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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
履 杨家慧

庄育锦

张欣茹

还不足以撑起野心时， 就应该静
—多读书。 既然没有过
下心来——
人的天资，那就应该脚踏实地，付
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 从大一开
始，图书馆便是她周末常驻之地，
课程复习、专业知识巩固、课外见
识拓展，在图书馆，总是能度过美
好而充实的一天。 没有什么成功
是轻而易举的， 一学期一学期的
知识积累， 总会在关键时刻为你
赋能。从校奖学金到国家奖学金，
每一步路都闪耀着勤奋之光。 不
断的积累与收获也让她明白用知
识武装大脑才能让她走得更远，
走向更大的舞台， 她也相信， 当
一个人全心全意朝着自己的目标
走去时， 世界也会为她让路。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 现
在，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将来，
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学习、 活

动、 比赛……忙碌而充实的大学
生活。 在大学里有笑有泪， 有成
功有失败， 有珍贵的师生情、 同
学情和朋友情， 这些都将会成为
王梦娇人生中一笔重要的财富。
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将继续不畏
风雨， 驶向梦想的远方。 王梦娇
说： “
我希望未来的自己在以后
的生活和学习中跟随榜样的脚
步， 加倍吃苦钻研，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我们都要相信是星星总要发
光， 是玫瑰总要开放， 是蛟龙总
要腾空， 是鸿鹄总会飞翔。 岁月
如歌， 涓涓流淌， 既然选择了远
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路途的漫
长， 人生的风霜， 终会被毅力和
自信化为生命的芬芳； 拼搏的刚
强， 开拓的激昂， 终会为有志者
奏出精彩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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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自信之帆，乘风破浪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并不在
于她拥有多少资源， 多好的环
境， 而在于她是否自信。 姚茜萌
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认为自
信是一种鞭策自己完成工作的执
行力， 它让我带着一种愉悦感投
入到工作中。” 高中优异的学习
成绩让她带着这份自信走进枣
院， 怀着一腔热血和一股对于摄
影的热情， 她参选了光电工程学
院宣传网络部学生干事， 因有着
对摄影无比浓厚的兴趣与一丝不
苟的工作态度， 使得她在工作中
小有成就， 她所投的高考加油稿
件被中国青年网刊登， 参与运营
的“
枣院光电”荣获“
枣庄学院团
学新媒体原创内容奖”。而这种因
工作产生的成就感让她陷入了一
种良性循环中，她扬起自信之帆，
一路远航。
自信并非与生俱来， 若想真
正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 姚茜萌
认为:这个全靠自己，如果连自己
都否定自己， 难道要指望别人去
肯定你吗？ 所以你一定要不断反
思自己，该如何变得自信，你可以
试着去做一些让你自己可以获得
成就感的事， 当你初获成功的经
验和喜悦后，就会拥有自信，而这
种良性循环会使你的信心变得更
加强大。”日月星辰给每个人的光
明都是平等的，不要怨天尤人，更
不要意志消沉， 要相信命运永远
清晨，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
味道，露珠儿静静地躺在小草身
上，缓缓升起的朝阳散发出柔柔
的光线，给露珠儿镀上了一层美
丽的色彩，露珠独自在叶片上静
静地散发着光泽。伴着女孩的朗
朗书声， 她新的一天又要开始
了。
她说：“青春， 是我的资本，
快乐是我的标志，勇往直前是我
一生不悔的誓言，我相信，只要
不放弃，一切皆有可能。”她就是
张馨婕，一个拥抱青春，享受骄
阳的女孩。在教室，她低垂着眼
眸，仔细地读着手中的书，阳光
打在她的头顶， 黑发垂落在肩
上，微微反光。女孩的嘴角轻轻
翘起——
—在她看来，读书是一件

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此，姚茜萌想
要告诉所有枣院学子：“千万不要
觉得自己比那些考上重点大学的
同学起点低， 不要因为这种事情
而自卑， 你的过去不能决定你的
将来， 唯一能决定将来的是你的
现在。”

燃坚持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说自信是姚茜萌的致胜
法宝，那么坚持就是胜利的诀窍。
从踏入宣传网络部开始， 就坚定
了走下去的信心。但在这期间，她

也曾迷茫失去前进的方向， 她也
曾怀疑自己的初心是否更改，她
也曾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实力，但
这一个个成功路上的拦路虎都被
坚持所击败，师姐的耐心开导、自
己的勤奋努力促成了她坚韧不拔
的品性。 她为了自己的梦想一直
摸索前行，毫不畏惧。现在很多同
学普遍都有拖延症，对此她说道：
“
千万不要养成拖延的习惯，一件
事要坚持做完，切记不要‘
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 在我们追求理想
时，如果能坚持下去，或许能够少
些遗憾，多些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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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令人开心的事。在被问到她
为什么天天都很开心的样子时，
她说，“心里有爱， 眼里有光，目
光所及皆是美好。” 张馨婕非常
喜欢三毛的一段话：“我希望有
一天可以和你背上行囊，看没有
看过的山， 走没有走过的水，挥
霍没有挥霍完的青春，纪念无法
纪念的纪念。 青春是一滩水，无
论是摊开还是紧握，都无法从指
缝中淌过单薄的年华。” 青春不

当记者问到她以后的人生规
划， 她回答道：“
我将来想成为一
名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的老师，
我不仅要教他们学习知识， 更重
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做人， 我会
朝着这个目标坚持下去。”
傲人的成绩背后总有常人无
法忍受的艰辛， 而历经黎明前的
黑暗才会见到胜利的曙光， 在一
切坎坷都化作浮云后， 姚茜萌同
学站在了这个阶段的至高点上，
她怀揣着自信与坚持朝着她的梦
想进一步前行， 她终究会创造属
于她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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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何时狂。
张馨婕说：“我们既被称为
朝阳，就理应拥有光彩照人的青
春。青春，在我们的世界中，或许
真的遥不可及。 但离我们最近
的，却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不妨
在心中开拓出一片纯洁无瑕的
空地，虔诚的许愿，让自己青春
的种子永远驻扎在那里。 这样，
我们就都能在心中拥有属于自
己的青春。用心呵护它，让青春

在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以自己的
方式向世界宣布， 我的青春，一
直都在。”
是呀，青春，短暂且珍贵。请
爱惜青春， 别让它过早流逝；为
青春自豪，切莫虚度，空负了韶
华。大学生，正风华正茂，英姿勃
发，理应用青春拥抱时代，用生
命点燃未来。 愿你我的未来，都
可充满阳光，让我们的青春开出
最绚烂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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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夏天， 总少
不了蝉鸣， 蛙跳和青
葱树木下的鸟语花
香。 夏天它是一个有
活力的季节， 我喜欢
夏天， 不仅喜欢夏天
的蝉鸣， 更喜欢那夏
天属于我的美好记
忆。
履
谈起北方， 很多
人都会想起那干燥的
气候， 但北方的夏天
级
化
也是多雨的， 也总少
学
不了电闪雷鸣的雨
本
天。 我总是惊颤于那
科
隆隆的雷声。 每次一
班
作响， 我总会从院子
里狂奔到屋子里紧紧
刘
梦
抱住母亲的身腰。于
晨
是小时候的每一个雷
雨天都是母亲抱着我
入睡的。 我很怀念小
时候的夏天， 每次雨
后我总会和小伙伴拿
着手电筒去捉蝉，刚
下过雨的乡间小道着
实不好走， 一晚上也
抓不到几个蝉， 又或
者摔了一身泥。但乡下的晚上，总不会是冷清
的。爷爷奶奶一辈们迈着蹒跚的脚步，拄着拐
杖，扇着蒲扇，带着他们的小凳子，聚在树下
唠家常。聊最近这几天村里的事情，聊他们那
个年代的生活。夏日的风摇着树叶哗哗作响，
也许神思早已被带回他们那个年代， 看到了
自己曾经的故事。他们不懂智能手机，但是走
到哪里总会带着一个方形的收音机， 开着最
大的音响。 从旁边经过时都有一种震耳欲聋
的感觉。但我们从不觉得心烦，每当看到爷爷
奶奶们慈祥的笑容，我们也开心地笑了，童年
的夏天总是那么美好，总是让人怀念。
夏天是分别的季节，是毕业季，不同的夏
天我们经历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小学时
我们告别了稚嫩的自己， 初中时我们相互加
油决战中考，而最难忘的是高中的毕业季。
那是我们一起拼搏过的夏天， 我们相互
加油打气，约定去上同一所大学。黑板前总少
不了老师的身影， 每次考试前总少不了他们
一遍遍的叮嘱。拍毕业照的那一天，我们穿上
了心仪的班服，女生们相互帮忙梳理头发，从
未化妆的我们那一天悄悄扎起了高辫， 男生
们打理着自己的领带， 不时撩一下自己的刘
海。 我们总想把最美的样子记录在这张照片
中。高考结束，我们高呼着毕业万岁，却始终
觉得少了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散了，最终各奔
东西，也没有去到约定的大学。这个夏天我们
拼搏过、努力过、迷茫过、最终分别。我们不免
有遗憾，但这都是青春的印记。到了大学，我
们用手机给远方的朋友打一次电话， 话语间
又好像回到了曾经， 回到了曾经那个我们一
起拼搏过的夏天。 那一年的夏天， 我终难忘
记，也不会忘记。
生活在乡下，从小羡慕外面的风景。总说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进入大学我想我要
开始实现这个目标了， 大学并不是享受安逸
的时候，在这个年纪我应该更加努力，努力学
好我的专业知识，多参加一些活动，在活动中
锻炼成长。 在和别人的交流中， 努力改变自
己，变得更加自信，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为
我们操劳一生的父母整日忙碌在田地里、工
地上，未曾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美好的风景。我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更加优秀，努力成
为父母的骄傲和自豪。 在未来大学四年的时
光里，我会努力使自己变得优秀。我想带着他
们去旅游，看遍千山万水，万家灯火，弥补他
们曾经的遗憾。
经历了高考那一年的夏天， 我现在已经
进入大学，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相聚在大学，
相聚在这个夏天。 高中的时候， 我们努力学
习，努力拼搏，只为进入一所理想的大学。对
我们来说，大学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他是
那样美丽动人，充满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我
希望在未来大学的四年里，我可以收获友情，
得到锻炼和成长。大学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在
大学四年的生活里，我定当奋发努力，努力成
为更好的自己，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人的一生有很多夏天， 每一个夏天都有
属于它的记忆，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夏天，我们
收获了成长。虽然曾经迷茫，但我们在一次次
迷茫中成长，成长为一个大人。想念曾经的夏
天，期待明年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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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山下，墨子楼中，3201教
室寂静的犹如冬季的清晨， 没有
一丝嘈杂的声音， 唯有笔尖沙沙
的摩擦声清晰地映入耳帘。 有这
么一个埋头苦读的身影， 她就是
光电工程学院17级信安学子姚茜
萌， 荣获2020年枣庄学院卓越之
星宣传标兵的荣誉称号。

来充满未知，所以才充满期待。人
应该有改变自己的力量， 在书本
和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淬炼，终
有一日能够锻造出一个更好的
我。 ”尘埃落定之前，你我皆是黑
马。“其实有时候我在短时间内面
对太多事务的同时还要学习，我
也会烦躁，也会抱怨。 ”王梦娇想
了想， 笑着说道，“
在很多时候真
的感觉到自己要爆炸了， 但是抱
怨或者偶尔宣泄一下没有错，而
沉迷于宣泄和抱怨之中就会让自
己变得越来越糟。 我往往会在烦
躁过后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好好
分析当下要做的事情并将他们完
成， 最终你会发现其实它们根本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还会有一
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 ”
优秀源于努力， 自信源于准
备。王梦娇明白一个道理：当才华

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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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说过， 人生旅途
中， 获奖是一种助推器。 伟大的
成绩和辛勤劳动是成正比例的，
日积月累， 从少到多，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付出汗水， 得到酬
劳;付出努力， 得到知识。 时间
就像渔网， 我们把它撒在哪里，
收获就在哪里。
“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
涯。”大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你学
到了多少专业知识， 还在于让浮
躁的你变得沉稳， 让稚嫩的你变
得成熟。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的
王梦娇刚刚斩获了国家奖学金，
大一时， 她就听取了学长学姐们
的经验和分享， 默默规划着自己
的大学生活。 她说：“
在评上国家
奖学金的那一刻， 我想起了我下
定决心追逐国奖的那一天， 当时
我的未来无法预料。 但正因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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