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中国梦

你是否也曾有过一个美丽的中国梦？

一个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的梦；

一个 "高在学识，富在精神，帅在行动；白在品行，富在内涵，美在心灵 "的梦；

一个 '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不倾国，不倾城，以优雅姿态去摸爬滚打。做一个丰盈的男子，不虚化，不浮躁，以先锋之姿去奋斗拼搏 "的梦。

孙其信校长与大学生共话 "我的中国梦 "
“答应学生的事情就要做到，

学生的事情不能耽搁！"在应邀与

学生面对面交流之后，3 月 29 日

晚，校长孙其信放下手头的工作，

百忙中抽出时间走进国际交流中

心 207会议室与 400名学生干部

和学生畅谈两会感悟，共话”我的

中国梦”。

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团的一员，孙其信校长

与同学们交流了刚刚闭幕的两

会。他从国家的国体、政体谈起，

详尽解释了两会召开的背景、内

容及意义。“国家在更多地关注民

生，对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

投入也在逐年增大，我校的本科

生本科生海外访学计划 '就是国

家注重教育的体现。“孙校长的解释无形中拉近了 "两会

"与大学生的距离。

紧接着，校长与同学们谈到了 "中国梦与西农梦 "

的话题，当论及就业选择时，孙校长殷切地希望同学们能

"在民族振兴中作贡献，在国家富强中求发展 "，更多地

关注长远地、易被忽略、忽视的更大的人生价值。多问问

自己内心真正的选择，珍惜最初的梦想。学校也将在建设

中注重 "教育大师 "的招徕与培养，为学子们提供更优

质的教育环境。

在场学生大多数为学生干部，孙校长又与

同学们交流了 "如何做好学生干部 "。孙校长

认为，优秀的学生干部应当满怀责任、能力强、

成绩好，优秀而全面发展。谈及具体经验时，孙

校长幽默地说 "自己没做过学生干部，只做过

中学的艺术团的小团长 "，并与现场同学交流

感想，听取心得。孙校长结合自身丰富的理论经

验和实践积累，为学生干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

意见，他希望学生干部能够用高远的目标鞭策

自己，用服务的心态净化自己，用不断的分析与

反思来修炼自己，摆正心态，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在互动环节中，学子们积极提问，孙其信校长耐心倾

听，详尽地解答了关于校园文化活动、师资队伍建设、学

生工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当被问及 "校长的中国梦 "

时，他说道："我的中国梦就是让我们的学校尽快建成真

正实打实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能为我国的农业、经济、

社会发展真正作出无愧于人民的、无愧于老百姓期待的

事业和贡献。”全场掌声不息。

谦和、幽默、真诚，孙其信校长的话语打动并激励着

在场的每一位学子。在报告会的最后，同学们将亲手制做

的校园花朵书签献给了孙其信校长，表达对校长的尊敬

与感恩之情。

作者：于航 莫瑞琪／文 支勇平／摄

梁启超先生曾在《少年中国说》中深情地写道："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青少年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是早

春的新绿，饱含着希望的光芒。回望昨天，辉煌的成就伴随着一代代

青少年的接力成长；立足当前，青少年正努力不负重托、有所担当；

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有为青年的热血

与力量。当代青少年只有胸怀梦想、脚踏实地，自觉地将个人的成

长、进步融入推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大潮中，在

为祖国和人民的奉献中书写壮丽的青春，让人生出彩的机会在时代

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才能担当重任，不负此生。

胸怀梦想，就要自觉树立起脚踏实地的行动意识。中国梦是民

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没有梦想，不是合格的青年人才；离

开实际行动而空谈梦想，也不是合格的青年人才。马克思说过，"人

只有为自己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

身的完善 "。实现梦想，要坚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

做起。因为离开了身体力行，实现中国梦就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梦关涉你和我，中国梦有你也有我，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载体和使者。从现在开始，让每一个晨暮过得无怨

无悔，让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得快乐幸福，就是搭建从梦想通向现实的桥梁。人生的出彩机会来源于奋斗，任何

光辉的事业，都是由无数平凡、具体的实践积累和发展起来的。雷锋做的都是小事，雷锋的传人郭明义做的也都是小

事，小事做好了，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循大道，做小事，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

中国的教育梦是什么?让每个学生幸福成

长、人人成才.

当孟安明委员问道，现在国家有中国梦，

那中国的教育梦是什么? 袁贵仁略作思考，然

后动情地勾画了一幅自己心中理想的中国教

育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

人成才。”

有教无类———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不分

性别，不分地域，不分老幼，每个人都能平等接

受教育。

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有不同

的兴趣特长，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校，接受

不同的教育。学校要为每个学生提供适

合的教育。

终身学习———所有的人都需要一辈

子学习，哪怕你是博士毕业，哪怕你已经

是教授。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充

实和完善自己。当今的教育就是着手完

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实现

中央提出的“学有所教”的目标任务。

人人成才———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

之才。教育要为每一个孩子播种梦想，点燃梦

想，最终实现梦想，把自己的梦和中国梦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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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课前三分钟，成就卓越人生
有人内敛含蓄，有人张扬肆意；有人夸夸其谈，有人默默无语；有人只说不做，有人只做不

说；有人不说不做，有人又说又做。而你、我，是属于哪种类型呢？我们西农的学子，学习的劲头，

内在的涵养，扎实的功底，是无可挑剔的。但好像在我们这些学子的身上，仍缺乏某些光芒，仔

细想来，大概是胆量，勇气,口才和那种顺畅的表达能力。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学校开展了课前

三分钟演讲活动，让我们在讲台上畅所欲言锻炼口才，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

还记得我第一次要走上讲台演讲时，焦躁不安带着些许恐惧。但当我站上了讲台开始自己

的演讲，恐惧渐渐褪去，看着台下同学的笑容，不安也转化为自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战

胜的只是自己，自我施加的压力只会无限放大挑战。在课前三分钟一次次积累下，我们的口头

表达能力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也会变得更加自信，更加阳光！

作者：黄澌佳

课前三分钟,正能量的传递
为丰富同学们的课间生活，全校举办了 "课前三分钟 "活动，提高同学们的语言组织能力

和表达能力。

在“课前三分钟”这个平台上，有的同学思考人生，感受哲理；有的同学纪念名人，缅怀经

典；有的同学消除质疑，纠正谬论；有的同学发掘热点，点评时事。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分钟，但这

三分钟却在传递一种力量，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正能量，这正是我们 90后所需要的。

希望“课前三分钟”传递出的正能量，可以在所有西农学子手中接力。

作者：王君香

课前三分钟,看我秀风采
近日，我校人文学院掀起了 "课前三分钟 "演讲之风，获得了成功并被其他学院借鉴。

开始的一周里，也许大家对此不熟练，大部分同学都是读稿子，渐渐地，同学们纷纷脱稿演讲。

在演讲之前同学应做好准备，阅读、记忆演讲内容，明白所讲内容的意义。在讲的时候要求做到：语言流利，不能结结巴巴，普通话要标准。最关键的一点是站在台上时，要落

落大方。讲完以后，同学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过，要注意演讲话题不能重复。长此以往，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提高。

课前三分钟使学生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又提高了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辨别是非能力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还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要利用

这个平台锻炼自己、发展自己！ 作者：姜秋雨

给我三分钟带你看世界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世界各地的信息如井喷般涌现。我们

不可能阅读所有的话题，所以许多重要的信息可能就这样流失。不限主题的

课前三分钟很好的弥补了我们视野狭隘的缺陷。

你可以带我们解读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或带我们走进战火硝烟弥漫的

中东，或揭露娱乐圈的勾心斗角，或品尝舌尖上的中国，或聆听神秘的宗教

神学……你抑扬顿挫的声音，意气风发的姿态，无所畏惧的目光展现出属于

演讲人的气势，循序渐进地带我们走进一个个未知世界。

也许浅学的我不能够和你一起谈论，但我会做好一个倾听者。感谢你在

三分钟的时间里带我看世界。

作者：李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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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启动“课前三分钟演讲”活动
近日，校团委、教务处、学工部、校学生会联合启动

了 "课前三分钟演讲活动 "。该活动以提高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增强学生自信心为目的，以充分发挥各学院

（系）和学生班自主性为原则，以鼓励学生超越自我、不

断进步为导向，力求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完善学生社会化技能。

根据活动要求，各院（系）可根据专业实际情况，灵

活安排演讲时间，每次由 1名或 2名同学上台演讲，确

保每位学生每学期上台演讲次数不少于三次。演讲内容

可涉猎刻苦学习，立志奋发成才；歌颂祖国，抒发赤子情

怀；热爱集体，增进同窗友谊；呼唤文明，抨击不良现象；

感恩亲情，树立传统美德;描绘青春风采，探讨价值取向

等，积极鼓励同学们在英语课前用英语进行演讲。上台

演讲的同学应认真准备讲稿，力争脱稿演讲，演讲时，可

单人或两人同时演讲，鼓励开展即兴演讲、主题辩论。演

讲者可采用 PPT，黑板板书，自制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

动医学院率先开展了 "课前三分钟演讲 "活动。信

息学院、植保学院与水建学院也相继召开了动员会。来

自动物医学院 121班的田领妤佳同学就生活中的小科

学做了精彩演讲。她通过一段小视频，讲述了生活中十

个有趣的科学现象。动医 125班的刘思颖同学结合专业

知识，为大家绍了一些稀奇的动物以及它们有趣的生活

习性。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开展

"课前三分钟演讲 "活动是拓展综合素质教育，服务全

体学生更好成长成才良好开端，也是提高学生班级、团

支部的凝聚力，增强组织活力的良好途径。该项活动将

作为今后我校校园文化活动中的重点活动，在我校学生

中长期开展。

作者：马宏彪

三分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或许可以闭眼假寐，或许可以谈天说

地。我想，学校是为了不让我们在浑浑噩噩中浪费一个个只要以利用就可以

收获颇多的小时间段，才开始课前三分钟演讲的活动。

课前三分钟旨在锻炼同学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我们是否可以物尽其用

呢？课前三分钟活动的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又有多少人在敷衍了事

呢？在台上拿着打印的甚至可能百度原文的稿子埋头读完，之后在稀稀落落

的掌声中回到座位上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可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却有悖

课前三分钟活动的初衷啊。

我不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可我知道，小洒脱，小骄傲，小用心，小高

兴，是我想要的。三分钟很短，短到和别人东扯西扯几句就过去；三分钟很长，

长到可以完成一个精彩表演。课前三分钟只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这三分

钟赢得的掌声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三分钟里你得到了什么，而这种得到后

的满足感会让你感觉充实。

作者:刘 敬

锻炼、提升、收获

课前三分钟—为自己代言
自从“课前三分钟”活动启动以来，演讲之风便吹到各个学院。夺人眼球的演讲形式，别出心裁的的演讲内容，无不展现出演讲者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姿态。三尺讲台，

说不尽的是慷慨激昂的奋进之情，道不完的是丰富繁杂的社会之风。在某讲台，想起这样一句话：在这个课间，我是演讲人。我骄傲，我为自己代言。

作者：李凡凡



加入宣传部，借历史沉淀昨天的激动与渴望，

用双手拥抱今天的机遇和挑战，让灵魂感知明天的

阳光和雨露。只是在新的天地里奔跑。

作者：李增山

三月，当西农还是点点春色时，我的心里早已是姹紫

嫣红般盎然了。往昔岁月放佛仍旧历历在目，在数不清的

岁月里，我的肩上总是有各种责任任与包袱，也许正是因

为这些督促，让我有了很多丰富的经历。我想，只要心中

有股渴望，即使未来有各种困难，我也会一步一步地做好

每一件该做的事，这是我的选择，我会为它负责。

作者:朱 乐

不去了解怎么会有热情，不去经历怎么会有感触，不愿付

出怎么会有收获？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家为了同一个梦想在一

起努力的快乐，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让宣传部充满活力，充满

斗志，大家都用自己的热情去感染周围的人，热情是每个人干好

一件事最为基本的要求，所以很荣幸遇到这么多热情的同学。

作者:张馥蓉

关于加入学生组织，我有很多心得体会，但最

重要的，我觉得是理解了 "责任 "。细细算来，从出

生到加入学生会之前，我其实从来没有真真切切遇

到过需要责任的地方。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人，做

为他不为己的事就是责任。随着我的世界越来越

大，我的圈子越来越广，我最终是要脱离父母的庇

护，创出一个自己的天地。我必须成熟起来，担起我

的责任。所以，担起责任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加

入学生社团，是我们认识了责任。

作者：金倡宇

很感激自己当时脑海里对于未知的莫名憧憬，因

为这 too young too simple的幼稚带给我的是一片

新大陆。飞鸟翔于天而栖于林，江河奔于野而归于海。

没有了第一学期走马观花般参加各种学生会社团面试

的盲目，我认为做一份工作就要投入全部的热情和努

力。我庆幸自己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我希望未来能够

在这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度过一段五彩缤纷的生活。

作者：陶羽黛

三角枫的季节，你我共同走进这个充满芬香的

校园，然而互不相识。

那天的故事，没有过多的话语，在转身之后又

悄然相遇，算来既是一种不舍。

在这个欢笑的家庭，你我互相在一起携手共

进，一起看，一起走。

校园的树木，会在秋天再次为你我的抉择作上

完美的注脚。

作者：余聪

我喜欢这种机会可以结识优秀的他们，让我仰望

的他们；喜欢这种拉近人与人距离的感觉；喜欢这种慢

慢成长慢慢富有责任感的过程；喜欢这种“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火枪手精神；喜欢找个地方，能让自己可

以踏实做事的地方。

选择你所喜欢的，坚持你所选择的。

作者：莫瑞琪

我是学生干部，是服务者，在这个舞台上奉献自

己的力量，无需要耀眼的镜头，无需有鲜花簇拥，要淡化名利意识，不要急功近利，过早的社会化只会让我们原

本滚热的内心多了一份沉重，少了一份追求理想的执着。虽然工作会在我的生活中穿插很多情节，但这是我的

选择，是我对于内心做出的服从，懂得了选择，就要懂得坚持，一路上的风景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欣赏，去虔诚

的服从自己。 作者：刘宁宁

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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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大的校园，你我互不相识，轻擦衣袖，一笑而过,彼此偶尔一笑。

那天的面试，我们相互认识，相识的起点，注定舞台上留下灿烂的身影。

一个更大的家庭，容纳更多的人，相互帮助，共度难关。西农的校园，满是你我的欢声笑语。

我校学生会、社团、协会积极招新纳贤
我校团委下属各部门、校学生会、大学生艺

术团、社团联合会、阳光团工委以及各协会在北

校区绣山活动中心广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招

新咨询会。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大一新生们都

对此次招新咨询会展现出了较高的兴趣与热情，

对自己较为感兴趣的部门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并

在进行了多方面的考量之后慎重的填写并投报

了报名表。各部门的负责人也纷纷对同学们进行

了耐心的讲解，热烈邀请和欢迎新生们的加入。

大家仿佛都无畏恶劣的天气，整个招新现场气氛

热烈，各社团在招新中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活，竭力展示自己的社团文化和特色活动，以吸引同学们的关注。

此次招新咨询会丰富了大一新生们的校园生活，为大一新生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平台，充分展现了大一新生们富

有朝气的精神面貌。同时能够为团委、学生会、社团、协会等注入新鲜的血液，这对推动我校学生社团工作全面开展提供

了保障。 作者：马宏彪 殷笑寒

大
一
的
﹃
部
门
﹄
生
活

人生是由无数选择组成的，每走出一次正

确的选择，就像成功的人生迈进了一部；每做

出一次错误的决定，就增加了一份失败的危

险。既然我们选择了共青团宣传部这个集体，

那么我们就必须珍惜这个机会，让自己向着更

好的方向发展。

工作不仅仅是一种锻炼，更是一种学习的

过程。虽然我们缺乏经验，但是我们应该对自

己有着足够的自信，做自己所害怕做的事，去

获得一次次成功经验的记录，由于宣传部是一

个大的集体，所以我们就要更加注重团队协作

能力，这就要我们培养一种深入，前驱，对人类

之间关系的原则能运用自如的习惯，只有大家

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高效的完成每件

事。同时，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不抱

怨，面对任何事都能做到冷静思考，从而应对

并且要具备一种创造意识和炽烈的热忱，这样

更容易走向成功。

翘首盼来的春天启于大自然，用手编织的

春天才属于自己，不举步，越不出栅栏；不迈

腿，登不上高山。我们要把拼搏与快乐当做人

生的主旋律，顽强拼搏，奋进高歌。

作者：马 良

青春在流逝着寂寞，我本想挥霍。却发现这

只是做作。望着依稀可见那三月风筝飞满天的

天空，不觉自己已徜徉在这梦的土地上很久很

久，试着，我开始了入选学生组织的竞争，难说

是人山人海，但，一股大学生敢于拼搏的朝气和

倔强足以让那些羞怯的人 "高山仰止，影行景

止 "。虽说不是很清楚各部具体任务，但抉择了

一个意向便不畏风雨前行。诚如汪国真所说：我

不去想背后是否会袭来阴风寒雨，既然选择了

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剩背影。踱去脚尖的尘

土，迎这风，抹掉泪，向着成功的国度抛锚，去扬

帆，去出海，去开拓自己的未来，大地在我脚下，

壮志在我心中，坚信一切困难都会向我低头。这

便是在学生组织中体会到的结果。

作者：曹树木

大学里，常常很空，可是千万别让自己闲

下来，当忙碌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大学的美好和内心的充实！生命

太短，没有时间留给遗憾，如果不是终点，我会

一直保持微笑向前！

作者：邓 伟

带着一份憧憬和向往，我们向自己喜欢的部门投递

各自的申请表。能想象各部委在知道自己被招新的消息

时激动万分的情形，当然在高兴之余，我们每个人都清

楚的知道，在之后的工作中要加倍努力，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学习其他小组的技能，在各方面提高自己的能

力。 作者：王亚珍



“加入‘光盘’，拒绝‘剩’宴”，“争当‘光盘’一族，不做‘剩’男‘剩’女”

教育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勤俭节约办教育建设节约型校园的通知》，各地各高校采取切实措施，狠抓关键环节，深入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校园建设。

由我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发起

的“光盘行动”已经半月有余，活动

已经从媒体宣传走向了行动实践。

这一活动的效果如何？

尚节约 争做“光盘”达人

“光盘行动？我知道啊。我的光

盘数都快可以去兑换奖品啦！”当记

者问及是否知晓“光盘行动”时，人

文学院法学 2012 级的何同学频频

点头。她说：“现在同学中间特别流

行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光盘族，

我为自己代言。”

正在食堂就餐的园艺 2012 级

刘同学说：“在光盘行动期间，我们

每次来食堂都会意识到要节约粮

食，减少浪费。90后的我们大多有挑

食的毛病，所以我和舍友会选择拼

盘，不仅节约，而且还省钱。”

齐协力 倡导校园新风
在精心的策划后，“光盘行动”

于 3 月中旬在我

校校园如火如荼

地开展起来。校学

生会生活部负责

人张宁同学介绍

到，前期的宣传活

动通过飞信、餐厅

横幅、饭菜销售窗

口贴画及餐桌提

示向同学们进行

宣传，组织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图片展及“让我们一

起光盘吧”万人签字活动；后期的实

践活动中还向达到“光盘”要求并登

记足够次数的同学们颁发“光盘标

兵”荣誉证书和奖品。

“同学们和餐厅员工普遍反映浪

费情况极大改观，充分体现了活动

的不俗成效。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

帮助广大学生树立节约光荣、浪费

可耻的思想观念，促使同学们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共创文明校园。”同

时，他还认为节约需要每一个人从

点滴做起，并且更需要长久坚持。

“光盘行动已经落幕，希望节约的警

钟在每位同学心中长鸣不息。”

微行动 恒念物力维艰
“作为从事餐饮工作的人，我们

最忌讳的就是浪费。浪费可耻啊！”

在谈到如今引发热议的食品浪费情

况时七号食堂的工作人员孙阿姨说

道。当问及“光盘行动”期间食堂的

浪费现象如何时，孙阿姨告诉记者，

同学们这些日子的表现还是令人满

意的，浪费现象比较少见了。她具体

说道：“像食堂专门用来装剩余饭菜

的泔水桶，过去一天浪费的饭菜要

一桶多，现在一天只能装半桶。同学

们送来的好多盘子都是空的。”

在采访之余，记者们实地观察

了学生们的就餐情况。浪费现象确

实不多，但仍有存在。“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光盘行动的余音仍然绕梁不

绝，希望它将鞭策西农学子“让剩宴

不再，为光盘添彩”。

作者：杨静怡 吴依伦 李思奇

食光美好袁你我共行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

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一场旨在倡导大家节

约粮食的“光盘行动”迅速在各大校园开展起来，

形成了良好的校园风尚。“光盘行动”逐渐发展成

为一种“光盘精神”—就是勤俭节约，尊重劳动，

从我做起的精神。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从小都

知道的道理。现在，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更应该把

这种节约之风发扬光大。但是有很多女生会担心

这样的“光盘”会引得旁人发笑，也有之为了保持

身材而刻意浪费以彰显所谓的“淑女气质”，根据

调查，很多人表示对这样的行为嗤之以鼻。有时

候一个小小的举动，也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

法，哪怕只是一次浪费。我想美丽不只是外表的

光艳，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清澈高尚的内心，美丽

应该是由内而外的，这样才能持久，而不是去做

一个“花瓶”。

坐而论道袁不如起而践行

海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们说：从今天起，让光盘在每个人身边发

生。

光盘行动，不仅仅是节省了粮食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让今日的人们意识到就

算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不应该忘记节约粮食的传

统美德。光盘行动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们应该

将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一个

小小的举动，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或许，社会就

会大不一样。我们不能看着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沦为空话的奴隶，而是让它切切实实的发生在

每个大学生的身边。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践行，同学们，今天，你

光盘了吗？

作者：张馥蓉

据多年沉浮于食堂内

外，看尽各种吃相的我来

说，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来说

明这次活动在学生心目中

的影响力。在我的眼里，餐

盘中的食物是对我们辛劳

学习后的奖赏，根本难有浪

费的意思在里面，相信没有

人会对奖赏嗤之以鼻。如此

一样，大快朵颐一番是所有

心情正常人的选择。能吃的

依旧疯狂的进食着，不能吃

的似乎也懂得量力而行。"

粒粒皆辛苦 " 这样的道理

从小学念叨到大学，怕是潜

移默化也对我们造成了深刻影响。

且不说此活动为同学们的 "光

盘行为 " 行为造成了多少附加影

响，我相信的是西农人有足够的素

质将自己的奖赏纳入肚中。所以，我

想说的是，活动的有无，无异于在同

学们的心中造成标语形象，说有

足够的动员力是高估他的力量，

说阻碍那更是谈不上，" 光盘行

动 "成了活动式的摆设，相信不

久之后这个摆设就要下架。估计

仍是唐突，如一夜春风般卷出了

视野。

这活动再怎么不济，自然也

有启示性的东西，它的存在不只

是一个标杆形象，虽没有造成变

革性的影响，却又能深切反映出

同学们在用餐时的自我素质，正

所谓活动存在与不存在都一个

样，既然平时学生们的光盘举动

就已经深入人心了，那么所谓 "

大声呼吁 "的光盘行动并没有行之

有效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作者：李子健

一饱之需，何必八珍九鼎？三餐之盘，定要一干二净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我校“光盘行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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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 行 节 约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有一种习惯叫光盘！所谓光盘，就是吃‘光’你

‘盘’子里的东西。自从“光盘行动”实行以来取

得了一定成效，舌尖上的浪费明显减少，“光

盘”逐渐增多。这在使学生养成良好习惯的同

时，也为食堂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方便。

虽然现在已经远离了饥饿与食不果腹的

年代，但正在发起的“光盘行动”，显然是在试

图提醒与告诫我们：饥饿感距离我们仍并不遥

远，而即便时至今日，尊重粮食仍是需要被奉

行的古老美德之一。

作者：姜秋雨

减少舌尖上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