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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光荣传统
——
—枣庄学院援疆支教团开展清明节扫墓活动
履 张昆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抔热土一
抔魂。 今年的清明节， 枣庄学院援
疆支教团和巴仁乡教育党总支来到
疏勒县烈士陵园， 一起缅怀先烈、
致敬英雄。
疏勒县烈士陵园， 埋葬的主要
是从事革命建设工作和支援边疆、
保卫边疆去世的同志。
活动首先由教师代表姜周和阿
卜杜热伊木书记以及学生代表为烈
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在宏伟庄严的
纪念碑前， 全体人员静静肃立， 默
哀三分钟， 追忆革命先烈的不朽功
勋， 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之
情。
接着， 学生党员代表张雯惠发
言， 她郑重承诺， 要把革命先烈的
奉献精神融入到支教团工作中， 艰
苦奋斗， 弘扬英雄奉献精神， 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进性， 用实际行动践

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巴仁
乡14村小学校长罗思昱发言， 她讲
到，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
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正处于新时代
的我们， 要学习革命烈士们不畏艰
难、 勇于献身的精神， 更好地为学
校和社会做贡献。
在张昆老师的带领下， 大家重
温了入党誓词， 当举起右手的那一
刻， 大家自豪而庄重， 每个人都意
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一定要举起
先辈传过的红旗， 好好学习， 认真
工作，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最后， 大家一起瞻仰纪念碑，
默诵着纪念碑上毛主席的题词：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
天”， 在心里默默向烈士们致敬。
在这些烈士里有一位让大家特
别感动， 他是从事测绘工作的孟建
强， 1972年牺牲的时候年仅17岁，

不负韶华不负春
枣院送走了三月，迎来了人间四
月天，这是一个美好的季节，花开满
簇，深红映着浅红，偶尔来点鹅黄点
缀，彰显了勃勃生机。在这充满希望
的季节里，有这样一群枣仁，
“
晨兴学
习紧，带月携书归 ”，为来年考研做
准备。在这样一群人中，有一只小小
的、黑黑瘦瘦的，正在发挥他的
“
洪荒
之力”，他就是赵星，一名政治与社会
发展学院的大三学生，现担任记者团
团长，并且是新疆支教团的一员。
大学之法——
—有所获

刚踏入大学的枣仁们还是完完
全全的一张白纸, 每个人尝试着在这
张纸上画出美丽的图画, 四年的时光
很漫长, 但当白纸被填满各种各样美
丽的图案， 这个宏伟的作品便完成
了。 于是枣仁们开始竞选班委、 参
加社团， 赵星也不例外。 大一的他
是班里的劳动委员， 学校公寓管理
委员会成员， 记者团的一员。 大学
生活可以是忙碌的， 也可以是平淡
的， 但忙碌不代表“
瞎忙”， 平淡不
是“
混日子”， 重要的是有所收获，
有所成长。 赵星， 一个什么都不懂
的大一新生， 第一次只身一人去拉
赞助， 在门口徘徊了好久才进去，
刚晋升为记者团长的他第一次办记
者节晚会时也无从下手……但这并
没有成为他的阻碍，相反这些都锻炼
了他的能力，让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开
例会、安排工作都井井有条的重要力
量，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古板”，因为
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他思路
想法清晰，做事严谨。
坚持所选——
—不后悔

当你选择了这条路，并坚持走下
去，终究会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独特
风景， 不后悔。 身为记者团团长的
赵星在援疆回来第一次例会上， 跟
所有的成员说： “这次去支教， 我
从未后悔， 因为那里需要我。”
2018年6月初， 学校新疆支教的计划
“
传” 到了赵星的耳朵里， 如同在平
淡燥热的夏天突来的一场雨， 援疆
的种子在他的心中开始萌芽。 “我
听到消息， 就报上名了， 之后公告
下来被选上了， 现在看来应该很幸
运吧。” 他事后说道。 赵星说:“
在新
疆的这段日子， 每天基本要上四到
五节， 另外还要写教案， 改作业、

业务学习、 政治学习、 写三联。 虽
然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我总有
一种强烈的存在感， 尤其是临走时
学生突然哭着问我:‘
赵老师， 你真
的要走吗？’ 这深深让我觉得我真的
被需要。” 新疆的教师资源匮乏， 学
生们需要更多的老师， 于是枣庄学
院的师生们奔赴新疆去支教。 他们
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份感情， 就像赵
星所说:这次支教是一段经历， 一份
牵挂。 路是走出来的， 勇敢地踏出
第一步， 以后回想起来便没有“后
悔” 两个字。
扣好扣子， 走好每一步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 这是习大大的嘱咐。 “
将眼
前的事情暂且做好， 勇敢向前走才
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赵星内心最真
切的想法。 对于未来的发展， 他暂
时没有规划， 在他看来， 现在还不
是对未来选择的时候， 也没有资格
去选， 眼前最紧要的是接踵而来的
各种考试。 但他不会慌， 因为一切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一九年学期末，
援疆师生凯旋， 紧接着迎来了寒假，
但赵星并没有利用这个寒假来放松，
而是开始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 假
期他认真看了一遍书， 回学校后又
准备了十二三天， 考完教资， 他开
始补因为援疆所耽误的作业和期末
考， 大约一周后， 他开始转战考研
因为英
备考的大军中去。 赵星说:“
语差， 所以学习以英语为主， 一般
都是早中晚背单词和看恋练有词的
课交叉进行， 白天看书、 刷题， 晚
上再背单词。” 虽然援疆耽误了半
年， 但一切他都计划得游刃有余。
回顾过去三年， 赵星认真地说
道:“
刚开始大学生活对我来说一切
都是未知的。 但现在看来， 虽然一
般， 却没有什么不满的。” 若想活出
精彩的大学生活， 定会经历更多的
辛苦与坎坷， 但是却可以拥更多宝
贵且独一无二的值得一生怀念的记
忆。 人生的道路那么长， 不可能没
有坎坷与岔口， 仅大学四年就有许
多个不确定， 考教资、考研只是极其
渺小的部分， 但请做好每一个选择，
尽你所能做好每件事，走好脚下的每
一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只愿四年
过后没有后悔与不满，每个人都能问
心无愧地说一句：不负韶华不负春。
（学生记者：王振云

吴杉杉）

是徐州军区一位首长的儿子， 曾是
江苏省少年乒乓球赛冠军， 因为参
加野外测绘工作， 任务艰难遭遇不
测， 与战友共同跌落山崖， 二人不
幸遇难。 今天他的母亲和姐姐也来
祭奠他， 看到他的亲人， 听到他的
事迹同学们不禁热泪盈眶。
活动结束， 大家安静的走出烈
士陵园， 再次回头， 看向纪念碑，
在这个特别的地方， 与以往不同的
身份来祭奠英烈， 大家的爱国主义
情怀和历史使命感、 责任感油然而
生， 尤其是和民族老师一起来到烈
士陵园更增加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认同感， 英雄的浩然之气汇聚的赞
歌激励着支教团师生将革命精神贯
穿于支教团工作， 以实际行动做好
支教事业和民族团结工作。
安息吧， 革命先烈们! 你们的
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相看两不厌
又到人间四月天，柔和的春风裹
挟着青翠和娇艳，将勃勃的生机填满
枣庄学院。校园里绚烂又不失诗意的
景色， 让连日疲惫的心也灌满了欢
愉。学校的背后，九龙山把欢脱的春
风揉进翠绿的树叶，庇护着她日夜相
伴的校园。山与校园，在风声、鸟啼声
和人们的喧腾声中相映成趣。
趁着清明小长假，一个阳光明媚
的周末，我同两三好友一起，踏上了
通向九龙山的小路。
刚走到山脚，一股清凉的微风便
迫不及待地扑了过来，与我们抱了个
满怀，霎那间，整个世界为之一亮。山
上的天空很蓝，远处零星点缀着几朵
白云， 在风中肆意地展示柔软的身
体。随风飘来的花香，萦绕在身旁，发
酵出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深吸一口
气，让清香的空气溢满身体，驱走浮
世的铅尘。行走在幽深的林间，明晃
晃的阳光透过枝桠倾洒在路上，散发
出金灿灿的光茫，美到了极点，也只
有在这里才能体会到陶渊明修篱种
田，远离尘世喧嚣的乐趣。
路并不是很宽敞，少许尘埃同初
醒的蜂蝶陪舞，缭绕在嫩草与野花周
围， 画出只属于生命辛勤的形状。沿
着石阶梯往上走去， 路过一块大石
头，上书“
渐入佳境”四字映入眼帘。
字间满含诗意，夹杂在满山春色中的
人文气息。紧接着，一手握着轻盈的
清新，一手握着厚重的古朴，我们往
上走去。
越往上走， 道路也就越崎岖难
行，风也越发急促。九龙山的阵阵低
语以风声的形式回响，那声音仿佛是
从每一个学子的孩提时代传来，像耳
熟能详的歌谣， 像耳畔萦绕的慰藉，
把一圈圈的涟漪泛在脑海里。
九龙山显然有一份独特的悠然
与闲适。 暮春的早上天色蒙蒙亮，宿
舍楼内灯火通明，人声吵醒了天色却
没有吵醒沉睡的山丘。此时正值干旱
之季，山上的草木零落着，静谧的午
后晃晃悠悠的白山羊在山上嚼着干
草， 而那牧羊之人却不知在何处歇
脚， 就连天上的云也懒散地飘着。无
风时，那万物一动也不动，静谧中透
露出些许神秘，仿佛要等你去一探究
竟。
九龙山以其独特的秀丽给了人
们一个释放身心的绝佳场所，同学们
会在闲暇时上山游玩，爬山坡，俯瞰
校园美景。周末之时还会山上野炊烧
烤，迎着晚霞，看着日落，别有一番悠

唯有九龙山

闲滋味。其自身的钟灵毓秀给了摄影
爱好者大展身手的机会，风吹枝条的
美妙曲谱也为乐队提供了独一无二
的灵感。苏轼在《赤壁赋》里说道，是
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
适。想来确是如此。
到达山顶大约用了半小时的时
间，但短短的半小时，我们仿佛亲见
了一次九龙山的拔地而起，以及无数
年后枣庄学院的诞生历程。春天的午
后，当熹微的阳光拂过九龙山，光与
影地交织结合，为九龙山披上了绚丽
的新装。山下的花朵争奇斗艳，开得
煞是动人，微风轻拂，花瓣轻颤，让人
心生涟漪。春天的气息也在召唤着每
一个学子，他们热情洋溢、青春澎湃
的模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壮志
豪情，将青春的美好传遍了校园的每
一个角落。九龙山仿佛把所有灵气汇
集在此，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学子求学
求知的道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九龙山孕
育着山上葱茏的绿意，也庇佑着一批
又一批枣院学子们，看它们和他们成
长为栋梁之材。
下山的路途相对顺畅。穿越西门
的街道、 穿越嘈杂的叫卖声和欢笑
声、穿越将被九龙山滋养四年或三年
的人群。想起这些人在枣庄学院的历
史中只是短短一瞬，又想起这么多年
来学子们一群又一群地到来、 离开，
而九龙山却一直保持着恒定的模样
和神采，一种九龙山必然有着独有的
历史积淀的念头油然而生。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座大学
一座山。枣庄学院傍山而建，此山名
曰九龙山。传说龙生九子，九子各不
同，这山的外形酷似龙的第九个儿子
椒图，故而得名。”刘禹锡在《陋室铭》
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
在深，有龙则灵。”尽管这世间并没有
什么神灵存在，但我相信九龙山是有
她自己的灵魂的。四十年来，一轮又
一轮春秋在这片土地上转换，但她都
在注视着，也在守护着枣院。
大部分的枣院学子初识九龙山，
都得缘于与枣院相遇， 这是机缘巧
合，也是命中注定。与很多自然风景
相比，她在枣院学子的心中早已不只
是一座山， 她是学子们最爱的地方，
是学子们最温暖的家园。
清明登山，从山上看校园，人只
是一个个黑点，仿佛地图上小的无法
标识出来的地方，但小归小，却始终
是构成了一幅广阔的土地。这四十年

间以来数不尽的黑点啊，如今已遍布
地图，不可寻踪迹，过去留在这里的
点点滴滴早已被后来者洗得一干二
净，唯有的记忆只存在于这九龙山的
眼中，这眼也无寻实物，是那一草一
木，也是一步一印，人们总是小心翼
翼，唯恐破坏了些什么。
重新仰视九龙山， 这山虽不算
高，也不算阔，却仍震慑人心。她以环
抱的姿态守护着山脚下的枣庄学院，
令无数师生感受到母爱般的温暖。看
那山上万物似乎亘古不变，只随着四
季有所变换外在模样，而山下的莘莘
学子却在来去之间变换万千，秋来夏
走，如此四十多年。四十年，多少学子
从青葱少年到六十耳顺，多少曾于三
尺讲台意气风发的杏坛如今儿孙满
堂颐享天年，多少红绿化作春泥滋润
大地。九龙山默默无言，在北后方为
枣庄学院撑起一片精神天地。若非黄
土白骨，守你百岁无忧。这句用来描
绘伴侣间的至死不渝，倒也适合九龙
山四十年如一日对枣院的忠诚守护。
那厚重的山体总像些个什么，却
说不出来。或许它像“根”，向下无限
发展，吸取营养，为枝干生芽开花作
准备。 依附于九龙山生长的枣庄学
院，正是有了这
“
根”四十年无私的供
给，才有了如今枝繁叶茂的“本”。而
同样依附于枣院生长的学子们，在感
激枣院的抚育之时，断不能忘记九龙
山的哺乳之恩。
又或许，九龙山还像一只巨兽盘
踞在枣庄学院的背后，棕褐色的土皮
和裸露的岩石铸就筋骨血肉，而那稀
稀疏疏的苍郁植被则是它的毛皮。
很多被九龙山哺育和守护着的
人现在早已远离。 而九龙山依旧如
此，树木繁茂，花草怡人，朝阳耀眼，
夕阳灿烂， 只是有些人终将要离开。
相信他们始终记得初遇九龙山时的
欢喜，记得这里的每一处风景，记得
山上的一草一木，也依然记得那份初
心。望他们能够明白，这不是结束，而
是另一个开始，是带着希望，带着期
盼的新的征程。
人和学校在时间的长河里更迭
变迁， 九龙山却依旧守护着枣院和
枣院人。 40多年来， 学生走了一批
又来了一批， 校园大了一圈又一圈。
花开花落， 四季更替， 只有九龙山
是沉默不变的。 无论从学校看山，
还是从山上看学校， 相看两不厌，
唯有九龙山。
（大学生记者团

文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