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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6 月，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

国记者怀着对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无数疑问，

走向荒凉的西北高坡，去寻找那些当时还不为

世人所知的红军战士。经过 4 个月的孜孜探

求，他找到了答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

东访问记》刊登于 1936 年 11 月《密勒氏评论

报》，并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于是，世界知

道了，在灾难深重、内忧外患的中国，有一群怀

抱崇高理想，为四万万同胞而奋斗的革命者，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响亮的名字 ---- 共产党

人。

海伦·福斯特·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伊斯雷尔·爱泼

斯坦、瓦尔特·博斯哈德等多位来自不同国家

的外国记者，走进红色根据地，走向抗日最前线，去探究中国革命的真相、去追寻中国

共产党人的足迹。他们用笔、用镜头将清贫而廉洁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坚持奋战在

民族解放第一线的人民军队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些外国记者中，既有第一个采访陕甘宁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也有第一个向

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女记者斯特朗，还有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

本人的欧洲记者博斯哈德，以及唯一凭借收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中国的危机：西

安事变真相》来报道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当然，更不能忘记抗战期间

撰写了大量报道介绍解放区革命和生产的波兰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籍，随后

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老朋友爱泼斯坦。

是他们的无私与探索让世界看到中国，发现中国。不同于落后愚昧的中国，这是一

个进步的时代。

现场展览了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毛泽东与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等人关于时局问

题的谈话记录和《救国时报》、《解放日报》等刊登的斯诺、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的采访

报道，以及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名单、欢迎海报；第一次公开陈列的史沫特莱手迹，博

斯哈德拍摄的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笔签名的照片等此前未曾公开的史料，均引起

同学们的惊叹。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次公开播放的《通往延安之旅》等 3 部珍贵影视资

料，引起同学们的驻足观看。黑白无声纪录片《通向延安之旅》的拍摄者是瑞士人瓦尔

特·博斯哈德，他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1938 年秋末冬初，

博斯哈德用 21 分 49 秒的片长记录了从西安到延安，再返回西安的一路旅途。除拍摄

当时的中国革命领导者外，他的镜头还特别对准延安的民众生活，展现出战时延安的

民众百态和风土人情。经由瑞士方面授权，陕西省

档案馆特别获准在此次展览中循环播放该片。

工作人员通过内容丰富的讲解，让我们回顾

了 1935 年 10 月到 1948 年这段延安斗争的艰难

岁月，感受了革命先烈为了拯救劳苦大众、实现民

族复兴伟大梦想，抛头颅、洒热血，在中国革命的

紧要关头，展现出来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

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和革命气魄。1 个小时的授课，让每一个参加学习

的青年学生不仅详细了解了那段历史，也对革命

精神和其现实意义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对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正是这一代代的前赴后继、不计牺牲，才铸就了我们这个民族，铸就了灿烂的中华

文明。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史精神、时代精神！红色革命精神，是无数革命前

辈和先烈在革命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之

源头，成为维系中国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未来的精神血脉，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园艺学院学生周海渊感慨说道，这次展览深受红色革命教育的鼓舞和启发，自己

要继承革命前辈遗志，牢记党的宗旨，倍加珍惜现在幸福美好的生活，在未来的学习和

生活中激励自己，不断进步。

青马工程学员于航在采访中表示，这些外国记者用文字和镜头真实纪录了中国共

产党人在革命中的精神状态，感谢他们在成就新闻理想的同时，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图片中，革命领袖目光坚定、革命战士乐观顽强、根据地人民干劲

十足，尤其令我触动是是数万抗战青年奔赴后方，在艰苦的条件下仍孜孜以求的影像

资料，他们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践行者，也是我们青年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通过开展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大家深切感到世

界各族人民在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历程中，创造了辉煌历史和不朽业绩，值得我们永

远铭记和大力宣传。大家认为，每一次参观学习，都是一堂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名，要牢记历史，继承先辈的光荣传

统和革命精神，把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巨大动力，勇敢承担起

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使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做好本职

工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神内核。

作者 张紫依 吴娇

用心灵去触摸历史，让我们在感动中时刻铭记；以 现实去对话历史，让我们
在学习中不断提升。“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主题展
在西安开展。按照中共陕西省委高等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参观陕西省档案馆，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的要求，9 月 24 日，我校青马工程学员及
部分优秀学生干部应邀进行参观。以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书名为主题的
档案展，将通过展示 100 多件（册）档案文献和 200 多幅珍贵图片，以探寻红色
中国、镜头里的中国革命两大部分，向公众揭秘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展示了当时西方记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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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命中因怯暖，不敢向君开，春来抱死赴尘埃”，有这

样透着梅香的诗意，当然也有“欢迎光临海底捞，请问几

位？一位”那点喜剧的忧伤

光棍节前夕，南京大学记者团团长侯印国的微信公众

号“侯印国老湿”，贴出南大“单身·三行诗”大赛的首批投

稿选登，各种风格迥异之作被后期配上精致图片，着实火

了一把。

节日前一天，南大网络节目《南大老友记》特邀南大艺

术研究院副教授祁林，与南大中文系研究生侯印国聊起了

话题“最好的光棍状态 ”。其中提到，关于光棍节

的起源，网上广为接受的，正是南京大学。

故事是这样的：生于 1970 年 11 月 11 日的男

主角木光昆，由于名字特殊，外号叫“光棍”。在南大读大二

时，他和一名女生开始了一场恋爱。幸福是短暂的，女生突

然查出患了绝症，最终离开人世。1993 年 11 月 11 日晚，

也是他生日的那天，同宿舍的舍友们在南大第一宿舍的楼

顶上陪他一起喝酒。随后他的故事流传开来，被定为“光棍

节”。

这段故事太过哀伤，经过加工、演绎，其真实性已不可

考证。不过，恰恰是上世纪 90 年代起，光棍节在高校中一

届届传递下去。

三行诗给喧嚣的节日一点诗意

今年，南京大学的记者团想到个富有诗意的过节方

式。或调侃或诗意的文字，配上后期精心制作的图片，一帧

帧如明信片，一早吸引大批网友转发。

在网上贴出征集通知后，这两天，已有上千封学生投

稿，不仅有南大的，还有在宁各大高校的其他爱诗之人。

享受单身莫要陷在忧伤里

“这是一种微型诗，一般定义为三行内、不超过 30 字

的诗。”三行诗从古至今都有人在作，这次将它与光棍节联

系在一起，给同学们一个释放自我的机会，享受单身，不要

陷在忧伤里。

你知道，

我需要变得

闪闪发光，

就必须熬过

一个个不为

人 知 的 黑

夜。”

第二版 唇枪舌战 本版编辑：支玉如 杨晓彤

“命中因怯暖，

不敢向君开，

春来抱死赴尘埃。”

“我希望，

把靠在肩上的伞，

换种倾斜的角度。”

南大“单身·三行诗”火了

光棍的忧伤
忧伤篇

“爱情是什么，

把人变成傻瓜变成诗人，

变成哲学家。”

“单身这场旅行，

走得太远，

忘了归路。”

浪漫篇

“喜欢你以后，

看谁都像情敌，

无论男女。”

喜剧篇

“为什么瘦不下来，

每次去餐厅，

都要装作两人。”

“本人男，

征女友，

长期有效。”

“见红豆，

待风景看透，

陪你细水长流。”

励志篇

今年 6 月，针对一些大学生沉迷微信、微博和网络游戏等现象，河北科技大学 5 位同学借鉴新旧 24 孝的

形式和内容，编辑创作了“大学生二十四孝”，发到网上征求意见，以期修改完善后，在校园广为宣传。在校方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二十四孝”修改完善工作目前已结束，并在全校征集能够佐证《大学生版二十四孝》的

故事，然后编写《大学生版二十四孝故事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希望以此为契机做好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

该《大学生版二十四孝》修改完善工作，在全校范围内征集能够佐证《大学生版二十四孝》中 24 条标准的

故事，使“二十四孝”更有可读性和吸引力。通过组织编写《大学生版二十四孝故事集》，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其

中，使《大学生版二十四孝》集合更多人的智慧，让学生们

在读故事过程中，更为深刻地理解“孝”的含义和具体标

准。等《大学生版二十四孝》及相关故事编辑成册后，他们

将联系有关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希望能成为全国大学校

园读物。

《大学生版二十四孝》不仅包括了孝敬父母，还包括了爱国、爱学习、爱学校、爱同学等内容，这恰恰是对“孝”文化内涵的

一种丰富，更符合大学生成长特点和成才需要。因此，这个“二十四孝”不仅仅是河北科大的，也属于全国所有大学生的。

修订后的“二十四孝”有三方面变化，参考了《孝经》、《二十四孝的故事》、《新版二十四孝》、《弟子规》、《百孝篇》、《孝道歌》

等传统的书籍，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注大学生在家庭生活、学习生活、社会生活、自身修养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

将大学生“二十四孝”按孝顺父母、团结同学、尊师爱校、修身好学、服务社会 5 个主旨进行了整理和修改。

修订后的《大学生版二十四孝》如果不算诠释内容的话，共 24 句、455 字，每句话均为七言句式，合辙押韵。

征集的故事都发生在同学们身上，比如贪图安逸，攀比吃穿，学习满足于 60 分，跟父母说话不礼貌等问题，在很多学校的

一些大学生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也是河北科大之所以那么重视大学生“二十四孝”创作修订工作的主要原因。目前，他

们已经征集到部分佐证《大学生版二十四孝》中 24 条标准的故事，读来发人深思。

“父母高兴了，我的世界也就晴朗了”-- 来自石家庄藁城农村的徐策，就读于河北科大物流工程专业，大二。

从高中到大学，一直住校的我，总是以学业繁重为由忽略了常回家看看。当初，父母让我报考位于石家庄市的大学，就是

想让我回家看望父母方便，可我只是把家当成了“补给站”，很少考虑父母的感受。常常，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也不知道坐下

来跟父母好好聊聊天，有时还无意识地跟父母拌几句嘴，让父母满满的爱很受伤。大二的某一天，看到我们学校传得很热的

《大学生版二十四孝》，只看了第一句“纵使风景千般好，不如长假归家早”，我的心就被深深地触动了。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

主动地给爸妈打电话，开心的不开心的事，一起分享。刚好我们家附近新修了一个高铁站，原本 3 个小时的回家路程，同样的

价格，乘坐高铁只需要 14 分钟。这就意味着我每逢周末，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就可以常回家看看。父母高兴了，我的世界

也就晴朗了。

“钱越花越多，每月生活费两三千元”-- 杨丽，来自山西大同市，独生女，现就读于河北科大广告设计专业，大二。

我是一名艺术生，花费远远比文理科的同学要高。因为从高中叛逆期的时候，就养成了攀比心理，步入大学后，没有了老

师和家长的约束，钱也越花越多，每月两三千元的生活费，除了必要的花费外，其余的全用于购买衣服、化妆品以及同学之间

的吃饭应酬。每次假期回家，乘坐火车大概需要七八个小时，但我为了舒服，每次必买 200 多元的卧铺票。偶然间在贴吧看到

了《大学生版二十四孝》，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父母工作辛苦钱，吃饱穿暖不比攀。”这让我感动。想想自己以往的表现，羞愧

难当。从此，我一切从俭，生活费变成了每月的 1000 多元，而且每次回家也不再要求父母必须给自己买卧铺票了，开始买 70

多元的硬座。我想，只要心系父母，无论坐什么样的车回家，都是暖的，都是最快的。

河北科大征集故事修订大学生版《二十四孝》

大学生版二十四孝

(修订稿)
1尧纵使风景千般好袁不如长假归家早遥
2尧儿行千里母担忧袁常报平安系心头遥
3尧爸妈爱好应尊重袁支持欣赏爱更浓遥
4尧教会父母用电脑袁从此沟通无代沟遥
5尧爱要大声说出口袁孝道不只在心头遥
6尧在家勤快父母笑袁父母高兴是孝道遥
7尧父母工作辛苦钱袁吃饱穿暖不比攀遥
8尧身体发肤父母给袁同学小聚莫贪杯遥
9尧爱情来了虽自由袁父母意见要征求遥
10尧同学关系似兄弟袁同窗之谊要珍惜遥
11尧眼前小利终将去袁服务同学是真谛遥
12尧摩擦矛盾虽难免袁沟通体谅是关键遥
13尧学好专业不逃课袁依靠能力找工作遥
14尧蜡烛向来为他人袁泪尽方知老师恩遥
15尧离开母校常回来袁不忘母校育成才遥
16尧下苦功夫求真知袁奉献社会男儿志遥
17尧网游可玩不沉溺袁不做宅男逛校去遥
18尧面对生活要积极袁怨天尤人当舍弃遥
19尧远大理想不可少袁脚踏实地莫忘掉遥
20尧明辨是非要理性袁善于选择才聪明遥
21尧道德实践是必要袁修炼自身要记牢遥
22尧服务社会多实践袁力所能及去奉献遥
23尧社会问题看国情袁从我做起不愤青遥
24尧践行核心价值观袁实现中国梦不难遥

“我等着，

毕业后，

回家相亲。”



的

故

事

第三版 记忆沉淀本版编辑院高珺馨 李静

独拥一片向晚晴天，相望流云飘逸，又揽半眼黄昏景致，但见苍山延绵。

了结了十余载的寒窗，握着满手的疲倦，静静享受这段清闲。观了远山，又嗅

也香，沁心一曲悠扬，流淌自我指畔琴弦。岁月更迭，风息流转，命运的红绳将你

我缠绕，自此密不可分。从暮夏的黎明出发，伴着车厢的摇晃，道边翠杨的飞掠，

也是那样的突兀、不舍与期盼。蜕变后的茫然与一切，似乎全部都写在了少年那

深深的眸子里，还带着掩饰不了的憧憬。与你相识是我注定了的过往，伴你一段

精彩，予我一份锦华。

初来乍到，除了行李箱轮子的滚动，耳畔全是陌生的口音，唯一不变的是灰苍的

漫长的柏油路。庄严、宏大、厚重和悠久便首入眼帘。林立着的楼层，微夹历史的

深蕴。杂碎的事儿，向前的时光总会交代清楚的，青涩的懵懂在行走间渐渐淡然。

自由的这段日子里，磨光了我些许稚气。

春来燕子竞双飞，楼台望眼穿林菲。恋上了你，这是你与我故事的开始。陌生

的我，一切与我都是那么新奇，慰藉就是那幽深的校园。盈月有余，也熟悉了一

二。不然间，便恋上了赏你夕晨时的样子。

一袭风柔，染一抹花香，带着一丝薄凉，轻拂着半开的窗，踽踽在林径里，浅

浅地，握一把绿，把沉浮在心底那紊乱的词章，揉进风烟的梦里，在指尖绽放出花来。雨落风吟，月隐云遮，古钟悠悠，斑驳的碎影，我寻你遗落的风韵，极目而去，你似乎也觉察到了

我的凝眸，你回我的眼波，浅浅盈盈。在向我诉说什么吗？可惜年少的我还是缺少一丝明悟。只有悠悠的钟声萦绕耳际。风起，吹淡一层氤氲，云微动，月稍明，星还隐，支叶沙沙碰。

夜色有点冗长，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已经记不清曙光的模样。满眼的浓雾，可是我却恋上了这样的你，朦胧而神圣。

岁月划痕在树梢上轻轻掠过，叶叶葱郁，曲径通幽，携几本喜爱的书卷，在古楼窗台边静思、或远望。你不语的身躯，远方漂浮着的云絮飞舞，枝上乱鸣的鸟鹊，光影阴晕的石径，

全是你予我的礼物啊！

落雨的夜色里，云袖掩月，我又来到了这里，恋你已不能自拔，你我的故事便在这落雨的钟声里编织，而这，也仅是个开始……

作者 史旭斌

独拥一片向晚晴天，相望流云飘逸，又揽半眼黄昏景致，但见苍山延绵。

———我与西农的故事

编者按：

海子说: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天天寒地冻、路远马亡。我亦从未

忘记过最初的梦想、我的初心。

在丹桂飘香的季节，我来到了一所有着“诚朴勇毅”校训的大学。开学第一课是校长孙

其信教给我们的，他告诉我们，大学应该怎么度过，大学应该怎么学，大学学什么……这是

一个长者宝贵的经验，指引我们正途，而前行的每一步，需要我们自己开拓。

我的大学，我的梦将在这里飞翔。

关于我的大学，她不在繁华的大都，亦不在热闹的海港，如在一个名叫〝杨凌〞的小城

里，那是一座清丽如徽因的小城，她曾厚重地承载过国民元老于右任、爱国将军杨虎城，她

又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承载后稷的地方，这里还有我未听说过也从未见到过的亚洲最大

的昆虫博物馆，里面冷艳的大蓝闪蝶，美艳的百蝶图，由蝶衣织就的仕女图……

关于西农，她是这座城的灵魂，五台山拾阶而上，古雅清丽的三号楼映入眼帘，它是西

农学风气质的标志与象征――诚朴勇毅。

道旁，合抱的梧桐与灯杆交错互影，后来，普生老师教给我们，那些并不全是我们习惯

上认为的法桐，其实，英相与美桐更多一些，普生老师还告诉我们说，它们有个统一的名

字———悬铃木。这里是知识漫溢的海洋，这里也是我们梦启航的地方。

我希望每个

有能力的人，都

能成为青年有梦

者，勇于拼搏者

的助梦人。

有一天，我

也希望成为别人

的助梦人。

我们的梦，

将在这里起航。

作者 支玉如

7 月的我带着企盼，兴奋和稍许不安来到了这个小镇。校园浓郁的

历史气息，葱郁的梧桐和宽广的试验田都使人沉醉，让人遐想。在这个

美丽的地方我遇到了人生中最美的风景。他偶然的出现让大学显得格

外动人。

人与人的邂逅总是那么可爱，从陌生到熟悉对于我们竟是那么简

单。也许我们的距离一直很近，近到我们看不到彼此。那天我哭了，虽

然当时不是那么熟识，但还是拨通了你的电话。当看的你出现，在着急

的找我是，我的眼泪掉下来了。谢谢你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记

得你问我为什么相信你。在那个你静静陪我的夜晚我已经很信赖。信

任是我的感激也是感动。我不会怀疑你只因为于我你是唯一。

慢慢熟识，开始依赖。“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

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

话都要是真心。不许骗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时，你要在第一

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时，你要陪我开心；我不开心时，你要哄我开心；

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也要见到我；在你心里只有我

……”看吧！为你我都背台词了。不过看在那天虽然丢人但你还是有好好哄我的分

上我就原谅你了。因为有我这个宝贝估计你是没人要了，所以还是好好的做我的

“男友”吧！

作者 袁晶

我

与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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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人海之中，是缘分让我们拥有这美丽的意外。

感谢这美丽的意外，让我遇见你。在远离父母朋友的他乡，是你给了我一个家，让我在

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

感谢这美丽的意外，让我遇见你。在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是你给了我鼓励和动

力，让我不再迷茫，不再怀疑自己。

感谢这美丽的意外，让我遇见你。在难过无助的时候，是你及时给予我安慰，为我拭去

眼角的泪痕，用拥抱的温暖让我的心越来越勇敢。

感谢这美丽的意外，让我遇见你。是你，让我在一次次助人的活动中，找寻到最纯真的

那个自己。

感谢这美丽的意外，让我遇见你。是你，给了我这么多幸福的记忆，每每想起心里都是

暖暖的。

永远忘不了在第一次参加活动的那个早晨，体贴的学长学姐发来温暖的短信，提醒我

们多穿衣服；永远忘不了大家一起讨论活动时争论的面红耳赤的情景；永远忘不了我们因

为工作在三号教学楼一起吃盒饭的狼狈样子；永远忘不了我们在八号楼月牙凳处一起写

策划的情景；永远

忘不了我们在志愿

者招募现场忙碌的

身影；永远忘不了

我们在团组织生活

上各显特长的热闹

场面；永远忘不了

我们在农家乐一起

做饭时其乐融融的

画面......还有太

多太多的忘不了，

这些珍贵的记忆将

会永远被我们铭记

心间。

遇见你，是美丽的意外。然而，这意外也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必然安排，是一颗赤诚的志

愿之心让我们相遇相知，是一个非营利的梦想让我们不懈追求。路在脚下，梦在前方，我们

一路高歌，向着阳光，向着梦想，向着希望......

青年志愿者协会，梦开始的地方......

要要要写在青协 9周年之际

谷风文学社始终以纯文学为旗帜，以文学创作、鉴赏为根本，涉及文化、哲学和

美学领域，并最终落实为自身艺术修养、思想境界和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

赤诚沉稳的谷风人，发起并领导了陕西省众高校的“野火诗会”，公正夺得全省

五分之三的获奖名额；更有社员荣获全国第三届“在南方”诗歌奖。

建社至今，我社已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上海高校文学社，兰州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湘潭大学和南京高校文学联盟众文学社成功联谊并举办多项文创交流活

动。

谷风文学社将于我校定期举办野火诗会、主题征文、纪念朗诵会和主题报告会，

并进行社团内部不定期交流研讨；刊物《拾荒》、《弘文》和纯文学博客，始终引领着校

园文学的思潮。

我们提倡当代大学生应关注社会，关注自我的内心；我们欣赏能够保持一个知

识分子的自觉，和一个诗人的良心的写作向度。在这里，你会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这里，你会得到朗诵、主持、策划、组织各方面的锻炼；在这里，你也会有很多发表

作品的机会。

谷风学社植根于校园纯文学，在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文学鉴赏课程教授

牛宏泰老师的躬亲指导下，谷风学社迅速从各学院编辑部、社团联合会文学类社团

等所有文学社中，脱颖而出成为以文学阅读鉴赏、文学原创、文艺研究为主的纯文学

社团,成为校园文学的推动力量。

在文学边缘化的年代，谷风学社的全体成员以发展校园文学为己任；摈弃浮华

虚夸的作风，以纯文学的名义，站在文学艺术的高度上，互相学习、实事求是、共同进

步。我们力争成为高效率、高水平、最纯净的社团。

烟微蒙、山白头，霜凄雪侵古门楼。古

邑上郡，横天九重，雾霭沉愁，谁堪回首？

是日也，随十余挚友，登合龙山，佛阶五

百。

初至山下，遥望两峰排闼，连纵张横；

又似素妆溟濛，隔空舞袖；恍若游龙巨兽，

南奔北走。那佛阶五百，素日无人问答，举

目直观，今又香火繁盛，人群熙攘，似人之

处境，或门可罗雀，或门庭若市，大致枉

然。随众登山，歇转旅步，可作推扶渐上，

旋而徒步攀爬，临近山门，见有字曰：仰之

弥高。连鸿声远，新情旧景，孤枝无秀，残

雪独留。

风封万里，傲物流云，淡入萧肠，有君

知否？品天地之绝唱兮，破云天而高远；期

仙翁之扶袂兮，转荆棘而难见；立桑梓之

无名兮，笑情殇而得闲！念高塔之静寂兮，

觉斯世而喧玄；叹南山之慷慨兮，笑浮生

而怅然！弱冠二十，寥寥无成，曾有希冀，

临得绝顶，灿灿珠斗，碧月金瓯，盈盈素

酒，也觅封侯！惨笑妄说连理，欲仿何人潇

洒？空得一身肝胆，辗转一事无成，偏于安

乐一隅，竟似浮夸迂谈！噫！归去来，我之

为涂鸦信笔，竟至忘我兼忘世，往来不过

数十年，菁华能待几步摇？荒哉荒哉我少

年，空为白云苍狗欺！戚戚征夫何足贵，一

朝散作黄土消！

飞云近黯淡，远道迢递否？登山望宇

宙，白日已西愁！回看山之阳，黄土覆高

塬，余雪无一存；再望山之南，皑皑有余

白，九曲扮玉妆。南北尽头，玄天幽默，旷

目释然。心间有暖阳，拥之雨雪融；肺腑无

豪情，避之苦白头。潜行犹似蛟潜渊，腾起

恰如龙腾天！

山高水长，冰释无疑，方今新启，诗韵

雅和，气吞宇宙，幸得挚友，会之山阳，岂

不感激？时俗异变，人道清淡，金兰久羡，

沐得知情；云出无心，鸟倦知返，流光共

度，岁月华年。兄弟相知若比邻，老来恩义

相抚琴；文章奇色交好音，和鸣故而好交

心。神佛记鉴，且待他年，修身济世，为苍

山寿。

时值壬辰正月，初一午后，昼日同行

者，鼎浩二弟，梓坤四弟及其哲，泊渊五

弟，逸云六弟以及慧璃，辽源、老康、昊谕、

紫龙诸兄弟。是夜，铭远于案前。

野火诗会获奖作品：

谷风文学社

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培养他们勤奋

学习、奋发图强、积极进取、乐于奉献的优良品质，福建福耀集团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设立“曹德旺助学金”。2007 年 1 月 16 日下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国际交流中心隆

重举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曹德旺助学金”签约仪式，孙武学校长向曹德旺董事长赠送

学校校徽。

2011 年 9 月———2012 年 2 月 社团萌芽、筹备阶段

2012 年 3 月 申请阶段

2012 年 3 月 16 日 社团通过申请，正式成立

宗旨：行动传递爱心，搭建爱心之桥，永驻感恩之心

原则：真诚、实践、服务、奉献

口号：手牵手，心连心

要求：实践 感悟 成长

第三届团支书李远强感言：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最好的感恩方式就是好好学习，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不仅是在报答曹先生，更是在报答整个社

会。我深知大学不仅仅是学知识，更是在学做人，因此大一入学除了认真对待每一门功

课以外，我还积极加入学生会、团工委，为同学和老师服务。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我还参加了阳光团工委“相约田园”文艺演出下乡活动以及社团的暑期三下乡实践活

动。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看着福利院那一张张欢乐的笑脸，看着教室里那一双双求知

的眼神，我发现不是我帮助了他们，而是他们帮助了我，是他们给我紧张的生活带来了

生机与欢乐。转眼间，在曹德旺先生的帮助下，我已经顺利的迈入了大学的第三个年

头。如果没有曹德旺助学金，我想我现在应该是在工地上打工或者是终日奔波于各种

兼职无暇学习。因为曹先生的大爱，我才得以专心求学，享受大学生活。

感谢曹德旺先生的大爱为我解决了后顾之忧，使我得以专心走好人生之路！我将

尽我所能，传递曹先生的爱心，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关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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