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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用文字记录两会热点、用画面凝固大事小情。本版将带你走进不同群

体心中的两会，带你倾听两会好声音。

轰轰烈烈的两会在全民的关注下已

落下帷幕袁 而它带给我们的却不是挥一

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般轻轻来又轻

轻走遥 两会关键词袁精彩别错过遥

两会热词“-- 有权不可任性”

如果说，2014 年是深化改革元年，那

么 2015 年将是完成改革任务的关键之

年。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首次地

方“两会”，涉及的财税、医疗、土地、环境

和户籍等方面的改革，成为地方“两会”

关注焦点。31 个省份在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均明确了改革重点。国企改革、财税

金融改革、农村改革、价格改革是改革清

单中提及最多的领域。

面对“新常态”，政策制定者既要有

“新”的思路和观念，来迎接前所未有的

挑战，也要有“平常心”和定力，在长久的

考验中不负众望。出现在各地政府工作

报告中的“新常态”,已经或即将成为具

体的政策执行。新形势下，相信地方政府

在“新常态”中调整新思路做出新作为。

幸福指数是一种心理体验，是对于

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

判断。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

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

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

的“风向标”。

在 31 个省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均把国企改革被列为改革的重中之

重。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兼并重

组”、“整体上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

点”是各地推动国企改革的关键词。其中

最大重点仍然是如何引进社会资本和积

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实现企业股

权多元化仍是当下国资改革的重要目

标，即对国企自身股权结构、经营领域和

治理方式的调整，“混改”将迎来进一步

深化阶段。

纵览地方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

“依法治国”是今年地方“两会”代表们提

案的高频词。2015 年，如何落实“依法治

国”是地方“两会”的一个重要看点。要做

到依法治国就需要完善各项法律，做到

有法可依，严格落实依法治国，为全面深

化改革保驾护航，才能让民众享受到法

治进步带来的红利。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发展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称

“双中高”。纵观今年地方“两会”，淡化

GDP 成地方“两会”的“新常态”，“双中高”

成为窥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词。重增

长更重质量，以改革创新为突破以实现

更好更快的增长，正成为多地的经济发

展思路。2015 年是全面深改的关键之年，

如何形成正确的 GDP 观，把握经济发展

中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对各地政府仍是

挑战。

“一带一路”成为 2015 年地方政府

工作报告的热词之一，已是有目共睹的

事实。自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出访中亚

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中国和相关国

家合作发展的重大战略构想———“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至 2015 年 1 月、2 月

地方“两会”的相继召开，全国 31 个省

份，在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同程

度地提到了“一带一路”。“积极融入、踊

跃参与”成为各省份对接“一带一路”的

共同态度。

“京津冀”是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

具活力的地区。如此重要的“京津冀”作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相应的政

策发展规划，却经历了一波三折。今年，

北京更是将其放在 2015 年工作的首位。

市委书记王安顺在北京“两会”的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2015 年要积极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要认真对接和落实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纲要，牢固树立“三地一盘

棋”的思想，推进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

局。

正如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所言，一只

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轻轻

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

州的一场龙卷风。阳春三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正

在印证“蝴蝶效应”理论的正确性，“两会”的召开不

仅仅吸引了国人的注意力，同时，无论是大洋彼岸

的美国华盛顿，还是加拿大的多伦多抑或是阿根廷

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国两会”也成了他们所关注

的焦点之一。作为当前我国的一大热点，“两会”同

样吸引了高校老师与大学生的目光。

经管学院王潇寒同学:做为经济管理学专业的

学生，我比较关注这次两会的降息问题。今年“两

会”上对中国经济现状与前景的争议非常激烈，上

周末的降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强、通货紧缩趋势

明显的当下，通过降息降准的货币宽松对冲是政策

所需。我认为此次降息降准是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

高的货币金融管理组织机构，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人文学院吴依伦: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迅猛

发展，“低头族”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青

年人习惯于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网络上，阅读量急

剧下降，知识储备非常有限。

林学院团工委书记郭晋:作为团学干部，应将

两会精神学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主题教育相结合，同时创新团学工作形式，正确指

导青年学生成长进步。例如“依法治国”作为年度热

门词汇热度持续攀升。在高校层面，共青团应积极

创新团学组织体制机制、加强各级团学组织的制度

建设、培养青年学生的法律意识。资环学院团工委

书记郭天秀: 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了

“两会蓝”的讨论。“蓝天白云”的美好期待既依赖于

对污染的治理，更依赖于绿色环保的经济增长方式

和生活方式。作为资源环境学院的团学组织，应对

学生进行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的宣传，培养青年学生

的环保生活意识。

两会校长最大共识：让教育静下来曰
北大校长林建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主

流，但需关注；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大学生创业不存在失

败，过程是宝贵财富；

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国家支持中西部高校教

育发展；

孙大大也就两会对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的要求，以提高办学质

量 核心，谋划下一步学校改革的着力点；二是深

刻理解国家转变发展方式对我校的紧迫性、必要

性， 我校经过 80 年历史积累，合并组建 15 年

的快速发展，旧的发展方式必须转变，我们必须深

化全面综合改革，把创新作为生产效率的核心，以

学院工作年为契机，切实做好学校下一步发展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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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那么久的路，才知道怎样的景色最适宜停留；见过那么多

的美人，才知道哪一种最倾国倾城；读过那么多的书，才知道什么

样的语句最扣人心弦；品过那么多的美酒，才知道哪一味最勾引舌

尖，醉人心脾。

这千千万万的积累，仿佛都是为了一个人做铺垫。只有听闻她

的故事之后，才知道什么是世上最美的风景，什么是最一见倾心的

人，什么是最动人心弦的诗，什么是最醉人的甘霖。

这样的风姿，你我无缘一见，其憾不下于张爱玲的“人生三

恨”。海棠无香、鲥鱼多刺、红楼梦未完……可是有些东西是不会随

着伊人消逝的――她的诗歌，她的设计，她的美……

人说每个女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薄厚不一，有小说诗歌散

文，精彩纷呈又各不相同。她的一生总归是一本诗集，书页间还夹

着那一年夏天园中采的白色花瓣，香花已枯，

那青春的芬芳却永久不散。书中的每个字都

是真善美的结晶，娟秀的字里行间，都是她盈

盈一笑的影子。每一首小诗都是她的一个侧

面，有懵懂时的娇憨，有恋爱中的羞涩，有钻

研时的刻苦，有舒适下的恬美，有逆境中的坚

强。

合上书本独自沉浸在那样的旖旎中，闭

上眼睛，看见那美景，烟水脉脉，镜面的湖面

弥漫着静谧，远方黄昏的灯光氤氲了整个夜，

所有的美好都可以在这里被发酵，被永久铭

刻。杨柳依依，长条依旧，和水面的倒影遥遥

相望又依依不舍。花树一棵，落英缤纷，水中

倒影也在亲近水面，愈近了，愈近了……最终，花瓣在水面相接触，

相融合，相消亡。

那年的春风吹面不寒，一个亭亭玉立的仙子带着满身的青春

气息走进门来，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靓丽活泼。执子之手，生死

相依。前世必定是在佛前长跪不起，青灯古佛下颂了万遍经才换来

的。

伦敦的雨雾沾衣不湿，夹着些梦幻的花香。他和她，像王尔德

笔下的夜莺和玫瑰，他就是那小小的鸟儿，宁愿将胸膛抵着蔷薇树

上的刺高歌一夜。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那岁，栀子花开，站在树下的羞花容颜，在他被泪水浸湿的心

底，永远都是花季。那是 ' 珍藏在心灵净土的最美好回忆，也是支

持他孑然一身走完剩下的路的克制的爱了她一生永远的执念。

让人倾倒的并非只是她的花容月貌，她的几段罗曼史，红颜易

老，传唱浮华。她的才情，她的倔强，她的不服输，她对梦想的辛苦

追逐……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多变，可是她不愿意低头。人活着，就是因

为有一份信念在支撑。她病了，日本人伸过“橄榄枝”，那时抗战流

离，但他们坚定地不愿离开祖国故土。李庄，若说一路逃亡的颠沛

流离只是苦难的序曲，那么李庄的岁月为苦难彻底拉开了序幕―

―命运之神激昂地用上了所有狂风暴雨似的节拍，鼓，镙，大提琴

和低音号成了整场演出的主角，肆虐着演奏出最悲壮的交响乐。生

活不能想象的不堪，不能想象的闭塞，结核卧病，战事危机四伏，弟

弟遇难……无法想象在那样折磨人的环境下，柔弱的肩膀要怎样

承担起那么多的悲痛，海一样的悲哀一浪高过一浪地袭来，漫过了

那孱弱的身影。可她的心却如同蚌壳内的沙

粒，路远歌未央，完成了鸿篇巨著《中国建筑

史》。病床上的她无法同思成一起参加野外调

查，心急如焚，她读了《二十四史》和海量文

献，包括宋辽部分的材料收集和执笔都是她

亲自完成的。她的肉体有多虚弱，多么为疾病

所累，她的精神就有多强大，思绪就有多辽阔

自由的发挥空间。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越发

恶化了，案上随时放着一个小花瓶，在她饱受

折磨的时候起到支撑颈部的作用……这部建

筑学的神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呕心沥血地

完成了，这是她在凄风苦雨面前做出的最有

力的回应。她的学生们都很难忘记，那小小的

白色病房就是他们接受知识阳光沐浴的殿堂，那斜倚在病床上的

美丽老师尽管面容憔悴，用她磁性沙哑的娓娓道来给他们展现新

奇宏伟的建筑世界。她的能力为世人所认可，于是，工作接踵而至，

仿佛永远也做不完，景泰蓝的图案，国徽的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

尽管她每天有那样多的工作，可她自愿像一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

转，旋转在平和而忙碌的舞台，实现她自己的最大价值，他热爱这

样的生活，就像热爱光明的蜡烛要燃至最后一刻。

有才也好，无才也罢，建筑也好，文学也罢，都是泡影，明晃晃出

现在眼前的是那个明眸善睐、巧笑嫣然的民初少女，不管经历世事

如何变迁，她依旧穿越几十年悠长岁月，出现在你面前。

于是每个人心中便都有了一个林徽因。

作者：支玉如

第二版 人间四月天 本版编辑院蔡若冰 齐迪 岑熙

我们的旅程开始于四月

的一个清晨。四点钟就

起床了，因为我们要去火车站赶上

那班五点钟去西安的火车。说来也

确实惭愧，上大学起来最早的的一

天却不是因为上课。但一闪而过的

内疚是无法阻挡我们渐渐按耐不

住的心的。莫名的雀跃与小紧张，

各种滋味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开始慢慢地发酵、膨胀。

四月凌晨四点的校园，没有传说中凌晨四点的妙境，有的是一

行看起来有些吵闹的人，伴随着交织在一起的嬉笑怒骂。路旁的树

投下参差的斑影，微微摇曳，月光洒在地上，竟也像极了千年前的

那个承天寺十月的夜晚。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栢？但我可比他幸运

多了，用不着半夜奔波去找友人，白白扰了无辜人的清梦。

火车驶离杨凌。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早春的清晨并没有太多的

景色。我却突然想起了川端康成的那一句，凌晨四点钟，看海棠花

未眠。不知道南校的海棠花是否已经悄悄绽开了呢？和这一车的人

一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海棠，是蔷薇科的灌木或小乔木，四月开花，多见红色，早在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海棠花在中国古代的栽培历史 。退出

搜索，我合上手机，决定在汽车开进秦岭之前睡一觉。管它究竟是

垂丝海棠还是西府海棠呢。谁要去管它究竟晚上睡不睡觉。我才不

会承认我和川端康成一样在一个平凡的清晨意识到花在夜间是不

眠的。而这竟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们是要去看油菜花的。

“看，那里的山！”眼前是山岚含蓄又恣意的秦岭。

这是一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四月的清晨，但它也是特殊再

特殊不过了。因为这是一个几个同样年轻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与

期待的人将要踏上共同的旅程，一起小心翼翼面对充满未知的明

天的早晨。二十岁不再来，即便有风有雨却依然美丽。星子呢喃，细

雨花前，即便没有漫山遍野的花开，却仍然是我们梦中期待的白

莲。

作者：任晓露

黎明的日光穿破云层，

滤过梧桐树叶凌乱破碎在地面。

若不是那一瞬回眸，

你经过我的身旁，

从此只为看你一眼而绕遍整个校园。

浓浓的夜空浸湿了漫天的星斗，

许下一个心愿祈求让流星带走。

世界太大 还是触碰了你的衣袖，

世界太小 还是找不到你的眼眸。

曾经落笔成诗的夜晚，

你是我水墨浸染的白宣。

四月春满乾坤轻风亲吻着锦绣，

而我唯借一纸情诗亲吻你容颜。

你可知道好久不见，

那天我与你擦肩而过，

我的发梢，闻到了你的味道。

从那花开的时候直到秋叶红透，

还有多少个春秋容许我执着的等候。

后来我看过很多人像你的发你的眼，

却都不是你的脸。

燕去燕归沧海桑田，

唯有思念不减当年。

时间折叠，岁月沉淀。

在书卷里看日月交替的光阴一去不返，

我怀念那时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

最爱的人就住在对面。

怀念却也回不到从前。

我想再看你一眼，恐怕此生不再相见。

却怕再看你一眼，就再也放不下思念。

或许从今往后，

不打扰，便是我送你最好的礼物。

忘记一个人怎么会简单，

我做不到，凭什么偏要你做到。

海浪被卵石打磨掉了棱角，

秋千悬挂在摇摆的枝条。

望见那个背影渐行渐近，

而我终于触动了 你的心跳。

我希望有那么一天，

当我再次想起你，

心中已没有了波澜。

“我已经想不起来，喜欢你的感觉了。”

那年四月天，

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

在所有人事已非的风景里我最喜欢你。

你眸眼深峭是我永生不遇的海。

作者：蔡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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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吗，下雨了，你喜欢的花开了，

如此坚强。我用整个清明节的假期去看

了那么多未名的花，只为了找到当初你

告诉我的你喜欢的那一种 -- 白色樱花。

四月的细雨，像极了我千丝万缕的相思，

弥漫了蒙蒙水汽。我不知道那天我把那

么多的白色樱花的照片发给你的时候你

有没有一点点感动，但是我还是觉得值

得，因为是你。

偶然间看到沈从文的那句感动无数人的

情话“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

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

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

年龄的人。”想到高三那年我拗口地读给

你听的时候，忍俊不禁。曾经不懂他，如

今也从众多的材料中了解了他。沈从文

的一生，至死都爱着一个“正当最好年龄

的人”为她写过百封情书，为她的第一封

回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句赞

赏欢喜的“快要飞到空中”。

你说，有一天你也会为心爱的人送

上美丽的情书，我笑着打趣你，得了吧，

大老土。不过那个时候我也好期待着能

一睹你情书的“芳容”。可是我还没来得

及告诉你，毕业就悄然而至。可是为什么

要毕业呢，我的老师有了新的同学，我的

朋友有了新的圈子，我在乎的人也离我

越来越远。

四月的晚风轻轻吹过，温柔如水，暖

风习习，望着灯火阑珊处，星星点点的灯

火，依旧闪烁，那丝丝缕缕的过往涌上心

头，豁然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那些

约好同行的人一起相伴的雨季。我曾那

么奢望一路风霜能与你分享，而走过的

年华，终有一天会在某个渡口离散。

直到有一天袁我们不再疯狂

请不要失望袁哪怕平淡收场

青春看似荒唐袁没人会选择投降

我懂你的倔强袁你懂我的向往

如果有一天袁我消失在远方

请不要悲伤袁即使你不能忘

但愿花开如常袁你会笑着抬头望

我愿化作清晨那叫醒你的阳光

后记：

你一定不知道我曾经在高考收拾桌

子的时候看过你那封并未送出的情，内

容我想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你知道的，我不是沈从文般的文人，

没办法写出那么动人的篇章。可是我多

想告诉你，你是人间四月天，是爱，是暖，

是希望。

作者 李小兴

你的四月，我的晴天

作者 张丽华

人间四月，季节如斯，草木将绿未绿，

花朵将绽未绽，阳光未至毒辣，冷风不再

酷寒，荒芜与繁盛之间，我依稀看到生命

的成长与倔强，不致泛滥却无关冷清，一

切美好都以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姿态存

在。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四月，来一场踏青，纵情山水，看桃花

杏花芬芳满地，贪婪地嗅嗅玉兰留于四月

的遗香,随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在油

菜花的灿烂里喜笑颜开，这便是一见倾心

的四月，生机盎然的四月。

人间四月天，着一袭淡绿的薄纱，染

一身典雅的芳菲，轻展如花的笑靥，从清

新典雅的诗行中走来。那些从心海里流淌

出来的诗行像云、像雨、又像风，铺展成一

条蜿蜒的心路。蝶在风中舞，我在画中游。

于是，在桃花绽放的春天，我将美好的夙

愿和对生命的憧憬装入记忆的行囊。我只

想安静地守望春天，守望在每一个花开的

季节。静静地聆听花开的声音，静静地感

受生命的色彩，静静地感知平淡的幸福。

我愿用文字做帆，真情做桨，把心灵的守

望流淌成清新的诗行。

常说最喜欢的是春天，感觉一切欣欣

向荣，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过去的一年

里的那些喜怒哀乐都伴随着微风，散在空

气里，而我们要轻装上阵，迎接一个崭新

的时光。所以呢，在春风呢喃里写下对已

逝亲人的怀念，祝他们在天堂安好；在桃

杏纷分中，写下对远方挚友的思念，愿彼

此天长地久；在草长莺飞中写下关于梦

想，关于期待，愿自己比现在美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在很多

场合，很多情境下，望着别人在舞台上光

芒万丈 ，安之泰然地讲述自己眼里的人

生，讲述曾经多么艰辛的走到如今的地

位，就被深深戳中，在心底暗自佩服，荡起

轩然大波：一定要去努力，有天有资格去

站在人前分享自己的

经历。然而日复一日，

却总有一种随波逐流

的感觉，不是没有去珍

惜韶华的斗志，却找不

到切入点，如同在岁月

的洪流里，迷茫的找不

到渡口。恰巧如此，人

生有时就如这柔情四

月天，显得羸弱，有时

明明怀揣梦想、满腔热

血却找不到方式去实

现，不知道怎么样去一

点点向梦想靠近，去朝

着哪里使劲……

如果你也觉得日子一秒一秒的走，一

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甚

至一年要流走了……哦，我还没有比昨天

更美好，那么就不要焦急，随着这个四月

的微风细雨，从今天开始，一点一滴去努

力改变，每天背单词、做听力，向四六级进

发；每天跑几圈，去锻炼，去减肥；每天去

练练计算机操作，为考级备考；每天翻翻

杂志，写写随笔，发展自己的兴趣……让

消逝的岁月在指尖滑过，回首间，我与青

春，不止遇见。

即使梦想在流浪，在路上，但漂泊的

生涯总会把自己塑造的更加纯粹，更有分

量，经年之后，化茧成蝶，才庆幸，一直以

来，多亏了自己没有放弃，没有一步成功，

至少每天都在努力着，寻找着，一步步在

靠近。

人间四月天，清丽典雅的涉水而来，

些许怅然，但是四月不温不凉的存在事生

命的挣扎与成长，不如盛夏般灿烂，不似

秋日般静美，它依然是人间最美的姿态，

正如还在为了明天奔跑的你我，在沐浴温

暖的四月光阴中茁壮成长，像嫩芽充满活

力与钻劲，厚积薄发，静待长成。

一、玉兰

风落玉兰遍地残，雨打前窗细雨寒。

试问我心恋几许？孤独终老向南山。

南山北麓杨凌求学，真的会使人更加的

向往自然，向往自由，被美丽的风景所吸引。

玉兰满校园，至今还能回忆起在那拍照的场

景。在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没有大城市

污浊的空气，没有大城市人头攒动的情景，一

切都是那么的静，心也静。风落玉兰，雨打前

窗，一片萧瑟，正是这种景色更是显出杨凌的

静，西农的静，大城市的雨，我总是与脏乱的

街道联系在一起，哪来的花香四溢，哪来的窗

前美景？

二、樱花

阳春三月晚俞晴，林中啼鸟闹新生。

试问天帝梦何处？百花丛中独恋樱。

这是一首情诗，既是东经 118°红叶对北纬 34°樱

花的爱恋，也是他乡游子对西农母校的眷恋。阳春三月，

校园里樱花盛开，人们在清新的校园里走动，嬉笑，伴随

着林中晚归的鸟儿，这是一幅新生的景象啊。天帝喜欢

这个季节，喜欢樱花，要不然为什么樱花那么美呢，美得

让人无法自拔，无法呼吸，即使是春季中盛开的所有花儿

也不如她这样鲜艳，这样迷人。而西农就是这样到处可

见樱花的地方，独恋樱花，独恋她。

三、垂柳

万花飘落一叶新，东西卜村垂柳荫。

昨夜细雨归何处？东风拂来送佳音。

万花已经凋落，新叶刚刚冒出，路边的柳树嫩绿，很

新的绿色，让人觉得现在的生活也是这样，马上步入社

会，大学的花儿已经凋落，身上开始发芽，变成充满希望

的颜色。这颜色是纯洁的，比白色还要纯洁因为它是希

望的象征，是生命奋斗不止的象征，而不是苍老的，毫无

生气的白。去年春季家乡大旱，昨夜学校已经下雨了，家

里也同样下了大雨，麦子喝足了水，解决了一件心事，佳

音东来，喜上眉梢。

四、南山

终南独径向庄老，楼关焚香道台高。

昔日南山五千士，今朝何处操琴谣？

还是终南山，还有楼观台，据说古代有好多的隐士隐

居在终南山那一片仙境当中，不知道现在这样一个浮躁

的社会当中，还有没有那么向往自然，向往自由，向往宁

静的人？即使有我感觉也只是去看一看吧。像古时候那

样隐居在那儿抚琴吟唱的人，应该不多了吧？终究还是

社会的问题，当代的社会真的是太浮躁，人变得也更加的

忙碌，就像一首歌里写到的，匆匆忙忙慌慌张张，难道生

活应该这样？难道说真要等到 60 岁之后再去寻找自己

想要的自由？

五、春田

蜂飞蝶舞花田间，麦黄樱红碧云天。

试比越王尝胆心，誓把青春费麦田。

蜜蜂，蝴蝶，鲜花，麦田，樱花，蓝天，白云，这是只有

西农才有的景象啊！大好春光，青年们在享受，在享受这

春光带来的希望。四年的奋斗为的是使青春之花永远绽

放，甘做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事，因为四年后我便可以独

当一面，更有甚者为麦田奋斗一生，为祖国的农业事业奋

斗一生，这是一件听起来就让人激动不已的事情。是的，

青春就应该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激情，有这样的理

想。

之

诗

春

作者 魏妍萍

倾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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