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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高校志愿服务
先进工作者”称号和“陕西
高校最美志愿者”称号，是
陕西省志愿工作中表现出
色、具有表率模范的同学获
得的殊荣，是新时期大学生
在志愿服务领域的好榜样。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
院的李鹏飞同学和张燕同
学在志愿者活动中分别获
得 2017 年度“陕西省高校
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称号
和“陕西高校最美志愿者”
称号，他们在志愿服务领域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于 1999 年，目前协会有一百多人。李鹏飞

是我院 2016 级电子商务专业二班学生，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张燕是我院 2016 级会计专业一班的学生。平时在学习之余，李鹏飞组织
同学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张燕等青年志愿者利用假期时间多次到敬老院、
智障儿童康复中心、长安区贫困家庭、世界自闭日活动、秦岭环保活动和
学院的志愿者活动等等，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还在学院里开
展“禁烟”等活动。

当谈及获奖感受时，李鹏飞说：“我是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2016 届
学生，现在在协会是副会长，主要是组织协会一些活动工作，比如带协会
成员去养老院或孤儿院做一些公益活动，有时候在学校也组织做一些活
动，比如禁烟活动，宣传保护自然的一些知识。我今天获得的是“志愿服

务先进工作者”称号。 那获得这个荣誉以后你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
情？ 特别高兴，这些活动特别好，也感谢学校给我这个平台，让我组织
这些活动。通过这个平台让我学到很多，很感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

张燕是我院 2016 级会计专业一班学生，在青年志愿者协会中担任宣
传部部长。当谈及她获奖感受时，张燕说：“我是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2016 届学生，现在是青年志愿者协会宣传部部长，平时和协会成员去养
老院或孤儿院做一些公益活动。有时候在学校也做一些活动，比如禁烟活
动，宣传保护自然在一些知识。我今天获得的是“最美志愿者”称号。特别
荣幸，在我看来作为志愿者是特别光荣的事，我以后会更努力做好这件
事。

长期在学院和社会中多次参与公益活动学院志愿者们一致认为，做
志愿活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让他自己收获颇丰。志愿活动让自己开阔了
视野，增长了见识。做志愿者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也许做不
出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却可以从身边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用这
种方式来培养自己的一
颗爱心、一颗善良的心。
奉 献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快
乐，是一种幸福，也是一
种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
傲。人们能在志愿服务
中能得到快乐并且实现
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
追 求 的 东 西 。
（来 源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省教育厅专家组莅临我院开展年检工作
3 月 14 日，陕西省教育厅专家组吴航等一行六人专家组莅临我院开展年

检指导工作，对我院 2017 年度教育教学工作情况进行深入检查。我院党委书记
安宁，副院长于萍、睢宇恒，院务委员靳林弋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此次年检。

专家组对我院教育教学工作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座谈会等
方式检查后，对我院的各项教学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学院的发展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在汇报会上，党委书记安宁介绍了学院参加本次座谈会的领导和
各部门负责人，并代表学院对专家组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

副院长于萍教授从学院遵守法律法规和执行政策情况；学院办学条件基本
情况；党团组织建设、和谐校园建设、安全稳定工作情况；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和
人员配备情况；按照学校章程开展活动情况；办学许可证核定项目的变动情
况；财务资产收费管理情况及法人财产权的落实及变动情况；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等九个方面做了年检自查报告。

专家组依据教育厅的统一规定，听取了学院的自查报告和分别提问质询；
还深入实际认真地实地考察了学院的办学条件，检查过程中专家组一行参观了
学院的实验实训室，并召开了教师代表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最后，经专家组
讨论后召开了学院领导与中层干部会议对年检情况进行了反馈。会上，吴航组
长深刻强调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明确，遵纪守法按照学校章程开展系列
活动；校园安全稳定，学生管理工作到位；对新校区的搬迁过度等系列工作做
出指示，对学院教育家办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明确等几个方面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专家组
一行充分肯定了学院的办
学成绩，也就学院的发展
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与建
议，并祝愿发展中的西安
高新科技职业学院越办越
好！

最后，学院党委书记
安宁做表态发言，他代表
学院感谢专家组一行，强
调专家组的每次检查都是
对我们学院发展的促进和
推动。我们学院处于发展
的关键时期，搬迁西咸新校区、升本等系列工作都是我们全体西高人的挑战和
期待，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学生实训、实践教学环节，克服所有面临困难，确保
2018 年新生顺利入住西咸新校区，确保学院的发展安全过渡，保证学院系列安
全稳定工作，使发展中的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在省教育厅等各级领导同仁、
师生家长的关心关注下更上一层台阶。 （来源 宣传处 吕妍）

我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部署系列工作
3 月 16 日上午，西安高新科

技职业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部
署系列工作。我院党委书记安宁，
副院长于萍、睢宇恒等全体院领
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出席会
议。

会上，安宁书记带领大家做了
深刻的学习贯彻落实教育部 2018
年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
频会议精，要求全院从上到下深
刻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

实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严肃党内
的政治生活。根据教育系统的实际情况，安宁书记对学院领导干部及教职员工
从上到下提出了系列要求。

同时，安宁书记传达 3 月 13 日，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召开 2018 年全省高校
稳定安全工作会议上，省委高教工委书记董小龙的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提高维
护高校稳定安全的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担当，把高校稳定安全的责任扛在肩
上，把党的十九大对维护稳定安全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全面把握维护高校稳定
安全面临的形势，明确目标任务，强化措施，持续用力，确保高校和谐稳定”。

安宁书记带领全体参会人员深入学习省委高教工委 2018 年工作要点，根
据省委高教工委的要求，审议通过了学院 2018 年党委工作要点，部署 2018 年
学院的中心工作；安排 2018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
组织评选事宜；落实高校领导全面从严治党领导责任；各位参会领导根据各自
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同时，党委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
责任的实施意见及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实施计划下发。会上，安宁书
记深刻强调全院从上至下要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全体西高人要凝心聚
力，一起为学院发展贡献力量，一起奋斗出美好的 2018！（来源 宣传处 吕妍）

谧 语
一徐清风拂面而过，带来一丝冷冽，却又含着拂过发髻的意蕴。回想以往，

那时的风也似现在这般掀起衣袂，君同风而舞……如今，虽时过境迁，然韶华之
际能与君相伴而行，实觉幸甚！

那日，黄昏的阳光里浸透着一股慵懒之意，令人不免难起兴头。独自一人站
在窗前，细看窗外的一片绿茵；光线穿过细密的草枝照射在那独属于草叶下的
世界。黄昏下，这片世界略显朦胧；仿佛一袭薄纱披盖其上。或许是因为这片绿
茵久无人往，反而较之别处更为茂盛；故而才有这样的感受吧。微风缓缓而来，
抚过草叶，朦胧之感更胜。微风中草叶随之摆动，如美丽的人儿摇曳着动人的
身姿。不觉间，动人心弦！

微风过，回首离去。
到门前，依旧是那首熟悉的音乐，美妙的旋律萦绕耳边；向屋内看去，是你

的身影，你每日都到这里练舞，从不例外。这屋子向来光线明亮，此时夕阳斜

照，微风卷动窗帘；阳光倾力的挥洒在整个房间，让人感觉更为不凡。我站于门
外，默默的看着。你是那么的认真，我亦不敢有所动，甚至连呼吸都尽力的压低
些；唯恐惊扰到你！即使，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到来。阳光里，你裙摆不定；挥手
间，阳光便从你的臂弯、手指穿过；地面上留下一个欢腾的影子。阳光为你伴
舞，而你就如同阳光下翩翩起舞的蝴蝶，眼前的所有就是如此的惹人臆想！一
曲而终，你也渐渐停下。回眸看来，我付于微笑；而你便轻点臻首，回于一笑！

时光，是如此静好。
那时的我们除了朋友二字仿佛并没有更多的诠释。时间，就如同指间沙，往

往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但至少那时的我们以朋友的身份在一起过！多年以
去，你我早已不复当初之模样；可往日之光景，实难忘却。

现如今，你我以是天涯。如若可以，我询一声问候，你道一句安好！豪言堪
谁语，谧语谓尔听。如此，罢了…… （来源 新报记者 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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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年味
每一年人们都是忙忙

碌碌的，也是在忙碌之间迎
来了，一年才有一次的年
夜。

记得小时候在除夕那
天，大人们也是忙碌的，不
过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忙
着 准 备 这 天 所 需 的 东
西———对联、门神、浆糊、煮
熟的腊肉和祭祀祖先用的
供品；并且邀请亲戚到自己

家来吃早饭，相约一起到谁家去过年夜，一起观看烟花。这一整天都是忙
碌和充满喜悦的，在祭祀用品准备好后，一家人就一起去祖地，祭拜先
人，请求先人保佑一家老小家和万事兴，财源广进。在除夕夜里，在年夜
饭前，晚辈给长辈们磕头祝贺，长辈们便给晚辈分发压岁钱，并祈祷来年
孩童们身体健康、学习进步。这些传统习俗都弄完后，便是一家人其乐融
融、和和睦睦的吃起年夜饭了。吃完年夜饭在晚上 11 点到凌晨 1 点这个
时间段中，好像所有人都约好一般都开始燃放烟花爆竹，给人一种“爆竹
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感觉，再看着那一束束绚丽多彩的烟花
不经意间想起自己一年的酸甜苦辣，还有这一年一次阖家团圆的喜悦也
随之升上心头，所有工作与生活中的苦楚无奈，都不及这时心中的那丝
丝暖意！最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守岁，大人们坐在一起聊天、谈心、嗑瓜
子，小孩放摔炮和小伙伴们嬉戏玩耍，共渡年夜。
不过这些都是我小时候，那仅存的一点记忆了，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年味却也悄然的从我们的身边溜走，没有了传统文化中的年夜
守岁和压岁钱，也没有一家团圆的和睦喜悦，有的只是一家人普普通通
的弄点吃下，或是去餐馆随意点菜打发一下。在家中过年的也是拿着手
机抢红包，家中的老人们原本留了一年的牵挂和许多要对自己要说的
话，看着我们这样心中的种种也就咽回肚中了。渐渐地发现我们与家人
的距离越来越远 . . . . . .

而与家人的距离感，也是我们对春节的不重视，对中华文化传统习
俗节日的忽略，让我们在物质需求上比精神需求强烈的结果！而文化才
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共有的财富宝藏。

泱泱大国，千百年来才孕育出我们如今的文化底蕴，而每一个中国
节日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产物，它们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节
日，更是文化的传承。而春节对于中华儿女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同时它也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保护的，让未来更多中
华儿女可以牢记春节，让每一个年都更有意义，让我们一起找回渐渐离
我们远去的年味！ （来源 新报记者 胡代杰）

我的家乡，位于黄
土高原的北部，是干旱
缺水地区。在这里，最不
缺少的就是黄土。我所
生活的地方，是曾经被
别人说过不适合人类所
生活的环境的西海固地
区中的海原。因为，在这
里，到处都是黄色的土
堆积成的山沟，平原。植
被的缺失，导致这里的
山存不住水，导致这里
的气候，多半处于干旱
之中。所以，这里的人
们，只能靠天吃饭，靠天给水。

黄土地，随处可见。我的家，位于这里较平坦的地区，那些处于山沟山沟之
中的人们把这里叫做“塬”，意为平坦开阔之地。所以，这儿的土地，特别的平
坦，特别的长，一眼望不到边。

小时候，家里人口众多，所以家里几十亩的土地多半种植的是小麦，少量
种的是马铃薯一类的种植物。那个时候的人们，多半种植的是小麦，所以，在没
有收割机这种现代化的机器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双手去收货那一眼望不到
的金黄色的麦田。小时候每年的收小麦的时候，天还在麻麻亮中，抬头可见天
上的月亮还在散发着白色的月光，爷爷就叫起了全家人，前往麦田拔麦，趁着
天气凉爽。那个时候，只要是能动弹的都要去麦田拔麦，包括当时年幼的我和
两个姐姐。

黄土地，一路走过，黄土飞扬，尘土落在衣服上，头发上，以及有时候拔完
麦的父母在说话的时候都能看见牙齿上有着黄土。在这里，土地，是人们最珍
贵的财产。所以，这里的人们爱自己脚下的这片黄土地，黄土地也爱这个在自
己的身上付出辛劳汗水的人们。
起早贪黑这个词，起先在父亲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个时候，没到秋收结
束之后，都要把土地翻新一遍，所以，每在睡梦之中，都会依稀的听见父亲起来
后套牲口的吆喝声，在半睡半醒里，听见父亲离开的声音。在这儿，一个家的主
人无疑是最爱自己的土地。因为，自己的土地，养活着自己的一家人口，没有土
地，就没有现在的温饱生活，没有多余的来源收入。所以，这个信念，是一代代
传承下来的，是每个父亲在将家庭传给自己的儿子时，所要传达的信念。

这里，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土地。土地，带给我们温饱，带给我们对生活的热
爱。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来年的有更加好的生活的期盼。

（来源 新报记者 田继军）

黄土地

奋 斗
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意

思是说人可以通过多种途
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袁
也可以说读书不是实现人
生价值的唯一道路袁但却是
最近的一条路遥 的确 袁草根
出身的马云创建了阿里巴
巴集团袁马云在高考时考了
三次袁最终只考上了一所普
通的大学袁是他在大学里的
不断努力和进取为成功作
了铺垫遥

当我上初中时 袁有一男
一女两个同学辍学回家袁男生帮忙做家务袁彻底放弃学习袁离成功越来
越远遥 女生在商场上班袁一个月千把块的收入袁能够养活自己遥 高中辍
学的一个男生袁找到一份修车的工作袁月入 4000袁较之前两个人他算是
相对的成功遥 相比于其他过早离开校园的同学来说袁我们能做的只有
努力读书袁努力的充实自己袁知识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袁只有学到知
识袁走出校园才能有和同龄人较量的资本遥
三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袁弹指一挥袁走出校园的我们袁面对海量的招聘
信息袁驻足仔细看 袁要么 985 或者 211 优先录用 袁要么海归博士或者研
究生 袁而我们只能找职位要求不高的岗位去应聘 袁或者我们可以从现
在做起袁在学校里准备专升本考试袁晚上的自习室是最安静的袁周末学
校的图书馆也是好地方遥 语文课老师第一节课对我们说的话让我很有
感触 遥 她说在宿舍玩一学期手机和在图书馆玩一学期手机是不一样
的袁在图书馆玩手机袁玩一会你会去看书 袁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看书 袁这
样无形中便增长了自己的知识遥

作为专科生的我们袁在学历上不占优势袁如果再不努力袁用人单位
会考虑你还是那些比你更优秀的人钥 很多男生可能会说袁我家里条件
好袁可那是你父母的袁你可以啃一辈子老吗钥 不想奋斗的人袁生活便失
去了意义袁同样人生也失去了意义遥 女生可能会想袁我将来嫁得好就好
了袁可是袁你是不是忽略了几个问题钥 第一袁灰姑娘和王子那是童话故
事袁现实中未必存在 曰第二 袁你和 野王子 冶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同 袁生活环
境不同袁你觉得共同语言多吗钥第三袁物以类聚袁人以群分袁不努力的你
未必有机会遇到王子遥

所以说 袁我们不能在最能吃苦的年纪里选择安逸 袁这样生活是不
会眷顾你的袁别埋怨生活不易袁只是你不够努力浴

（来源 17 级现教一班 田晓密）

时间中匆匆的我们
时间是一个敏感的

词，时间充斥在所有人
身边，而且也在不停的
流逝。而每一个人从出
生开始就在一天天的变
老，每一个细胞也在一
天天的凋零更替，也正
因为如此，人们才在岁
月这位“老师”的指导
下，不断成长，不断学
习，不断进步！

而对于正在青春佳
期的我们，也是在岁月
的逼迫下，走上了人生
漫漫之路。 20 岁左右的

我们，正在上大学的大学生们，已是半足迈入社会的成人，不过人与人之间亦是
有诸多不同，或性格、或原则、或处世为人、或对于时间的认识也是大相径庭的。
同时这些也是决定我们未来的人生路方向的重要指标啊！

其中对于时间的认识也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在漫漫时间长河之中，一切皆是
尘埃与虚无，但时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功过成败与社会贡献的唯一见证
人！因此，每一个人只有走正确的路，不断壮大自我，不停地利用时间来充实自
己，在时间长河中留下不可泯灭的烙印———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然而，想要做一个有贡献的人，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超越常人之事。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只有先历练自我，让自己由
内而外的不怕吃苦，勇于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愿、不想之事。比如 :作为学生的我
们要做的唯一之事，便是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化文明知识。但是我们却总是找诸多
借口，以自欺的方式，告诉自己时间不够，殊不知“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只要挤
总会有的！”更有许多人是活在虚拟与幻想之中，看似开心满足，却不知身边人早
已走出万里路，读过万卷书了；将自己“闭关锁国”在自己的世界里，虚度那短短
几十年的光阴。总感觉周围的人看似走在了你的前面，也有人在你身后，不由自
主生出嫉妒与嘲笑，殊不知自己方才是那世间最大的笑话！

人生之路长也不过百年而已，而每个人的时区也是唯一独立的存在，或许会
有人闯入这个只属于自己的时区，但也不过寥寥几人而已，也因此我们会在生命
之中等待着正确的时间点，然后行动。把握好每一段时间与机会，在正确的时间
中做正确的事，才是走入社会这所“最大学校”的生存之道！

（来源 新报记者 胡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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