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看见，让我翘起嘴角，想起那些美好吧。

不能对引力作出不屑的神态，

我喜欢它们把平平常常的日子堆成一片废墟。

供我热爱，叹息，供我一遍遍徘徊，

在沉迷中流连忘返。

你留给我的记忆，

让我读懂了你埋在废墟下的美好，

何止是明媚，

它曾让一个人死去活来。

只为这点理由，

我也该在天空晴朗的那一刻，

忘记自己为何来到这里，

又为何心醉。

世事苍茫，你已倦欲摆脱。

比如脚下的路，比如行走的孤独，

比如在草木中遇到的香脂与命运的棱角。

在这个冬日，

谁会怀念余晖独自取暖？

我就依次为你唤来那些熟悉的名字：

银翘，地黄，风信子……

单凭这些名字，

记忆就不是灰，

怀念也不是泡影。

相遇九龙山 相约记者节

———记枣庄学院第十九届记者节晚会

履大学生记者团

这个季节，秋风微拂，秋雨缠绵；

这个地点，凝聚心血，放飞希冀；这儿

的人，以笔为剑，肩担道义。一群人，相

聚在这，为这份职责与信仰展翅高歌。

2018年11月7日， 枣庄学院第十九届

记者节晚会在音乐厅与大家准时相

约。

下午六点四十分，音乐厅内早已

坐满了嘉宾和观众，枣庄学院党委宣

传部部长、老师，临沂大学、济宁学院

的大学生通讯社代表以及校学生会

及各二级学院学生会主席，部分社团

负责人都来到了晚会现场。亮起的聚

光灯，伴随着吉他的激情演奏，青年乐

队以一首《魔鬼中的天使》瞬间点燃了

现场的气氛，架子鼓与优美女声完美

融合，碰撞出摇滚的火花，台下观众跟

着音律的节奏激情四射，不禁让人回

忆起那些奋不顾身、挥洒汗水的点点

滴滴。振奋人心的时刻到了，来自心科

手语舞蹈队的11位同学带来的歌伴

舞《中国很赞》给在场每个人带来了满

满的正能量，用手语舞的方式将近年

迅猛发展的中国的活力完美地展现，

观众们也纷纷伸出大拇指为中国点

赞。主持人向同学们介绍了近年来枣

庄学院曾上过微博热搜的网红人

物———高焕专大爷。他接受过大学生

记者团的采访，上过校报，红遍了整个

枣庄学院。高大爷刚起身，全场立即

沸腾。当他携舞伴一同走上舞台，观

众们齐声喊道:“高大爷！ 高大爷！”

紧接着一场活力十足的恰恰舞袭

来。 高大爷潇洒的舞姿与舞伴灵动

的步伐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欢呼

和雷鸣般的掌声。在与一袭红衣、舞

姿性感的舞伴跳完恰恰后， 高大爷

给观众带来了他自学的一段评书，

风趣幽默，逗得观众们阵阵大笑。高

大爷的山东快书用方言讲述了一位

矮人媳妇的奇趣生活。 他极具枣庄

特色的方言让在场同学忍俊不禁，

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 当被问到是

否有放弃学舞蹈和评书的想法时，

高大爷这样回答道：“我也没想过啥

放不放弃的，喜欢嘛，就这么学了十

七八年了，我自己高兴!”或许正是

因为日复一日长久的勤学苦练才练

就了这一身的技艺吧！ 高大爷在舞

台上质朴而真实的话令人心里微微

发暖。喜欢一件事，就信仰它，坚持

它，这和记者团“铁肩担道义，辣手

著文章”的一腔孤勇何其相似啊!在

高大爷的精彩演出后， 主持人又请

出了实力唱将———一举杀入“歌声

激荡四十年”决赛的崔逸凡。他虽身

患感冒， 嗓子不适， 却依然坚持表

演。他用清澈的声音唱着《难道》出

场， 美妙的歌声加上收放自如的动

作，引得场下掌声一片，宽厚、坚实

的嗓音加之美妙的歌声再次使得整

个音乐厅的气氛达到高潮。“不愧是

进入决赛的人，唱的真是好听，好喜

欢啊！”现场一位观众感叹道。

体育学院带来的健美操《启航》

再次亮相， 第十八届记者节晚会时，

《启航》已跟大家见过面，时间过得真

快，但一切依旧如此美好，初心从未改

变。节目开始他们以跳跃的姿势出场，

一字马落地，接着又是完成了空翻倒

立和用手支撑身体旋转等一系列高

难度动作。表演者们每一块肌肉都不

敢有丝毫懈怠，每一个动作都是拼尽

全力，优美至极。这激励着我们树立新

学期的新目标，同时，也鞭策着大家踏

上新的征途。而北园话剧社的相声《新

闻晚知道》更是看点满满！这次他们一

反常规，以新闻播报的形式批判了“砖

家”、娱乐圈乱象等时弊。通过他们的

表演，我们不禁反省自己，反观社会。

但这背后，更是诉说着记者的工作，

“反其道行之”反衬出了新闻的真实

性、准确性、时效性。

“攀墙附瓦的藤蔓，绿醉了墨子

楼， 北园路最怕忘记， 你鬓边的春

柳， 球声吵了这么久， 燥热青春节

奏， 肩上停落的温柔， 像笑累的石

榴。”熟悉的节奏慢慢响起，一首枣

院版《成都》唱出了许多师哥师姐对

于枣庄学院深深的眷恋。 绿藤掩映

的墨子楼、时常徘徊的北园路、喧腾

热闹的体育场......它们构成了“枣院

人”对学校最珍贵的回忆。场下的师

哥师姐们一同清浅低吟， 仿佛与音

乐融为一体， 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与

过往。

随着一个个节目的落幕， 我们

迎来了本次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

《九龙山飞起了金凤凰》， 这首由老

校长亲提的长篇诗作在18级新生的

热情朗诵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他们

声情并茂， 铿锵有力地诉说着一位

记者的故事，“笔剑墨马， 梦揽金

风”，坚实肯定的语调无一不是对记

者的赞颂， 无一不在致敬着每位记

者。相聚九龙山，将梦想汇集，铁肩

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们秉持着那

份记者的初衷，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岁月来往十九载，巍巍九龙山上，踌

躇满志的金凤凰们正展翅高飞!激

情澎湃的朗诵， 赢得场内轰鸣般的

掌声。“记者团！ 记者团！ 我爱记者

团！” 情深意切的呐喊直击人心，他

们的心中有说不完的话语， 有嘱咐

不完的寄托。

“今年的晚会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正儿八经办了一次记者节的晚

会。”记者团16级吕修阳说。而本次晚

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记者团全体成

员的努力汗水，早在几周前晚会已然

在筹备， 从拉选赞助到场地的准备，

从筛选节目到一次次排练，从海报宣

传到近两百张邀请函的发放……11

月7日下午2点， 党员先锋队办公室

早已人满为患， 进行节日氛围的准

备工作， 所有人一起吹气球、 绑气

球，打气筒不够就用嘴吹，没有剪刀

就用牙咬。在大家的努力下，办公室

里布满了色彩斑斓的气球。 不到三

点，所有人带着装饰品到达音乐厅，

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大家各司其

职，配合默契，女生在舞台下装饰气

球，气球很轻，轻的东西却不总是易

掌握。 另一边男生三五人一队安装

幕布，爬上脚手架，铁架下的人找来

图钉和砖头， 将宣传画用钉子小心

翼翼地钉在墙里， 在记者团所有人

的努力下， 场地布置终于接近了尾

声。记者团的负责人邹秋阳，不知熬

了多少个夜来规划这个属于记者团

的盛典。 有记者团师姐说：“上一年

是我们送上邀请函， 今年我们却收

到邀请函， 缘分总是这么神奇。”晚

会后邹秋阳也谈到：“什么是团？这

就是团。晚会之后，我打开QQ空间，

往下翻，翻，翻，几十条。两个人的心

在一起， 是爱情。 几个人的心在一

起，是友情。所有人的心在一起，这

叫大学生记者团。毕业快乐，我的大

学。”指挥师哥说：“场地布置很辛苦

也很繁杂， 这次成功离不开每一位

的努力， 缺乏任何一个都不能如此

顺利”。 节目结束后一位外教感叹

道：“我去过很多院的迎新晚会，看

过许多活动， 但最让我心动的还是

记者团晚会， 不管是他们的认真与

执着， 还是舞台与表演水平都让我

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在一

起。”也正如那首诗写的：我去过很

多的地方，却遇到了很少的你们。

学生记者段心怡说:“铁肩担道

义，辣手著文章，这是我们岁月不改

的初衷。因为我们热爱，所以选择。

因为我们选择，所以坚守。我们用细

腻温暖的文字书写永恒的篇章，今

天，我们为我们自己报道。”

“我去过很多地方，却遇见很少

的你们。”这句话在大学生记者团始

终流传着，因为缘分，他们相遇在这

里；因为信仰，他们始终坚守。以笔

为杖，剑指远方，书写现实，浇筑灵

魂。 这次记者节晚会承载着所有学

生记者的激情与梦想， 责任与担

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不同的旅程，相同的使命

———“临沂大学校报

600

期庆典”纪行

履大学生记者团

贾继维

2018年11月17日， 有幸受邀参

加临沂大学校报600期庆典。

出行这天的早上， 得知在临沂

大学的附近有刘同的一场新书签售

会———无奈签售会结束的时间刚好

与我们到达的时间错开。 无缘了，

伴随着火车前面这片雾蒙蒙的灰青

色天空， 从枣庄东站到临沂站的这

一个半小时， 其实是揉进了一丝遗

憾和浓浓的睡意的。

据说在这所亚洲最大的校园

里， 大部分同学必须用奔跑来填

满从早读到第一节课之间的十分

钟空隙， 才可以免除迟到。 但在

临大通讯社的朋友热情、 亲切的

陪伴之下， 这所学校仿佛又小得

很， 小到从这头走到那头的时

间， 不够我们把彼此想说的话道

尽， 不够我们铺述我们相同的生

活、 工作和理想。 有那么一些时

刻我会想， 我们是否相知只是一

年多前那几分的差距决定的吧，

倘若那时枣院的上一个平行志愿

率先接纳了我， 那么面前这些谈

天说地的人， 便一定是我的挚友

了———我相信， 无论进入某一所

大学再怎么偶然， 投入这所大学的

校报事业都是一种必然。

晚会开始了， 这场华丽的、 洪

亮的、 沸腾的盛典开始了。 而我们

四个就在几天前刚刚点燃了真正属

于校报缔造者的夜晚的人， 开始在

喧腾的欢呼声里与临大通讯社的人

们一同欢喜、 一同紧张、 一同激

动、 一同骄傲。 透过这张华丽的帷

幕， 我们看到了从未开学起就在奔

波劳碌的人， 看到了深埋在音符和

舞步里的蒸腾着热切期望的汗水，

看到了梦、 斗志、 憧憬和使命， 看

到了一双双与我们自己一样的， 从

疲惫里闯出光彩的眼睛。 在临大校

报600期的时候， 枣院校报531期，

531， 我想你———铅字的光辉， 以

及那些想着铅字光辉的人。 600、

531， 都是十足美好的数字， 我们

在风风雨雨里， 在一次次采访、 一

个个镜头、 一行行文字间， 共同美

好着。 晚会结束后， 我们四个外校

人举着荧光棒， 在临大一条没有人

的夜路上欢呼雀跃， 就像是我们参

与完成了这场盛典。

第二天上午又是一场促膝长

谈。 这次， 我们终于聊起纳新和日

常工作的劳碌、 辛苦， 以及在日益

被电子产物消磨吞噬的校园里， 校

报工作者的举步维艰。 交谈中有好

几次这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沉默，

只剩下沉默里嵌着的句末留下的回

响———还有每个人义无反顾的坚定

目光。 临大远吗？ 不远， 这世上没

有任何地方是遥远的， 因为每个地

方都有着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他

们的心和你的心、 他们的汗水和你

的汗水、 他们的远方和你的远方密

切地交流、 交织、 交融。

又想起来时那场签售会。 你不

来， 本该属于你的那本书不会被抛

弃不会被埋没， 不过是满足了另一

个读者的热情。 那些你只身无法完

成的事业， 总有志同道合的人替你

或同你一起完成。

最后： 两肩担道， 双手执才；

文字不死， 纸媒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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