 的梦 想 都 不 一
样 遥 每个民族都有梦想 袁而他们也不一样 袁但有一
个国家 袁他们的梦想几乎一样 浴

-- 臧克家
梦，乃幻境也；
想，乃思想也。梦想，乃人之动
力，精神气也。
2012 年 11 月 29 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
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我中华之梦想
也，从而使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想击起了一
道冲击线，使我国少年英才皆为之拼搏向上。一
个梦，两个梦，三个梦，13 亿个梦，结成红红的中
日月同辉。为追求梦
国结，高高地挂在天空之中，
想而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每个人都曾认为
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的幸福之门才为我们打
开。但我却不那么认为，只有我们一起努力，勇于
向梦想冲刺，那么，我们的国家才会为之更加繁荣
与安乐。
梦想，多么美丽又善变的字眼，使多少人为之
忧愁？使多少人为之喜悦？又使多少人留下光芒？
理想是灯塔，而我们则是海上迷失方向的游轮，照
亮了多少迷途知返的我们；梦想是母亲，我们是孩
童，抚平了我们心中多少难言之隐；梦想是风，我
才能明白他的苦心！
们是叶，只有我们飞出，
从古至今，念念过去，
思过如今，遥望未来，
为
了心中之梦想，有多少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被
迫于山林，流放于边疆，"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 " 多么悲愤与向往和平，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
放弃了梦想与自我原则，他们的爱国之情足以让

秦磊

人难以不发奋图强，只有使自己国家强大起来，才
有选择追求自己梦想的真正的权利，或许我们不
是很明白，但如果真到了那时，我们没有心力去
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
全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并且将它实现，那样才更加
体现出自我的理想幸福之处，当然，那也是自己内
心的一种升华，对祖国的交待。
" 中国梦，民族之梦 "，实现它是多么的不易，
也正因为不易做，我们才更应该去实现它。梁启
超先生曾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确
实如此，我们承担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学生，
我们应尽自己最大之努力，最多之责任去时刻准
备！刻苦学习，努力求知，奋发向前才是目前我们
应该去完成的，争取使自己磨练成钢铁。
当你想要为一件小事放弃梦想的时候，请你
想想那些为了不让侵略者侵占中 国而英勇发起
斗争得前辈们，他们为了祖国，付出了太多太多，
流血、
负伤，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记得苏格拉底说
过："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我们从不怀疑。因为梦想只要经过奋斗，就可以
变成现实。这里的 " 中国梦 " 不再是一串漂亮的
宏观数据，不是畅销书榜单上的大国崛起，不是外
国媒体派送的花篮活炮制的标签，它属于每一个
平凡的中国人。
中国梦想，中华民族的梦想，就在前方!我们
不应该停下脚步，未来的中国，未来的民族，未来
的自己，都在期待你的坚持与勇敢。放飞梦想，
为
了中国梦而奋斗！

校报助文学协会成长
文学协会 高文瑞

校报是学校党委及行政的机关报纸。她的存
在让同学们感受到犹如自己的知己，你不仅可以
在这里宣泄自己内心的不平整，而且可以在这里
诉说内心的喜悦。用文字的形式展现着自己在身
边发现到的点滴。生活仍然是这样，阳光的明媚，
月亮的形影，
象征了一天的结局。但你用文字撰写
的文章，随着学院老师的排版和印刷，当那些文字
陈列在校报的某一个角落，带给你将是对自己的
信任和对生活的期望。这时你会发现，校报在学院
生活中占据着独到的地位，你如果利用校报锻炼

自己的写作能力，
短暂的时间你的努力
将会回报你的付出。你独到的见解，就
是你努力的结晶。
刚走进大学的校门那时，校报就真实的
向我们展现着校园每一个角落所携带
的活力。在熟悉了校园的一切之后，每
期的报纸一直陪伴着我们，丰富着我们
的生活，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使我们的
每期校报都能充沛着新的知识，让同学
们在这里感受到文学其实就弥漫在我
们的身边，只要你想去参与其中，校报
将会是你展现自己的一个平台。但那时
的我似乎还没有意会到这些，直到在步
入大二之后，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属于自
己的一片领地。
文学协会的成员参与其中积极投稿。在协会
成员共同的评论下，对表现良好且得到好评的同
学颁发荣誉证书，以此鼓励。希望文学的味道更能
充沛在学院的每个角落。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
与到有关文学的活动当中。
文学协会诚邀学院的每一个同学一起学习文
学，探讨文学。

感谢
12 级热电班 刘艳军
“感恩”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为 " 对别人所给的帮助
表示感激 "，感恩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情感行为，这种情感和行为
包含着尊敬师长、
关爱他人、回报祖国、珍爱生命、追求和谐等伦
理价值。一颗颗感恩的心，组合成社会的良心、善心与爱心。加强
感恩教育，就是要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培养出
健康和高尚的人。
感谢父母，赐予我生命，不求回报地爱着我疼着我。
感谢老师，传授我知识，告诉我做人的道理。
感谢朋友，在我困惑，委屈的时候给我力量。
感谢所有进入我生命中的人，因为是你们一点点装饰了我
的人生 。
感谢这个世界上所有值得我们感激的人。

秦
先皇阳武，
夏商彭衙。春秋时属，雍州
之城富甲一方；孝公改郡，白水之名封得
邑县。故郡彭羚，今曰白水，山娇水媚，物
美风醇。郡邻三县，百废俱兴造福黎民；地
造两河，生息灵气均落家户。盘踞三山，道
通五塬。地处黄天厚土之间，脉连南北咽
喉之络。十四秀水，贯通府郡；八大水库，
星罗密布。道风遗存，追忆灵仙古韵文化；
沟壑麓畔，观览先祖躬耕垄亩。
彼白水城也，亦有江南之柔，塞北之
刚，新西之静，沪东之秀，实属仙境。崇楼
连汉，出灵气而凌风雨；飞阁流丹，挟云景
而薄星辰。望层峦而青峰抱，闻涛声以抒
情怀；瞰秀水而白练横，感万物以明事理。
山明石秀，
竞呈于几席；星眉月眼，争透乎
牖棂。晨曦披露而白云飞；日曙凭栏而聊
天声。羲和振鞭，
晴虚陈珪而树表；夸父弃
策，碧落砾石而流金。
聊成化者，亦登远眺之居也。城府郭
襄，因烟雨峰峦生于情；江山盛慨，以野媚
川晴而舒心。春泽风娇日媚，夏宜荷净生
凉；秋林篁修署退，冬季冰雕寒凝。上皇古
泉，仪狄信守承诺；招贤纳士，丽娱制衣解
难。茅屋卧破，惟知太白将至；云溪醉酒，
酣饮山涧清泉。即兴作赋，而抒眷恋之慨；
两轩双亭，
以表怀情之意。建寺立庵，魂牵
赞皇之公孙；崇佛尊道，施恩行善之民生。
星冠霞怶，
悟七心之尽妄；暮鼓晨钟，知人
垢之宜销。身受禅佛礼学，刻骨铭心；家承
上古皇恩，应尊守道。
若观夫胜景，客惜昨日之憾。沙明水
浅，渔舟自唱话元首；夜岚静寂，银月青霜
信笺人。兔园鸭栅相伴，破万卷而心溅驽
马；雪案萤囊是依，涉百家而志存骐骥。怀
青山之志而赴举，有似衔芦之雁飞；拥白
雪之才而登科，宛如戴角之鱼游。思昧上
古，官感今日。文字圣人，史皇之氏恩受加
典；酿酒鼻祖，一樽米酒御香天下；敬仲造
纸，数犯严颜匡弼时政；陶瓷位世，地黄圣
庙均尊奉之。此举四圣，物泽生辉，激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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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你生命中的拥有，感恩你身边的人，
感恩你所有的所有。
历来就有 "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 的感恩思想。感恩之心是一个人幸福的源泉，一个心存感激的
人，往往就是最快乐的人。在感恩的氛围中，人们面对很多事情
都可以平心静气;在感恩的环境里，人们可以认真、务实地从最
细小的事情从容做起;在感恩的空气中，人们自发地真正做到严
于律已宽以待人;在感恩的气氛中，我们将不会感到自己的孤独
……加强感恩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让他们拥有一颗阳光的心
灵、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感恩社会、感恩父母、感恩老师和同
学，从而与人与社会和谐相处。
骄傲的人，
很少感恩，因为他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已得到他应
得的一切。处于成长阶段的大学生，尤其是部分独生子女身上存
在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们很容易形成 " 成皆由我，败皆由人 "
的思维习惯，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努力，而看不到别人的付
出。因此，要有意识地逐步引导大学生用辩证的方法多角度地分
析问题，在看到自己努力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人对自己的帮助，
养成谦虚进取的心态，由此知道感恩、学会感恩。
我们铭记父母的恩情，感恩父母的养育。风雨人生路，让感
恩与你我同行！

鸣

歌，万古传颂。
渭北明珠，光耀白水。莅临知县，福荷
修茸校舍；凤翔教谕，甲第文品卓然；敢竭
表书，宁参诗文风雅；朱门喜客，杜甫作赋
武庄
谢恩。彭衙战役，笑看秦将拜赐之师；
神女
集训，
演义兵家逐鹿之剧。林皋湖库，
秀色尽赏山川；方山公园，绿意盛浓迷醉
大地。高速辐射，铁路纵横；巨轮盈港，银
机频频。四街交尾，立首十字；候楼宾馆，
花团锦绣。琼楼鹤立，拔壕摩天；百姓超
市，吐吶时尚；大道重载，驰远鲜珍。风味
小吃，过客赞口不绝；吆喝长歌，忽闻秀艺
达人。古街映月，华灯清渚流虹；广场晨
曦，鸥聚练舞相悦。
锦绣城府，文脉白水。仓颉家园，
书法
诗会惊风雨；杨亨故里，乡饮嗜宾雨润物。
癝君土家，祭奠歌舞动天地；古城遗韵，民
间丝竹泣鬼神。下坪堡故事，教化今人孝
为先；
飞泉寺谜语，白鸡扑潭喻世风。健谈
西部边境，佳肴绝味，囊括四方：土 家清
炖，湘鄂火辣，川渝麻汤，粤闽海鲜。白水
城也，冠世乡都，人间伊园，中外游客，资
意留恋。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巨都皇皇，载沉
载浮。物转星移，
抚今朝而惜昨日；盛世和
奋斗岂能
平，
操箪瓢而赋歌。锦城虽云乐，
休！嗟呼，
白水强弱，亦靠儿女，
百倍努力，
市井繁华。发展才是硬道理，
逆水行舟自毙
自。遥想百年后，
煮酒论英雄，
天下名城安
在？四海回首莫白水！
2013.4.14
注：
彭衙赋：就是写给渭南市白水县的一
篇文章，也是写给我自己家乡。
阳武：在古代黄帝把白水县封为阳武
县。
彭衙：古代夏商时代白水县封为彭衙
县。
三县：白水县联通三县（蒲城县、大荔

当《大学版一站到底之有问必
答》活动举行成功之后，那是 2013
年 3 月 14 日的晚上。
为了让活动能有一个好的收
尾，让我们更能吸取精华，可以有
机会承办让更多同学所喜欢的活
动，我们走进了大一女生同学的宿
舍。
在交谈中。首先见到的是机电
一班的同学。他们对活动提出如果
可以在大点的教室举办效果会更
好的。更有些喜欢交谈的同学说如
果能把题目难度降低，她们会更喜
欢参加的。当然避免不了的有些性
格内向的同学说不愿意去参加学
校的这些活动，因为自己平时太忙
了。而且强调说明，活动根本不吸
引人，地点也太小了。当问到机电
一班的同学你们所喜欢参加的活
动时，她们显的有些不知所措。也
许她们没有想过，也有可能她们对

县、澄城县）。
两河：白水县地造南面白水河，东面
孔走河。
三山：白水县西北雁门山、东北黄龙
山、东南五龙山。
五塬：白水县联通大杨塬、史官塬、尧
禾塬、北井头塬、雷村塬。
古泉：黄帝发现这个泉水，口感清爽，
让仪狄看守，后命仓颉在这酿酒，这泉水
就闻名天下，这就是著名的白水泉。
丽娱：黄帝的爱妃，黄帝南征北战、食
不果腹，生活极其艰难，丽娱就亲自为人
们编制衣服，以表自己心意。
四圣：白水有名四大圣人 （文字始
祖—仓颉、酿酒鼻祖—杜康、造纸神人—
蔡伦、陶瓷先祖—雷公）
福荷：在清代任白水县知县（王永命，
字福荷）注重教育，整修学校，篡修县制，
大力解决民生问题。
甲第：奚甲第，白水县人，在乾隆四十
二年间在凤翔任职，教谕世人，其甲第被
称为“文有逸品，卓然名元”
的美誉。
宁参：在元代任白水县尉兼主薄，此
人诗文雅正，著作《狱记》。
杜甫：杜甫在晚年时，仕途不济，遭遇
战争，携妻子儿女前往白水县的舅父家避
难。为感激舅父的收留之情，便写《舅宅喜
雨》。
彭衙战役：在秦国攻打晋国时，冒然
前进，导致全军覆没，晋国士兵嘲笑秦国
这是“拜赐之师”。
武庄集训：彭德怀指挥的壶梯山战役
取胜后，便在武庄村演义了群雄逐鹿的话
剧。
林皋水库：位于白水县林皋镇西南角
一块天然湖泊，
省级发展水库。
方山公园：位于白水县新卓村西北角
一块天然森林，
省级保护公园。

活动的期望用语言无法表达。但也
有同学明确表示想要参加些做游
戏的，模拟面试，
辩论赛，美食大赛
等活动。
当走进机电二班同学的面前
时，她们谈到活动貌似很开心。表
示由于自己的班上大都是神木人，
而且都是单招，所以大家很缺少勇
气。其实内心的还是很渴望去参加
这些活动的。只是自己还不够自
信，表示很遗憾。对活动的策划也
尤为赞美。但又有些同学觉得题目
太难，不愿意去干自己没有把握的
事情。她们表示她们心中的活动的
样子是神木方言 PK 赛，包饺子，
告白大赛，
服装大赛，骑车大赛，春
游等等。
化工班的同学至今让我记得
很清晰。她们很开朗。有位同学说，
觉得活动很好，但是就是没有参
加，没有原因的。其中有俩个女生

说，自己更喜欢做幕后。有点遗憾
的是，好几个女生表示，自己很想
去参加，由于自己比较羞涩，所以
只能看着别人开心的回答问题以
及领取奖品。她们表示学校的任何
活动都可以，只是可惜学校的活动
越来越少。
矿电班俩位笑脸相迎的小女
生，很开心的赞扬文学协会做活动
的内容很不错。
和同学们虽然是短暂的交流，
但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同学们对大
学生活的期盼以及或许是一份奢
望吧！有时候大学生活不仅需要的
是一个句号，更是一个感叹号。
鉴于同学们提出的要求以及
一些想法，文学协会将会以同学的
想法为主体来承办更好的活动，希
望能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与参与。

血中国 梦流淌
12 级机电 2 班 高大梅
中华五千年成就了一个泱泱
大国，历史书写了它雄伟的身躯，
天地在东方升起了一个不容小视
的龙华子孙家族，龙腾华夏，中国
，存在于每一个龙的传人沸腾的
血液里，在这片土地上，山水与
色，
人心合一，留恋的不仅仅是它
血脉相连的情意，更是人心震撼
不动的团结力量。有人曾说神奇
的东方有一条龙，我在想如果我
的生命是母亲给的，那穿过肉体
给我源源不断的气息就是它，走
过我脑海的记忆告诉我，我属于
它，
我活着的希望是仰望它的，于
是，从此可有一个属于中国的梦
在我心中流淌、延伸、壮大。
也许曾经的辉煌有些素淡，
也许历史给你带来的荣誉或耻辱
不足以让你心动，但我早已血腾，
承载我光年不及的青春年代里，
我发现自己的生死没有那么的伟
大、
出奇，但绝对是点亮一丝希望
的光源。我们悲伤难过，她已然历
经苦难。我们意气风发，她已数度
辉煌。你是否记得那些苦难年代
里走来的中国，它血迹斑斑，追随
的人们却誓死不摇，千年后，多少
沧海桑田的变化，多少龙腾虎跃
的中华魂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

在我们的周围汇聚，延续着中华
民族的血脉。风霜雨雪，兴衰沉
浮，
中华民族的光芒永远散发着。
他们的梦也是我们的青春梦，我
的中国梦。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或卑微
而踏实，或遥远而富足的梦，每一
天我们用它提醒着自己的存在，
每一刻我们用它拨起生命的下一
次脉动。夜里梦中会呼唤来自远
方的曙光，我们深深渴望它是一
个完整的梦，美好的梦，祝福它，
也祝福我们有同一个梦想。我们
呵护它给的甜蜜，带着中国晨醒
的姿态，用我们稚嫩但沉重的拥
抱，
让所有人忘了不堪回首，忘了
难言琐碎，用一腔热血淋浴它冰
凉的身体。黑夜沉睡了，但请相
信，
承诺是我们之间不言的秋密，
有血有肉，就为了祖国飞扬吧！
我们是中国人，这是个信仰，
深深扎跟的深度超过了亲人的血
浓于水，斩不断的情深意重，如北
归的候鸟年年归来如一，早春大
地年年翠又绿。有些事，深藏在我
们心里是为了激发的，总会有一
天，东方这条沉睡的龙会一觉醒
来，精神雀跃，那时，未来的明亮
的 空 中 总有 中 华 儿 女成 长 的 姿

态。
又一季雨来临，洗刷了这个
古城灰色的尘态，一尘不染的素
颜掘出了新的生命色，我在这里，
有一个美好的信念，铲土中下，不
用急待，就会迎来一场大丰收，中
华的血液是红的，映照着我黑色
的眼眸，我努力的茁壮成长，害怕
忘了 自 己 有 一 个不 能 忘 却 的 使
命。流年失色，那又算的了什么！
我诉说每个场景的未来，岁月的
苍老 带 给 我 的 希望 是 不 能 言 辞
的，我摸了一把泪水，踏着先人的
脚印努力向前，我知道长江后浪
推前浪，但愿走的远一些，杂草丛
生不怯色，用千万人的生命色描
绘一张宏图，伟大的历史记录一
切淋漓尽致的畅快吧。
我的梦，我的中国梦，是一个
充满自由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快乐，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
的领地。我们自由地爱，自由地飞
翔。祖国，请您放心也请您相信：
我们会在自由的环境里生活和学
习，珍惜每一个机会的青睐，珍惜
每一次秒针的滴答，用我的青春
诠释自由的梦，做肆意盛放的花，
给你带来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