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鸣啁喳，当校道上的紫荆花落
下，芒果树缀满了果实，毕业季悄然
降临。毕业生或收拾行囊四处奔走，
或埋首书海继续深造。而四年前初
入大学播下的种子，终于长成了树，
并结出了果实。对于毕业生来说，毕
业，是离别的前奏，也是新征途的开
始。

5月，上海报业集团财经媒体的

转正通知书交到11级政法学院梁宙手
上的时候，他内心的喜悦是难以用语
言表达的。”经过南方日报社四个月的
磨练之后，这个年轻人明白，“要找工
作不难，但要找一份好工作就很难。
好的岗位被人才包围着，若想脱颖而
出，难度可想而知。”想要超越名校
毕业生，自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
投入更多的精力。

即使没有任何的工资甚至是补
贴，出于对自己的信心和对媒体工作
无限的激情，他在南方日报社一坚持
就是四个月。以为经过努力就可以留
下的他，栽了一个跟头，输给了学历
的门槛。尽管如此，他从未动摇自己
在媒体、报纸、杂志、新媒体的求职
方向。后来，凭着一股拼劲，在深圳
的上海报业集团财经媒体实习的他，

顺利被录取并转正。
毕业生人数之多，找工作遇到困

难的人也不止梁宙一个。很多时候，
企业单位除了学历上的要求，对应聘
者的工作经验也较为苛刻。不过，一
个梦想的种子想要萌芽总要经过深
埋地底下的那段黑暗，挣扎之后破土
而出。

而梦想都是多样的，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追求。部分毕业生努力在社会上开
创自己的一片天地时,有这么一群人则

继续在求学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如果可以在科研道路上一直

走下去，我愿意这样做。”这是成功
考上华南师范大学的政法学院应届
毕业生黎华楠的心声。他一直有个
考研梦，而如今终于实现。黎华楠坦
言，看到身边的同学大部分已经实习
工作，他也曾纠结过工作与考研的选
择，但性格中敢拼的那股劲还是促使
他坚守自己的兴趣，为心中的读研梦
前进。

“既然选择，唯有风雨兼程。”
备考过程中，哲学类专业的相关复习
资料学习得越多，就伴随着越来越深
的枯燥感。他说，除了信念，指引着
他坚持下来的就是心中的那个声音，
清晰而透彻。

彩虹因为有七彩而艳丽，梦想因
为存在些许挑战而精彩。

正如外国语学院的邓昕，她给自

己制定了一个特别的毕业计划，就是
准备跨专业攻读新闻传媒类的研究
生。跨专业考研比同专业难度更大。
正如黎华楠一样，因为自己的选择，
无惧风雨兼程。“其实考研没你想象
中的那么难，只要你肯努力。”在她
的计划中，除去准备考研，她还打算
给自己找兼职。学习的同时增加自己
的社会经验，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
她坚信，现在的奋斗是为了更好的未
来。

四年时间很长，但也很短。长到
感觉每一天的来临都是煎熬；又短到
一瞬间过后每每回味就是无穷。走过
了这么一个不可重来的四年，收获远
远超出了失去。它让我们明白，因为
有梦，所以有路。

 （记者 黄晓华 徐子敏 张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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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花开  梦想起航

“我喜欢泡一杯茶，坐在宿舍
门口，静静地读书，细细品味书中的
意境。”被评为“书虫”的梁肇东同
学笑着说。近日，校图书馆开展了 
“最美印象”图书馆摄影比赛、书签
设计、封面设计大赛、”年度书虫”
评选等一系列读书节活动。 丰富
精彩的活动吸引了大批学子参与其
中，他们一起分享各自的读书心得，
让思想的火花剧烈的碰撞，一时间
在砚园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潮。

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
和感悟。“我最喜欢周国平的那句
‘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然’，读书就
是件很简单自然的事情。”来自教育
学院的李春慧同学认为大学里的时
间很充足，大学生们应该多读书，丰
富自己的知识，陶冶自己的情操，让
自己不断前行。而经济与管理学院
的郑伟民同学喜欢图书馆的读书氛
围，他经常利用周六和周三的空闲
时间去图书馆看书，喜欢纸质阅读，
喜欢书中散发的油墨味和书握在手
中的厚重感。

除了在明净的图书阅览室，图

书馆门前的宁静小树林石凳上亦或
是幽静的翰墨池边的小木椅边，随
处可见”书虫”们的倩影，他们有的
相伴而行，有的静静一人，但相同的
是，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心无
旁骛的看书。其实只要我们在匆匆
而行的同时对身边的风景多一些留
意，不难发现，在信息量爆炸的今
天纸质阅读仍占有一席之地，仍得
到诸多学子的青睐。

“我们希望通过系列活动激励
学生阅读兴趣，让他们更加了解图
书馆的资源，不只是电子资源还有
纸质资源。”图书馆馆长曹顺霞说
道。她指出，图书馆数据库有20多
种，但大部分学生只用了其中的一
两种，希望同学们要利用好图书馆
的资源，更好地充实自己，让自己在
学习之路上越走越远。

优秀的书籍是人类 进步的阶
梯。每当我们翺游书海，在知识的海
洋中充盈自己时，正是我们一点一
滴累积能力的过程，就让我们拾起
书本，在砚园书香中尽情畅游。 

     （记者 陈利红 王雪）

手不释卷有余香
近日，肇庆学院广播站迎来建

站35周年。
1980年5月，广播站正式成立。

成立以来，在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下，
广播站一直秉承传播先进文化、弘
扬大学精神的宗旨，播报学校为人
才培养事业所进行的思考、所采取
的行动、所取得的成绩、所积累的经
验，点燃广大师生建设学校的斗志，
为学校改革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动
力，成为校园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

35年来，广播站茁壮成长，蓬勃
发展。从大喇叭年代走向现在的先
进广播设备时代，从80年代的一间
小屋子到现在拥有配套直播间、录
音间、采编室和会议室的完整构造，
正是她不断进步的明证。

35年来，伴随经济的发展和技

术手段的提升，媒体的格局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纸上竞争屏
上，线上挑战线下”的全媒体局面，
对以声音为介质的广播媒体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广播站
展开了新的谋划：新时期的广播站
应该怎么办？ 

新的谋划使得广播站的建设方
向得以明确——广播站的硬件设施
不断升级，但广播站的宗旨一定不
能变，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担当好党
委的喉舌，继续为学校的改革发展
鼓与呼，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传与
扬。

在明晰了前进方向之后，广播
站接下来又思考了另一个问题：校
园广播如何才能办得更好？在过去
的35年里，广播站每天准时准点地
为师生们奉上听觉佳肴，已经成为师

生们的精神好友。而在新的时期里，
广播站一定要进一步演绎好这个角
色。

要更加贴近办学实践和校园生
活——这是广播站的不二抉择！肇
庆学院当前正在奋力建设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应用型综合大学，正在着
力打造以砚园文化和书院文化为主
要标识的特色校园文化。

为此，广大师生用心血与汗水
耕耘着，奋斗着，书写了精彩的肇庆
学院故事，彰显了深厚的肇庆学院
精神。

广播站深刻地意识到，作为校
党委的喉舌，一定要更好地讲述这
些故事，诠释这种精神。做到这点，
未来的校园广播就一定会实现更好
的发展，赢得更佳的口碑。

于是，《砚园视角》、《要闻天

下》、《潮流探报》、《似水年华》、
《音乐无限》、《英语秀》等一系列
栏目在校园广播中相继推出。紧贴
办学工作和紧贴师生心灵的节目内
容，受到了师生的欢迎和厚爱。

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
广播站一直都在忠实履行校党委赋
予的神圣使命。而在努力完成这项
重要任务的同时，一届又一届的肇庆
学院广播人在广播站里接踵成长起
来。

这些青年学子通过加入校园广
播队伍，在广播实践中不断学习，不
断提升，朝着应用型人才的标杆不
断迈进。从这个角度来说，35年来，
“广播育人”的意义一直都在延续
着。而这份意义，又为校园广播的文
化价值增添了一份厚重的元素。

（宣传部）

校园广播卅五年：宗旨不变　使命在肩

 “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
行之”，此为《礼记·中庸》里的名
句，我校博学书院里的博学堂因之
而命名。博学堂内木雕的饰品显得
典雅，墨字的牌匾透出大气，博学堂
看起来如同古时候的讲堂，渗透着
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开设精品课程 打造特色文化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悬 挂在学堂上的十个刻字 苍 劲有
力。这学期，一场“哲学智慧与禅悦
人生”的讲座在此举行：由叶枝青
博士主讲的系列通识课课程吸引了
博学学子的踊跃参与。讲堂上，叶博
士与学生互动讨论，还有情景模拟
和现场分析案例等新教学方式的加
盟。活跃的气氛，生动的教学，使得
哲学与参禅不再枯燥无味。这门课
程还会邀请从商或从政的社会人士

在课堂上现身说法，这让学生易懂
易接受，也打开了学生的眼界。参与
课程的尹同学感慨道，“叶博士告
诉我们拈花微笑的智慧之美，告诉
我们如何感受如何发现生活中的哲
学与禅，我收获很大”。在这里，老
师与学生就是朋友，讲台有时只是
虚设，重要的是彼此在心灵上的交
流。

维护心理健康 传达人文情怀
在大学，天南地北的学子齐聚

一地，无论是在成长环境还是生活
习惯上，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
大一新生则面临着人际交往、环境
适应等心理困扰。博学堂紧紧围绕
这些问题，开展各具特色的心理健
康活动，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
素质，为学生营造一个真正的“校园
之家”。

博 学 堂 里 举 办过心理 征 文 大
赛，鼓励学子书写自己的故事，抒发
自己的情感，继续前进；除了文字，
也有原创心理漫画比赛，反映大学
生的心理问题及生活百态。还有别
开生面的“为爱聆听”读书会，极富
古风的博学堂中，导师与学生们围坐
在一起，用聊天的方式分享自己读书
的心得，生活的感悟。

除此之外，博学堂设有专业心理
咨询室，由心理专业老师进行管理，
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及辅导。 

创建领导团队 筑造优质平台
相比其他书院，博学书院是最

年轻的一个。它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借鉴着其他书院的经验，一直不断
完善自身建设。博学堂有分工明确
的领导团队，在书院院长制下设书
院辅导员、导生委员会等部门。每一

次活动，他们都认真讨论，出谋划
策，以保证每次活动能最大程度地
满足学生的需求，让每一个性格相
异的同学都能找到展示实力、交流
互动、提升自我的平台。每次活动
结束之后，导生委员会都会认真总
结。“书院的发展是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我们会不断完善工作，力助书
院茁壮成长。”导生代表尹映丹坚
定地说。

博学堂的故事还会续写下去，
辅导员冼老师表示，下学期的博学堂
依旧会打造特色品牌活动，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博学
书院本着博大宽容、兼容并包的态
度，秉承“博采百家，学以济世”的
理念去育人，让学生在书院文化的熏
陶下健康成长。

（记者 郑君平 郑海丹 江植聪）

习大大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说
了这么一句话：“每一代青年都有
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
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
史。”我们青年承载民族的希望，代
表国家的未来，在新形势下，更应传
承五四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播者。

廖蕾，我校音乐学院大四学生，
今年成功考取星海音乐学院表演系
古筝表演专业研究生。成功的背后都
有无法言说的心酸，“我也曾一度失
去信心，觉得自己不适合学音乐。”
但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在微博中写
到：“最自豪的不是自己有多厉害，而
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多坚持。”告诫
自己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廖蕾心里

的五四青年是平凡的，但比常人更加
努力，不断传播正能量。

一个优秀的五四青年，不仅能
在奋斗中取得进步，还要通过自己的
言行去影响更多的人，将五四精神
传承，将正能量传播。

师弟师妹眼中的她很贴心，总
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被大家称为
“菲妈”。她就是苏晓菲，西江日报
肇庆学院特约记者站现任站长。如
今已经在外面实习的她，虽然没办
法亲手管理站内工作，但依然每天
都会和副站长沟通。这是苏晓菲对
机构情谊真实的表露，更源于心里
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学生会是秉“为学生服务”为宗
旨的机构，那么如何才能让它更好

为学生服务呢？作为校学生会主席
的杨耀廷有自己的做法。

“不 断 争取 老 师的 配 合与 支
持、收集学生提案、精简不必要的
活动。”心怀理想，不断创新，勤于
实践，杨耀廷一直把心中新时代的
五四精神融入到生活与工作中，并
带领着学生会不断进步。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五四精
神的内涵更加丰富了，“心怀理想，
不断创新，勤于实践”，是对五四精
神的新的诠释。

潘从振就是这样的青年之一。
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五四青年要让
大家感受到正能量，不惧困难，无论
成败都不会后悔。“前不久结束的社
团巡礼月，给同学们带去了很多乐

趣，听到有人认可我们的活动，感觉
很开心。”作为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
的他说道。

作为拥有39个社团的联合会负
责人，他对我校社团发展充满期待，
“希望不断地规范化，并在有序的
发展中不断激发出新的活力。” 

只有经历过激情奋斗的青春，只
有尝试过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不
断传播正能量的青春，才会留下充
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我们相信，如他们般优秀的广
大青年一定不负时代厚爱，无愧历史
责任，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伟大中
国梦的壮阔史册中写下青春无悔的
人生华章。

（记者 葛涛 王国行 黎鉴远）

五四青年是正能量的传播者

采百家之长   显博学之韵

不管你写的是什么，
无论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
或是少年那些仰望星空的梦想，
又或者是站得更高、瞄得更远的少年
情怀。

无论你的文风是卖得了萌，
还是扮得了深沉，
或是午夜梦回，灵感如内急，才思泉
涌，
快寄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

文体、字数，向来不作限制。
相信你也不会拿几十万字的长篇来
为难我，
段子现在也很受欢迎。

没有奖金，那还叫征文吗？
如果你在校内看到比我们更高奖金
的，
请务必告知！

一等奖：1000元（1名）
二等奖：500元（3名）
三等奖：200元（11名）
优秀奖：证书（名额不限）

获奖证书是由学校党宣传部颁发
获奖作品还将结集在全校发行

投稿邮箱：
chongwen0758@126.com

注意事项：
1、 请在2015年8月15日前将稿件
投至邮箱。
2、 请务必原创，否则会有专职大律
师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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