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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武德 修心强身
要要要 专访武术协会会长韩午山

本报讯 （记者
王子璇）大家好，又
一期的社团专访新
鲜出炉了！是不是期
待很久了呢？这次专
访的社团是武术协
会会长韩午山，一听
武术协会这个名字
是不是就觉得霸道
帅气呢？接下来就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这个社团吧！

问：众所周知武
术协会是以武术为主的社团，一个组织的宗旨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过去
和未来，那么武协的宗旨是什么呢，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社团现在的情
况吗？

答：武协的宗旨是：崇尚武德，修心强身，以武强身，以武修德，以武求
美。现在协会共 20 人，每天下午 6 点到 7 点，协会成员由协会教练带领进
行日常训练，在周末会有外出参观和拉练。

问：一个组织的成立必然是有原因的，那么武术协会又是因为什么而
成立的呢？

答：我觉得应该是学长们为了响应胡列院长的“完整大学生活理念”
的号召，从而创建独具一格的武术协会。

问：武术协会组织过哪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对协会成员有什么帮
助呢？

答：我们武协在春季的时候会去秦岭那边的小五台山拉练，先骑 40
分钟自行车，到小五台山脚下，然后徒步登上山顶。在路上，我一般会给
他们普及运动知识、社团理念以及培养他们的武德。虽然大家都很累，但
是通过这种集体的外出活动，可以快速的提高大家的凝聚力！这不仅仅是
一次外出拉练，也是对大家的一次另类的培训，活动结束之后大家都觉得
像类似的活动很有意思，所以这种外出已经拟订成未来协会的训练计划
中了！

记者手记：武术不只是荧屏上的打斗，当你走近它，你会发现它不是
你想象中的防御自我的武器，反而，因为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它也
成为了修心强身的独门秘籍。

唱响经典民歌发扬民族精神
要要要 专访民歌协会会长袁慧妮

本 报 记 者
（王子璇）为了促
进各个社团的发
展与增进社团之
间人员的友谊，
我 院 于 5 月 31
号在南主教七楼
大厅举行了大型
社团联欢活动，
活动期间各个社
团成员积极筹备
了精彩的节目，
该活动显示了他

们的友谊与对未来社团发展脚步，下面我采访了一下民歌协会会长袁慧
妮。

问：请问你当初成立名歌协会的目的？
答：小时候，我对陕北民歌已经有特殊的情感和爱好，长大后随着时

间的流逝，我发现我们 90 后这一代对陕北民歌非常排斥，这令我倍感痛
心，当然，也有像我这样喜欢歌唱民歌的年轻人，所以，我下定决心成立民
歌协会，让更多民歌爱好者参与其中，互相学习，用歌声交流，发展和弘扬
陕北民歌，给民歌爱好者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问：那么在平常的训练中遇到困难，怎么解决？
答：平常我们是按歌曲类型分类训练的，流行小组负责流行歌曲，民

歌小组负责民歌，彝族小组负责彝族歌曲训练，各小组各司其职，相互配
合。除了设备问题和基础设施问题以外，训练中很少遇到问题。

问：你可以分享一下其中发生有趣的故事，给学弟学妹在以后的道路
上提些建议？

答：最有趣的就是，每次我们训练时，各组同学互相学习各族的民歌
和方言，然后会逗笑彼此好久好久，下次见面会学着讲彼此的方言和对方
问好！我觉得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的道路上，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感兴
趣的事，持之以恒，迎接人生中的一个个挑战！

记者手记：民歌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它是见证人民历史发展的日
记，发扬民族精神，你会知道其中的奥秘 ，中国上千年，你走近民歌世界，
会发现另一片天地。

搭建联谊桥梁共话文化发展

6 月 12 日晚上七点，我院土木工程系古城文化联谊会在足球场举行，来自
15 级建筑工程管理 3/4/5 班和 15 级道路桥梁与工程技术 3 班的学生们参与了
本次联谊会。

联谊会中融合独唱、合唱、小品、互动游戏、走秀节目等多种形式，不同节目
各具特色，为观众献上了一台精彩的饕餮盛宴。联谊会由表彰优秀学生开场，辅
导员蒋小苗为四个班级的近 50 名优秀学生一一颁奖；由王臻等同学演出的小
品《桃园三结义》把观众带回汉代，让观众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刘备、关羽、张
飞的兄弟情；索昂松宝、尕松达吉合唱的藏族歌曲带来了青藏高原上藏族学生
的祝福，令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热情豪放；唐伯虎点秋香是是大家所
熟知的故事，学生们精心编排的搞笑小品《唐伯虎点秋香》由男生反串美女，再
加上诙谐幽默的台词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引得台下观众捧腹大笑；最后，学生们
共同演绎的走秀节目表演刚一亮相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20 余名身穿汉服
的同学迈着优雅的步子缓缓走向观众，各式各样的汉服让台下观众大开眼界，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据辅导员蒋小苗介绍，学生们即将步入最后一个学年，以后很难聚在一起，
于是她专门策划了此次联谊会，把四个班学生全部组织起来，自编自导一场属
于他们的晚会，不仅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增强了他们的友
谊。藏族小伙尕松达吉说，他不但感受到了民族一家亲的团结和幸福，还懂得古
代人衣服的穿法，他发现有些衣服和藏族服饰穿法相同，但是还是有些差距。说
起选取古城文化作为此次联谊会主题的目的，蒋小苗告诉我们，学生们来自五
湖四海，尤其班里有四名藏族学生、一名塔吉克学生、五名回族学生、一名土族
学生、一名蒙古族学生，而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更应该交
流学习各族文化，坚定学生们的文化自信。 (宣传部 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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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院团委组织我院 120 多名学生干部观看陕西省大
学毕业生建功立业先进事迹报告会视频，视频中几位成员从
不同角度，用朴素的语言生动地讲述了他们勇于创新、矢志
创业的奋斗经历，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大学生勇于拼搏、奋
发进取、励志奋进、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图强”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源泉。大学毕业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生力军，是
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最大的人才红利。为
推动陕西省大学毕业生踊跃创新创业，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
关要求，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毕业生创业就业教育的
需要，从 2011 年开始，省委高教工委、省教育厅连续 6 年举
办大学毕业生建功立业先进事迹报告活动，受到高校师生的
热烈欢迎，也受到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

省委要求，各高校要主动对接行业产业需要，从人才培
养各主要环节着力，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健全课程体系，
强化创新创业实践，促进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全面落实各
项帮扶政策，开展多样性和个性化就业指导服务，努力为广
大青年学生施展才华、创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服务，加快
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力军。我院举办此次报告会分享
活动，旨在引导更多青年学子以报告团成员为榜样，踏实干
事、主动作为，积极投身陕西发展的伟大实践，实现人生价
值，成就人生梦想。 (宣传部 高敏）

青年教师王鹏燕在陕西高校微课
比赛中获优秀奖

近日，在省教育厅举办陕西省第
二届高校教师微课教学比赛中，我院
青年教师王鹏燕的《Auto CAD 基本
绘图命令———矩形命令》课程经过初
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的严格评审，
获得优秀奖。

为进一步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
学能力提升，促进信息技术与专业教
学融合，本次比赛我院及时准备、广泛
宣传、精心组织，经过各院系积极评选

推荐，共有 2 件作品参加省赛。
据了解，此次大赛共 597 件作品参

赛，其中 242 件作品脱颖而出，其中特
等奖作品 1 件、一等奖作品 37 件、二
等奖作品 48 件、三等奖作品 96 件、优
秀奖作品 61 件。希望其他教师以王鹏
燕为榜样，再接再厉，在教学中积极探
索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切实推进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宣传部 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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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不诉离伤

缅怀我的青春，我的母校

青春不毕业
时光飞逝，岁月如歌，转

眼又到了毕业的时间。
有人曾说，小学的毕业是

分离，中学的毕业是分手，而
大学的毕业则是一场残酷的
洗礼。

洗掉一身稚气；洗掉一身
慵懒；洗掉一身休闲。等待迎
接我们的是竞争；是一番更广
阔的天空；是生活柴米油盐的
繁琐；是职场瞬息万变的挑
战。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前人告诉我们的经验，但他们却忘记
告诉我们，鱼该怎样飞？鸟该怎样游？

毕业后是该待在离家近的地方安安稳稳的生活，还是去大城市闯荡，
开始漂泊不定的日子？生活的过法太多，世界太大，而我们却太过于渺小。
还未扬起帆，船却已入海。

记得和快毕业的学长学姐们聊天时，他们说道，没想到一眨眼就毕业
了，感觉没在学校学到什么东西，好后悔没有好好学习，出了社会都不知道
怎么办？而家里又都是负二代。伴随着一声感叹，他们告诫我，我的大学生
活才刚刚开始，一定要好好珍惜，过的充实一点。

听完他们的话，我感慨万分。大学生活充实的方式有很多种。参加社
团，竞争班干部，兼职，玩游戏等。但每个人由于性格、爱好、专业、家庭不
同，选择也不尽相同，每个人理解充实的方式也就不一样。

我始终觉得生活中充满了奇迹，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做自己喜
欢的人，保持一颗初心，就好。 (工企二班 宋佩怡 )

有一种色彩，它蕴含着生命的意义

六月，注定是一个离别的
季节。中考过后，带着些许幼稚
的想法踏上我们的高中！高考
过后，带着些许火拼的冲劲憧
憬我们的大学！大学过后，怀着
些许忐忑的心情寻找未来的方
向！是的，人在经历过后便会变
得成熟，理智。毕业季，这个离
别的季节。今天，感触颇多……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
轻的来，刚上大一时，偶尔抱怨
母校的不好，三年来累积的感
情，终于在今天喷发。那个陪伴
我三年的教学楼，为我们遮风

挡雨；那个属于我们的温馨小窝，记载了我们的生活点滴；那个典藏云集的图
书馆，让我们徜徉在书海中；那个绿草如茵的操场，为了我们减肥而存在着；那
个宽敞明亮的饭堂，满足了我们的味蕾……六月，这个分别的季节，我们在凤
凰花开的路口带着热泪和不舍依依告别。

毕业后的我们，带着希望奔向各自的旅程，不敢奢望时间能够暂时定格，
只是希望它别走得太快，三年的时光，真的很短很短，别离之后，才发现真的应
该好好的学会珍惜。别了，亲爱的室友们，真的不知道以后踏上社会的我们还
会拥有类似这样纯粹的感情吗？别了，敬爱的恩师们，马上要分别才感谢你们，
会不会迟了点呢？别了，可爱的同学们，每个人都将踏上各自的工作旅程，记得
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常联系哦！

如果，有如果，我一定不会那样虚度时光，一定会在大学好好学习，一定不
会冷落图书馆……可是，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再多的不舍也只能封存生活，还
是要好好过下去。今天看了一句调侃的话语，却真真实实的反映人生：人生就
像心电图，要想它一帆风顺，除非人死了……

曾经以为毕业是那么遥远的一件事，而今已经发生；曾经以为读书很痛
苦，离开以后才知道，其实学校才是天堂；曾经以为同学之间的情感只是友谊，
现在才知道有一份感情叫做一别就是永世。我唯有，迎着八点前的灿烂朝阳，
才不会忘记你的绚丽的光芒；我唯有，顶着万米高空落下的滴滴泪雨，才不会
忘记你我风雨同舟；我唯有，记得无数欢声笑语，才不会忘记你我一起走过的
青葱岁月。学会珍惜，学会感恩，学会正确对待生活！我们必须学会与君醉笑三
千场，不诉离殇。

曾经看到学长学姐离开母校，不禁问自己如果到了自己的毕业季能否坦然
面对呢 ?如今真的到了，却也是既来之则安之。小时候多羡慕“海内存知己，天
涯若比邻。”现在即将体味到
也算是一种梦想成真了吧。

出发吧，只有不断出发
才能获得重生。所以，这个季
节你们毕业了，不会再诉说
什么，更不会去回忆，因为我
都可以记下那三千场中的笑
与泪。

当被质疑的时候，我可
以大声的说：“我不去回忆，
因为我都记得。”

谨以此，纪念我们青春
的重生。 (工企一班 薛月明 )

成长成才是一个并不容易的旅
程，但我们的恩师却仍是毅然地挑起
了矫正我们人生轨迹的重任。风华殆
尽，他们一程又一程引渡着不谙世事
的行者；青春殆逝，那些曾经铭记心
中的殷殷教诲已升华为此生不变的
信仰。

时光恍若指间流沙，越是用力紧
握越消逝的迅速。转眼间自己已经毕
业一年了，但大学时光的点点滴滴却
历历在目，如同在昨日一般，持久而
耐人寻味。有人说“母校如同母亲一
般将孩儿养育成人，但母校和母亲最
大的不同是母亲会随着时光的流逝
渐渐老去，母校却会永远散发着青春
的光芒，因为她不停地孕育着一代又
一代莘莘学子，永不停歇”。

对我而言，学校不仅仅是传授了
我知识，更是给了我一个展现自己才
能的平台，让我为如今的创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忆起当年独身一人来到学校，带
着对“东方之子”的揣着青春的梦想
和激情，虽然还未开始但心中已涌起
了无限的豪情壮志，这里便是我实现
梦想的舞台，那一刻心里是波澜万
丈。从大一到大三，随着时光的磨砺，
岁月的变迁，青青校园已变得玲琅满

目，但唯一永恒不变的是老师们对
莘莘学子的付出和关怀。看着那些
头发花白的老教授，虽脊柱已不再
笔直，步伐也不再矫健，却仍在楼梯
间穿梭行走，到老的那一刻也不愿
意放弃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在黑板
上书写着他们对孩子们未来的的期
许和厚望，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
断。

行走在校园的径间小道中，看
着熟悉的的校园散发着青春的气
息，同学们在校园里东奔西走，忙碌
着规划他们的人生，演绎着他们的
青春，一切是那么遥远而又熟悉。我
们的学校对于学生培育，不仅仅是书
本上的培养，更多的是为我们组织各
种历练活动，让我们能够提前接受社
会对我们发出的挑战。

对我而言，学校亦师亦母，她会
展开自己的臂膀为我遮风挡雨，给我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我成长、提升自
己，但又不会让我成为温室中的花
朵，虽宠爱但绝不溺爱，这种爱是刻
入骨髓的，且会随着时间的沉淀更加
入骨；让我无论何时回忆起都会沉醉
于其中，心中会涌起无限的温柔和温
暖。不管岁月几何，我的母校永远是
我心中最特殊的存在，让我在迷茫和
遇到挫折时会浑身充满力量和信念，
支持着我不断前进。

有一位哲人曾说过：“人对母校，
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
绕在意识的最深处，形成不断的梦
境。”身为学子的我，我很感谢学校对
我的栽培和支持，有一种铭记在心中
的记忆，是怀念；有一种心灵深处的
悸动，是感恩；我相信未来不管是荆
棘满布还是坎坷崎岖，我都会带着一
颗感恩的心勇往直前，且永不言败！

(毕业学子 吴林 )

有一种色彩，它蕴含着生命的
意义，它是平凡的象征，那就是—
绿。绿，意味着生命。当你在草坪旁
的路上走过，那些嫩绿的小草朝你
左右摆动时，难道你感觉不到绿的
生机、绿的活力？难道你心中没有赏
心悦目的感觉？还有，那高大挺拔、
郁郁葱葱的树木，那竹林中力争上
游的竹子，都充溢着绿的血液，绿的
生命、绿的气息。草木、竹林为他们
是绿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绿，是平凡
的象征。

他总是那样默默无闻、无私奉
献。那夺目的花儿们争相斗艳，绿却
低着头做花的陪衬。是绿没有信心，

没有实力？不！是绿不愿追求名利。在那炎炎烈日下，花儿们弯下了腰，想逃避。只
有绿，直挺挺的立着，与烈日斗争，这难道不是信心和勇气吗？放眼望去，漫山遍野
的绿，它们昂着头微笑着，这是多么朴实，多么的平凡！ 绿，它教会我们做人，我
想大声地说：让世界充满“绿”吧，让绿更加灿烂辉煌！ (16 级工企 2 班 张金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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