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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每一次的微笑都最为真
挚， 愿你每一次的付出都倾尽全
力， 愿你每一次的彩排都以直播相
待， 愿你人生认真来过， 愿你青春
努力拼搏， 因为， 每一次登台彩排
都可能是最后的直播！
—题记
——

很想写点什么给即将毕业的童
鞋们， 表以不舍， 给予祝福， 却不
知从何处着笔， 选以怎样的主题，
毕竟今年没有毕业班， 也没有像去
年一样情绪满满不敢谈别离。 直到
一场雷雨席卷了整个枣院。
一

2015年的毕业晚会，有幸参加。
至今我仍然记得，在那天的舞台上，
几位跳舞的学生， 在舞蹈期间流泪
跳完整场，哭着说，再见，枣院，再见
我的青春。那一刻，一个素来没有音
乐细胞的我，却也看到热泪盈眶。
原来， 舞蹈里也是有浓浓的情
感的。原来，一场毕业演出却是舞台
上多少同学献给枣院最后的礼物。
原来， 一场毕业演出是他们告别枣
院舞台，告别枣院，告别青春的最后
一纸“
情书”……
从那一次起， 我开始很期待每
年的毕业晚会， 因为那是一个说再
见就真的要好久不见的枣院人的专
场汇演……
二

2017年的毕业季， 我在下班的
路上看到身着演出服匆匆去参加毕
业晚会彩排的同学们。 每一个人都
化了精致的妆容， 每一个节目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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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院毕业课：人生从不彩排
履 焦成冉
直播一样精彩， 好多人是在彩排结
束后才去匆匆吃了便饭……好多
人，因为太累，或许都没有吃饭。
我在想，童鞋们怎么那么认真，
彩排而已，认真到像正式演出一样。
次日， 下班， 一场瓢泼阵雨过
后，校园里被洗涤的分外新鲜，高温
后的阵雨带来清新的空气与清爽的
凉风。 夏日里的温度迅速的将地面
的雨水蒸干，除了空调一样的凉风，
就像从来没有下过雨一样。
路过演出场地， 看到好多人已
经开始拆卸舞台上方的灯光篷，散
场了？就这样结束了，我还准备要看
演出的！ 一场盛大的演出真的就被
一阵暴雨冲走了？ 那同学们昨天的
彩排就是最后的直播了吗？
我在那里站立了好久， 确定所
有都已结束，唏嘘不已。我拿起手机
想拍下被拆的七零八乱的舞台，记
录这“难忘”又“特殊”的时刻，可是
还是默默放下，因为，我想让自己拍
下的每一张照片记录的都是美好。
又不禁自嘲，昨天的我又有多幼稚？
如果是我， 我会不会后悔没有像直
播一样认真的对待？
三

6月12日，校园里，我看到小广

场上“
一五得舞”2015级音乐与舞蹈
专业毕业汇报演出，天气炎热，孩子
们在忙于彩排。
我看到台下一位指导老师手里
边吃外送来的土豆饼， 边拿起正在
充电的手机，并不温柔的大声说，宝
宝，你在家要乖，要听话……然后转
身去舞台前方指挥同学们调整队
形。
我看到另一位老师， 学生把饭
给她，她说，我不吃了……然后转头
继续指导排练……
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打着赤脚在跳
舞，老师把其中一位叫下来，说了句什
么，然后飞奔到舞台继续排练……
我看到队形调整完毕后， 大家
跟着音乐走一遍， 几个男生灵活的
“筋斗云”博得为数不多的观众阵阵
掌声和欢呼……
我看到当前曲目结束后， 那个
领舞的男生跑下舞台兴奋的跟老师
说，音乐一响起，就有感觉了。
我看到那个广场的中央负责灯
光操控的同学认真的一丝不苟的
配合着舞台上的演员， 他的后背
上有很多灰土的手印， 我想他肯
定是忙坏了，宿舍没来得及回，身
上衣服来不及换。 我说，希望明天

不要下雨。 他很开心的说， 不会
的，专门看的天气预报，才选的这
几天。 我说，嗯嗯，虽然热，但是不
要下雨就好。
6月13日，下午下班，舞台下方
所有座椅准备就绪。匆匆吃饭，寻思
着要去看一下同学们的演出， 看一
下他们最后一次在枣院舞台上的专
场演出。窗外起风，天上一片灰色的
云，风渐渐大起来，我很担心，但是
仍然相信不会下雨， 毕竟这两天天
气热的要把人烤化……
然而天空不作美， 滋养了干涸
的土地， 却也冲走了那群孩子们最
后的直播……
我看到音乐学院的院长，书记，
指导老师，辅导员纷纷前去指导，他
们看着排列整齐的观众席座椅，看
着舞台上的“一五得舞”，言语里是
遗憾，是意外，是惋惜……
我看着雷雨冲刷过的舞台，不
知所措。 我看到在舞台旁等待老师
最后决定的“主角们”， 心里一阵
酸楚与心疼。 多少个日夜的辛苦付
出， 就这样， 没有征兆的结束。
我看着一位同学举着手里的录
像机， 我说， 同学， 你在干什么，
他说， 本打算给同学录像留念……

枣院龙舟，扬帆起航
—枣院龙舟队成员采访手记
——

好男儿，志四方

（上接第二版）同时也是转达已故著
名墨学专家张知寒教授的女儿张幼
林女士的倡议——
—将
“
枣庄学院”更
名为“
墨子大学”。孙老话音一落，主
席台上主持会议的李丽清副校长和
曹胜强书记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整
个会场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为枣
庄学院的发展倾注了心血的白发苍
苍的姚建铨院士则殷切地说，愿派他
带的博士生来枣庄学院，共襄墨学研
究，推动枣院的建设和发展。老人语
重心长的话语，同样博得大家热烈的
掌声。
开幕式后，五位专家做了精彩的

吴杰

四

“
赛龙舟”的传统由来已久，久负
盛名的中华龙舟大赛在南方许多城
市相继举行。 从三月初自海南开赛，
途中经过江苏常州、江西上饶、浙江
温州等地，一路向北至青岛，并且在
十一月返回海南，举行总决赛。参赛
对象主要是高校学生， 规模巨大。我
校龙舟队在5月19日， 于江苏盐城站
赛事中获小组赛第六名。央视第五套
体育节目转播了当日赛况。
“
前前后后大概走过大半个中
国。”龙舟队教练赵瑞鹏这样描述他
参赛之路。
赵瑞鹏是体育学院大三学生，
与普通大学生不同的是他已经走过
中国103个城市，其中大部分城市是
在参加龙舟大赛中走过的。“
去过广
东惠州、东莞、福建长乐、福州、贵州
铜锣、攀枝花、云南昆明、西双版纳、
江苏南京、盐城、徐州、湖南长沙、常
德、湖北襄阳还有海南。”赵瑞鹏说
到：“龙舟是我校唯一一个能够走向
全国的体育项目。 很多大学生可能
没有机会参加全国的赛事。 到那么
多地方去， 龙舟赛为他们提供了这
样一个平台。”
龙舟队在比赛中沉淀下的有欢
乐，也有遗憾。
“
最幸运的一次，也是印象最深
刻的是昆明的一场比赛， 第三名违
规，我们就变成第三名。还有运气最
差的成都站，五千米环绕赛。终点的
时候因为舵手落水取消比赛成绩，
总成绩从第二名落到第五名， 奖金
也少了六万。 还有一次赛前游江的
时候， 有一个队员刚开始划就掉下
去了，承包了一年的笑点。总之龙舟
队的经历很丰富。”赵瑞鹏向记者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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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再次看到小广场，重
新的热闹。欣喜，因为暴雨结束的及
时，灯光篷今天可以恢复启动。
我猜想好多同学昨天应该度过
了一个最漫长的夜晚， 等日出， 盼
晴天， 期待灯光篷可以宣告继续使
用……舞台上的他们尽情舞蹈，全
神贯注， 眼神里唯有那满当当的写
不完读不尽的闪烁灯光……
这一晚， 不足一个半小时的演
出。观众满满，掌声阵阵。我想，在这
样的毕业季， 枣院还是以温暖给了
15级舞蹈专业的同学们最完美的结
束。那个漂亮的姑娘，终究还是没有
错过和她暗恋的那个男生的最后一
场演出， 那些邀请了了闺蜜小伙伴
父母亲人来见证留念的舞者们最终
没有留下青春的遗憾……
在这样的毕业季， 枣院以这样
的方式给我们上了生动现实的毕业
课：人生从不彩排，青春从来都只是
现场直播。 这一课上的生动，入心，
终身难忘。
在这样的毕业季， 愿你可以记
得，人生中，青春里有太多的始料未
及， 有太多突如其来的暴雨亲临却
从不提前与你言语……
这篇文，写给你，写在毕业季。 最
美好的祝福在枣院的毕业课后都给你：
愿你每一次的微笑都最为真挚，愿你每
一次的付出都倾尽全力，愿你每一次的
彩排都以直播相待， 愿你人生认真来
过， 愿你青春努力拼搏， 因为， 每
一次登台彩排都可能是最后的直播！

我们晚上七点会
大量的训练基础。“
在操场集合。进行卧拉、卧推、俯卧
撑、臂支撑、平板支撑、单人距离测
试、 双人配合距离测试等训练项
目。”赵瑞鹏说，“
划龙舟很讲究团体
协作，每次参赛14个人，要保证十个
划手尽量在一个频道上， 龙舟才能
划得稳。 这需要队员们在队伍里忘
记小我，追求团体和谐。”山只有自
己爬过才知道曲折陡峭， 河只有自
己趟过才明白其中深浅。 前行的路
上从不是一马平川， 就是靠着每天
坚持不懈的努力训练， 才达到今天
这样的成果。
我们的龙舟队，我们的兄弟

“起初参加龙舟队是一种兴趣，
后来龙舟队成就了我。”体育学院大
二学生吴敬东面对采访， 发出感慨。
“
参加龙舟队训练是真的挺苦， 不论
刮风下雨， 每天下午都会去东湖训

练。只要坚持真的会看见自己身上的
不一样，整个人都会变得自律。从前
对自己不会有那么高的要求，对于大
学生涯也没有很强烈的规划意识，但
是参加龙舟队之后， 眼界会扩大很
多，到外面看见别的学校的学生是怎
样的拼搏， 能看见学校以外的世界，
也会对自己的未来做到心里有数。”
吴敬东是龙舟队队员， 从一年
前入队时的青涩懵懂， 到现在找到
自己的定位， 他表示龙舟队给了他
很大的影响。 龙舟作为一项体育竞

技， 它需要的正是一种奋发向上的
力量， 这和青年人追逐朝阳的步伐
是一致的。 力量与坚韧， 激情与澎
湃，在龙舟开始航行的那一刻，在口
号喊起来的刹那，全部被激发。
采访时， 赵瑞鹏给记者们看了
一段视频：一次龙舟赛上，十只桨奋
力划着水面，队员们嘶喊着口号，浪
花翻腾着，声音久久不散去。在龙舟
上，舟和队员们好像融成一个整体。
每一次优秀成绩的获得都要有

“我觉得龙舟队就像一个家一
样，我们彼此扶持，彼此进步，我们
共同成长， 只愿它更好。“
我们希望
更多的人加入龙舟队， 咱们学校的
学生有的怕训练辛苦， 但是这真的
是很好的锻炼自己的机会。 来龙舟
队，我们像兄弟一样对你。”龙舟队
队员这样描述他对龙舟队的感情。
“我信任他们。 只要他们信任
我。我就有方法，有能力让他们站在
最高领奖台上。” 赵瑞鹏这样说道，
“在龙舟队里的日子是兄弟们为了
同一个目标去奋斗的过程， 流过的
汗水， 喊过的口号都留在了我们的
记忆里。”
采访中教练表达了想为龙舟队
“招贤纳士”的想法，并面向全校学
生发出邀请函。 龙舟队并非只为一
场比赛而生， 它的拼搏与奋发精神
需要一代代枣院学子去传承和发
扬。想让自己的大学与众不同，不妨
加入龙舟队，挑战自我，激扬青春。
履学生记者 文学院 段心怡
食药学院 于 淼

主题报告。最让我印象深刻且感动不
已的是张志寒教授的女儿张幼林先
生的报告，她以“关于杨向奎等著名
学者对墨家科技成就的评价——
—追
忆枣庄师专22前的‘墨家论坛’”为
题，深情回忆了杨向奎、颜道岸、王裕
安（前枣庄师专校长）和她父亲张知
寒四位先生对墨子研究所做的贡献
及他们之间真挚感人的友谊。说到动
情处，特别说到张知寒先生晚年三癌
在身仍心系墨学研究的往事时，幼林
女士忍不住泪花点点，台下众人也无
不动容。老一代墨学研究者对墨学研
究所付出的一切， 实在令人感怀不

已，除了钦佩，还是钦佩。
张幼林先生结束报告后，主持会
议的温文尔雅的马晓彤副研究员郑
重提议，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为竺可
桢先生、张知寒先生等为代表的所有
为自然国学和墨学研究做出卓越贡
献的已故专家学者们默哀十五秒。一
刹那，一股激动的热流和崇敬的情感
涌满了我的胸膛。
“
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 愿后学们在前辈们崇高精神的
感召下奋然前行吧！
下午共分五个分论坛进行交流，
我在第五论坛。我发言后，主持人东
平党校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

授王玉堂老师和点评人中科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教授都对我的
论文《蒲松龄与墨子论略》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 王玉堂老师在肯定之余，
还告诉了我毛主席论墨子的准确原
话和准确出处。
下午4点半，是大会集中交流，五
位分论坛主持人依次介绍了各小组
的交流情况。本次论坛交流的论文跨
人文国学和自然国学两大领域，涵盖
众多学科，各路研究者对墨学均用力
甚勤，妙论迭见，也让人深感墨学的
博大精深。我也由衷地期盼着墨学研
究真正兴旺发达的春天的到来。

两千多年来，墨子和墨学就像庞
贝古城和楼兰古城一样，被湮没在了
幽暗深邃的历史深处。情系社会底层
的墨家学派被主流话语淹没太长时
间了，质朴而伟大的墨子被遗忘得太
久太久了，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走近这位令人崇敬的平民圣
人，挖掘他平凡而深刻的思想，为我
们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创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应
该是今天的我们所义不容辞的神圣
责任吧。
让我们千万声， 千万声地呼唤
您——
—墨子！

述他的比赛经历时， 流露出对龙舟
的热爱。“每到一个地方比赛， 也会
享受一下风景。海南的天涯海角，昆
明的江水，都很迷人。”龙队比赛不
仅是一场比赛， 更多的是可以看见
世界的美好，人生的无限可能。
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辉煌的背后从不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