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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6日中午 13:00整在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教学楼南 204
教室袁进行了共青团西安 APP推广活动袁该活动由共青团市委主办遥 为积极
响应团中央提出的野三网合一冶及野新媒体工作冶的战略部署袁搭建野线上共青
团综合管理平台冶并结合时代特点为青年更好的服务袁根据新时期团员青年
们的特点及实际需求袁 共青团西安市委于今日在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举
办了 2017西安进高校暨野共青团西安冶APP全市高校推广系列活动袁并在活
动期间向在校师生宣传共青团西安平台遥 共计 300余人参与了本次推广活
动袁在本次宣传活动中袁不仅介绍了共青团西参与活动的县尧校尧团的各项数
据袁 还是为更多的共青团提供了更多的平台袁TAPP不仅服务了每位团员袁
给每位团员提供兼职尧实习招聘尧学历提升等机会袁也是各大活动的交流参
与平台袁为大学生创新尧申报活动提供机会袁为运营中心提供所需物品遥同时
也是这些公益活动的监督所袁 让多形式的扶贫项目可以做到正真的扶贫济
困公开公正袁让正真的贫困户的孩子可以更好的学习袁让这些贫困孩子可以
完整的度过一个学习生涯遥在种种公益活动的平台中也不乏一些福利袁为青
年提供丰富的城市生活袁各商家优惠尧免费各类票务尧青年直播等袁这些福利
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袁 并吸引更多的青年可以更好的去为社会袁 为自己服
务遥 这活动也是根
据当代大学生尧广
大社会青年尧 团员
的现状以及团委快
捷管理尧 办公等需
求遥 秉着 野服务青
年尧发展青年冶的宗
旨遥 让广大青年人
可以更快的融入这
个多彩的社会袁让
青年们可以更好的
服务自己袁 服务社
会遥（来源 新报
胡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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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开展和谐我生活
健康中国人公益培训讲座

12月 1日下午，我
院人事处邀请中国安
全健康教育网陕西站
张建老师为全院教职
员工在教学楼 101 教
室开展健康教育专题
讲座，整个讲座为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紧紧
围绕珍惜生命 关爱健

康展开。
学院此次组织全院教职员工参加健康急救知识等健康讲座旨在为为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根据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我院组织主题为
“和谐我生活 健康中国人”的公益普及培训讲座是学院关心全院教职员工健康，鼓
励全体教职员工积极的面对生活和工作，以健康的体魄面对每一天。

此次培训中心张建老师深刻强调健康无小事，关注健康注意以下方面：1、合理
膳食（食盐每天 6克以下）关注每餐，食疗防病，少吃垃圾食品；2、适量运动（运动无
处不在）；3、戒烟限酒（烟每天 5支以下，酒适量）；4、心理平衡(积极、乐观、自信、热
情）；5、定期体检（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同时，日常关注体温、血压、体重。

此次培训中，培训了完整的 CPR流程及冬季防霾、等专题知识，参加培训学习
的老师们热情很高，我院人事处相关负责人强调以后这样的健康知识讲座会在我
院持续开展，毕竟健康是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是每位教职员工都最重要的事，健
康无小事。同时，她呼吁全院教职员工加强身体锻炼做好疾病预防，每个人都平安
健康，快乐的在学院工作。 （来源 新报 雷景健）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纪念 12 .9 大运动，西安
高新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在南主
楼七楼大厅举办了“一二 .九”爱国运动班级大合唱
比赛，本次活动由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会主
办，学生会文艺部承办，出席本次比赛的领导是学生
会主席白文，社联主席刘阳。

比赛于晚上 7：20 准时开始，主持人致开幕词，
宣布比赛开始。第一个节目是由机械一班带来的歌
曲《中国人》，所有同学统一身着校服入场，有序而
快速地站好位置，音乐开始响起，富有节奏感的音乐
直击人心，将喧闹的会场迅速带入安静。强大的集体
力量和男女同学之间的完美配合，将《中国人》这首
歌里面蕴含的爱国情感表达了出来；随后，各个班级
以嘹亮的歌声、饱满的热情演绎了《男儿当自强》、
《仰望星空》、《真英雄》、《追梦赤子心》等立意鲜明、
催人奋进、激发爱国情怀的歌曲，展现了同学们奋发
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由计网二班带来的歌曲《国家》，身穿白色短袖
的同学担任领唱，身着红色短袖的同学表演手势舞，
红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
富有磁性的嗓音响起后，整个班级开始合唱，伴随着
手势舞，整个会场蔓延着对国家的热爱。

工程造价一班带来歌曲《祖国不会忘记》，部分
同学身着红色衣服，脸上贴有国旗，排成了一个五角
星图案，独特的站位方式成为本次合唱比赛的亮点。
计信管一班、工企一二班带来的歌曲《精忠报国》更
是将比赛推向了高潮。经过现场打分，最终软件 1 班
以 9 .74 的高分赢得第一名，工企一二班、计网 3 班
以 9 .56、9 .50 的成绩赢得本次比赛第二名，软件 2
班、机械 1 班、软件 3 班和动漫 1 班分别以 9 .48、
9 .48、9 .49 的成绩赢得第三名，计网 4 班、机械 5 班
获得优秀奖。

此次合唱比赛不但增强了同学们的爱国情怀，
还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和同学情谊，这种健康向上的
校园文化氛围将深深感染全体师生，成为鼓舞同学
们学习的强大动力。 （来源 新报 田继军）

“一二.九”爱国运动大合唱比赛圆满落幕

英语 AB级考试你准备好了吗

根据陕西省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办公室的安排，
2017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 AB 级考试将于 12 月
17 日进行，其中 A 级将于 12 月 17 日上午开始， B
级将于 12 月 17 日下午开始，考试地点为崇爱楼（三
号教学楼）和崇善楼（二号教学楼），鉴于本次考试
是全国性考试，影响性大，为确保每位考生能够正
常、顺利地参加考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生注意事项：
每位考生必须在 12 月 17 日考试之前做好“三证”
（准考证、身份证、学生证）的准备工作，三证齐全、
缺一不可！若发现证件不全者，必须在考试前办理好
相关手续。

关于“三证”规定的说明：
1、“三证”（准考证、身份证、学生证）缺一不可，

否则不能参加考试；
2、“三证”中的准考证：在校生由基础部负责发

放，实习学生由辅导员负责发放。
3、没有“身份证”的考生必须到公安部门办理临

时身份证或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考生要出示的有效
身份证件为下列证件之一：二代居民身份证、军人及
武警人员证件、户口本、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贴有近
期免冠照片的身份证号码证明、护照等）。若没有身
份证或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户口本复印件无效）
等，考生将无法参加考试。

考生重点注意事项：
1、各班级统一以班为单位由班长于 12 月 13 日

到教务领取英语 AB 级考试的准考证，考生要自行
保管好准考证。

2、考前测试耳机，根据省考试管理中心规定，考
点无线电听力频道不允许通过网络及公众媒体传
播，请各考生考前调试好自己的耳机，耳机测试时间
另行通知。注意购买质量好的电池，并按规定时间做
好考前调试，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3、考生应提前准备好考试必需品：2B 铅笔、
0 .5mm 黑色签字笔、耳机（请注意调试好频率，频率
为 70MHZ），不准携带任何书籍、笔记、资料、报刊、
草稿纸以及各种无线通信工具（如寻呼机、移动电
话）、录音机、电子记事本等物品入场，如有发现，当
作弊处理 !

4、考试当天，考生按规定的时间提前 25 分钟进
场，时间为 12 月 17 日上午开始 (A 级 )、下午开始（B
级）。开考 15 分钟后不得入场。进入考场时考生应主
动接受金属探测仪扫描，并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证
件不全者不准入场。

二、特别提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
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

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
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
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希望各位考生高度重视以上通知内容，充分做
好考前准备工作。

最后，预祝广大考生在本次考试中取得优异成
绩 ! （来源 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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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了，也迈进
大学的校园了，一直
以来，我都很懵懂大
学里的生活，都是那
样的安逸，自在。大学
生活，什么都要靠自
己，别人最多最多只
是提醒而已，至于做
不做完全是自己的事
情。

金秋九月。我来
大学，虽然有的地方
都和我想得不一样，

但大部分都差不多。进入大学，军训自然少不了的，作为大学第一课，有严
格的教官。半个多月的训练，不说别的，单是体质就要强很多。其次，最明显
的就是变黑了。经历的多了，人也就越成熟了。进入大学，每个人都有不同
的目标，有的是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有的是为了体验大学生活，而有的是
为了混日子，只为了拿到更高的学历证。对我而言，我来到这所大学，为的
就是学习更多的知识，为以后进入社会找工作有一技之长。对目前的我而
言，生活就是按部就班，一切顺其自然，只是在学习上有一些不适应，上课
跟着教室走，而且一节课的时间也变长了，对目前的我而言，还是有些不适
应的，但我还是会努力去适应的，尽快的进入学习状态。

作为一名大学生，做事情就应该有规划，不能盲目的去做。所以，在这
所大学的三年里，要做的无非就是锻炼自己，在学习的同时，要学会安排时
间，有规划的做事情。进入大学，就代表我们已经成年了，不再是以前那个
不知所谓的孩子了。因此，我们就要突破自我，挑战自我，挑战自我。这就要

求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走，甚至走的更远，或许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突破自我，走得更远。

大学就是一道门坎，过去了就是社会，但这道门坎对于每个人来说是
公平的。大学三年，看似漫长，实则短暂。这三年里，要多做一些有意义的
事。这样，我们的大学生活才过去的充实的。时间如白驹过隙，因此要把握
现在的每分每秒，未来是虚幻的，随时都会发生改变，但即便如此，现在的
我做的怎样，大部分决定了未来的生活会怎样，所以，现在的我们是在给未
来的自己铺路，这条路是否长，是否宽，是否直，有相当一部分由现在的自
己决定。

未来的三年里，也就是自己的大学生时间，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学
习到更多有用的东西，同时，再拿这些东西去实践运用，积累经验，发现问
题，弥补 不足。未来成家立业，我们不仅要照顾年迈的父母，还要照顾妻子
女儿，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将来拿什么照顾他们，因此，你就成为了一个
家的顶梁柱，但这根柱子是否稳就要看现在的自己是否努力。要想成为一
根结实的顶梁柱，现在的我们就要不断地武装自己。要求自己做的更好。

咱，作为一个爷们儿，将来就要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赡养父母，照顾
妻儿，甚至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不像小家庭一样简单，
所以我们要不断充实自我，努力让自己做到最好。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
值。无论你怎样，都要将自己的那份价值贡献出来，为自己的家庭，社会这
个大家庭贡献自己的锦薄之力。

过去的终将成为尘埃，消失在时间的长河，唯一留下的便只有那份回
忆，而我们要做的便是把握现在，莫要让现在如过去一样，所以我没有必要
留有遗憾。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忧郁，我
们要乐观去憧憬未来。俗话说：回首昨天，把握今天，憧憬明天。努力过好每
一天，不要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来稿 机械 2 班 罗杰）

漫漫人生路
产房中传出的第一声婴儿啼哭，是奏给他们的

最美乐章，穷其一生必定不忘，因为这是他们的爱情
的结晶，是他们的小幸运，更是他们营造温馨家庭的
动力源泉，之后，他们必然倾其一世，给予我们独特
的爱。

年幼的我们牙牙学语，是他们，一词一句不厌其
烦地熟心教导，逐渐我们学会了沟通与交流，蹒跚学
步时，多少次的跌倒爬起，他们轻轻蹲下身子，拍打
我们衣服上的灰尘，即使眼中闪着泪花，也要放开手
让我们自己向前走，后来，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梳
头，穿衣，他们总是比我们早起，包容我们的坏脾气
和小情绪，担心我们没有办法和睦同学。担心我们未
按时完成作业惹怒老师，犹记得第一次上学时，他们
狠心地放手，头也不回地迈步远去，我相信，那时间
间应该是“恨他们的”但如今细细想来，却又好笑，
说实话，那时我最喜欢路况不好及天气恶劣，这是我
心中的小秘密，因为能够肆无忌惮的享受他们温暖
的后背，宽厚的肩膀，却未紧觉他们额头的汗滴，以
及眼角的液倦，他们的幸福时光，莫不过放学后一起
走乡间小道回家，听我们叽叽喳喳讲校园生活，谁扔
了谁的橡皮，谁没有交作业。。。。。。他们听得比课堂
学生都专注多，怕错过小细节。

后来的后来，我们到了青春期，有人说青春期是

叛逆的，经历过后才深有体会，初中，高中，我们离
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和父母之间的距离也如此，回家
的次数越来越少，和父母的沟通也越来越少，宁愿和
女同学谈天说地，也不想打个电话聊衷问候，我们用
“代沟”将他们隔绝在我们的世界之处，主动打电话
也仅是为了生活费而已，随即的挂掉，打断彼此沉默
的尴尬气氛，即使放假，也是手机不离手，每当他们
为了缓解气氛，淡及学习生活，我们不是找借口就是
愤然离去。

时间消逝，指缝微宽，后经忙碌的高三生活后，
我们迈入大学，扪心自问，有多大没有瞧瞧他们日渐
苍老的容颜，时光素染青丝，皱纹渐上眼角，曾经的
绚丽绣花女竟然连针都穿不了，曾经朗朗少年才四
十几岁啊，却因重重劳作如此苍老，他们也会偶尔翻
翻相册，但更多地是感叹孩子的成长，往往事业有成
的孩子，很难有时间的陪伴他们。生活不顺的孩子倒
是经常对他们嘘寒问暖，但他们宁愿我们高飞，飞累
了记得回家的方向就好，那份带着甜蜜的孤独感，他
们只能独自尝。

任性的我们长大了，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谢谢”，
“辛苦了”。我宁愿用此后的行动一一实践，我要努
力，更努力，只为以后牵起他们的手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碧波花海，手中的相机拍下他们的每一个笑容，

我怕来不及，不若自问我未来挣钱的速度是否赶上
他们老去的速度？我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我确切
的说，一直在奋斗从未放弃。

人生几何，珍惜现在的时光吧，我要告诉他们，
我的幸福。

钟表可以回到起点，却已不是昨天。
人生可以回忆从前，却已不是原点。

（来稿 文学社 李欢）

青春是人生的一段历程，是无所畏惧的心态，充
满希望的世界。青春时光，有人懂得珍惜，有人肆意
挥霍。珍惜青春的人，心有信仰，能坚持前行的方
向，不虚度人生；肆意挥霍青春的人，心无信仰，或
者信仰低级趣味，青春对他们而言也就只是一段碌
碌无为的回忆罢了。

每个人都要有理想地活着，要有信仰的活着。在
青春的时光里，一次又一次向理想发出冲刺。人生路
上，比理想更伟大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理想总是
那么遥远。我们常常惧怕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尤其是
人到老年的时候。人老了，心有敬畏，也是人之常
情，但青春正好，也畏首畏尾，那是人生的悲哀。青
春哪有惧怕理想不能实现的理由？理想始终是一盏
明灯，点亮青春的方向，如果要这盏灯更加亮一些，
就要付出拼搏的代价，有身体的创伤，也有心灵的折
磨，但只要熬过去了，不论大小，总能收获青春的硕
果。

舒适是留给别人的，爱情也不是属于一个人的，
做好自己，勇敢一点，给自己一个信心，给自己一个
努力，用今天的时间，换取未来的阳光。别把人情看
薄了，别把人心看假了，错过了，就别耽误，失去了，
就别原谅。人有一种等，也有一种无奈，错过，就给
自己一种信心，失去，就给自己一种不经意。态度好
了，才能一路平安，人生淡泊，但是需要勇气，更需
要耐力。

青春也往往是我们年少无知的年龄阶段，这时

候我们常常是叛逆的、无知的、迷茫的、满腹怨气的
人，但当你成长后回想那时的自我，你会觉得那时的
自己是那么的幼稚！！在青春的时光里我们不应该让
自己总是沉迷在游戏的娱乐中，也不应该多几段儿
戏的情感经历，这样不仅伤害了对方，对自己也将是
一种不负责任；一个永远也洗不去的污点 !在青春的
年华里要多交几个朋友，这总是没错的。朋友是人生
路上的同伴，即便不能推你一把，至少还能分享你的
心情，为你出谋划策，多少都能给你人生起到引荐的
作用。朋友还是未来生活的一种铺垫，也许朋友还是
一个流动的“概念”！在一座新的城市停留，都会有
新的朋友，也会疏远一些老朋友。但，人要懂得怀
旧，不管你的朋友和你再远，也要记得简单的问候，
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无论你是什么九零后还是零零后，只要你步入
上社会，你就必须要学会成熟学会懂事，不然你跟摇
篮的婴儿没啥区别！！青春的时光不是长久的，也不
是可以垂青每个人的，也许我们现在活在青春，但是
心里必须要想到未来！在人生闯荡的路途中每个人
都难免会在路上跌倒，尤其是青春时候。青春的你，
是初入社会的“愣头青”，做事莽撞，经验不足，常常
做什么错什么！人，跌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
了害怕爬起来。青春需要一些挫折，把挫折当成一次
磨炼，挫折越大，留下的脚印就越深，再向前走，脚
步就更加稳健。从现在开始，拿出我们拼搏理想的勇
气，拿出我们青春的热情，让爱情、亲情、友情作伴，

不畏惧挫折和失败，哪怕是迂回着，也要面朝理想的
方向，唯有如此，青春的美丽，即便有伤痕，也不会
凋零。与其说青春是种信仰，还不如说青春就是种责
任！在青春的年代只要自己看准了一条路，就算再
难，哭着也要走完 . . . . . . . . !

如果你是男儿，就要有骨气，有傲气，傲气不欺
负人，骨气不错过时间。如果你是女人，就要学会有
自信，有涵养，有坚强，男人努力是种责任，女人努
力则是一种尊严！男人的责任来源于对家庭的尽职
和对父母的孝顺，而女人的自信与坚强来源于男人
对她们的理解和宽容！

一辈子不能等，一天不能多说，只是为了一个总
结，总结人生的每一个细节，盘问自己的昨天。哪怕
一无所有，自己也要努力，不怕别人笑话，只怕自己
担心未来，一分钟努力，一分钟改变，生命的每一次
动荡，都是人生的最大精彩，估量一个人的世界，可
以看出一个人的耐力，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秉性。不
要反感我们身边一些常有的大道理，无论他是大道
理还是小道理，只要对我们有用的都是好道理！！路
要自己走，人要自己学，生命可以展望自己的未来，
人生可以调整自己的速度，每一个改变，每一个无
奈，都是一种牵绊，都是一种奢华！有一种向往，叫
做青春不回头 . . . . . . . . . . . . . . ! ! （来源 新报 雷景健）

青春不仅是一段时光，更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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