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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3月5日，我们就会想起雷锋。雷锋对后

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雷锋

精神是指以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基本内涵，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革命精神。

为了抓住有利契机，推动大学生学雷锋活动

常态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

想教育全过程，动员我校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大

连大学校团委决定于今年三月在全校集中深入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各学院分团委和社

团也都积极开展各项向雷锋学习的志愿活动。

人文学部学生会开展“聆听雷锋故事，弘扬雷

锋精神——纪念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54周

年宣讲会”活动，向同学们介绍雷锋事迹和精神，

号召大家向雷锋学习。护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天使基金”、“勤工助学团队”、“爱绿护绿团

队”传播雷锋精神，继承雷锋品质。日语学院开展

“雷锋周”主题活动，访问大连金州区敬老院，帮助

图书馆整理书籍等志愿活动，号召同学以实际行

动感受雷锋精神。此外各学院学生会，青协等也

都开展不同类型的志愿者活动。

3月 3日，“施四护”、关爱金普青少年、“集四

美”、争当文明新区人——金普新区共青团2017年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启动仪式启动。我校青年志愿

者队伍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开展了丰富又精彩的

活动：爱牙工作室和医学康复工作室为中小学生

讲解口腔与脊柱保健相关知识；养生

空间社团的水果讲座为中小学生介绍

了不同水果对身体的益处。他们通过

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在服务他人、服

务社会的同时，自身得到提高、完善和

发展。

每年的学雷锋纪念日只有一天，

但雷锋精神每天都在连大，在连大人

中间。这一天，一位女生取完快递从

物流服务中心出来的时候，一不小心

摔倒了。等待领快递的同学见状，立

刻上前搀扶，并询问那位女生是否摔

伤了哪里。一个充满善意的搀扶，一

句关切的问候，仿佛带来了一股暖

流。或许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却足以温暖人心。这是雷锋的精

神在闪耀，也是连大人的真情在流淌。

学生记者袁春生

植树节，本意是引起大家对环境的重视，到了新时期，

我们该怎么做呢？手机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我们提供了机

会。打开支付宝进入蚂蚁森林，当你将手机开启记录每日

行走的步数时，运动数据将在24小时后转换成蚂蚁森林里

小树苗所获得的绿色能量。并且你还能“偷取”好友的能

量，每当累积满17900克能量，阿拉善基金会（SEE）将会为

你捐赠一棵梭梭树，赋予它独一无二的编号，将其种在阿

拉善沙漠地区。目前蚂蚁森林的阿拉善基金会已经在内

蒙古阿拉善盟地区种植22.5万亩梭梭树了。

同时，我们每日的行走也能转换成对爱心公益的支

持。在可行的情况下选择步行出行，不仅能锻炼身体，也

能减少碳排放量。在蚂蚁森林中开启“行走捐”，你一天中

的行走步数达到 5000步以上，便能“捐赠”自己的步数，

1000步抵换0.1元，由一些像可口可乐公司、天明集团等知

名企业为你代捐出实际的钱额。

蚂蚁森林的绿色理念也影响着着大家的绿色行为。

我们不应该止步于植树节这一天当中的爱绿护绿活动，而

应本着保护环境的意识将其最大程度地贯彻到生活中的

小细节。比如说，利用我们的手机进行线下支付，由此代

替的现金支付可节省开出大量的纸质的发票、生活缴费账

单和电影票等。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真正正种一棵树，不懂得如何

去照料一棵树，但我们可以把这交给专业人士来做。也许

我们不懂得哪里真正需要绿色森林来阻止荒漠化扩大，但

我们可以多方合作，由有力的组织来汇聚我们的力量。

国际学院14级 杨诗雨

时间是一头发了疯的公牛，蛮横地撞

碎了假期的懒散，把你抛起跌下，让你摸

到这久违的世界。现在，让我走过大黑山

的小路，坐在图书馆的石阶上，看阳光淌

过的苍青，给校园挂上一片流溢的朦胧，

连身旁的小山也与去年有了不同的变化，

而这变化，每时每刻都在惊喜地发生！

连绵的山，坐在连大身后，裸露的岩

石构筑出坚实的肌肉，挡下来自西北的狂

风。去年枯黄的落叶而今也被萋萋芳草

点点星星化为正能量。山变了，变得漂亮

了，人也变了……

以前有人团在昏黄的宿舍里，沾满油

渍的手指砸在黢黑键盘上溅起的烟尘与刺

鼻气味弥漫在整个身边。粗重的喘息，频

频的叫喊，随着咳嗽的前奏，苍白的脸上盖

着的一团油腻为这昏暗的空间提供着聊胜

于无的明亮。电脑供在桌子上，前面的人

儿，怎么就那么像摆在供桌上的祭品，被那

贪婪的怪物吸食着为数不多的精气。

我曾想他也就如此了吧!但几天前的

事情却改变了我的想法。

他毕业离开宿舍已经有一年多了，期

间也断断续续地联系，前几天打电话找他

借教材时突然提到他现在是否还在玩游

戏，他说：“去年去了趟日本学习，看了看

那里的环境和工作，觉得还有很多学习的

地方。至于游戏早就放下了，也不知道当

初怎么会这么堕落，现在还得要重新学。”

放下电话后我在想他曾经是多么宅，多么

喜欢游戏，而现在却放下了。放下，简单

两个字，寥寥十一画，真正能做到的人却

是少数，而改变却是巨大。有人在新学期

里学会了放下，而有人学会了拿起。一放

一拿间变化在发生。

一个恍惚，好像过了很多年。面前已

不是当初才入校的那个懵懂的小老乡了，

举止交谈中无不显示着极大的自信与昂

扬的精神。就似扎根在连绵大黑山中的

黑松树一般，走近他、亲近他，惊叹他所经

历的成长。

新的学期、新的起点，前进的方向我

们无法得知，但我们一定要勇于改变自我

去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坐在灰白的石阶上看我校内校外连

大学子新的学期新变化，那曾经身体单薄

的身影如今也变的健硕起来，那以往腼腆

的少年现在讨论演讲做活动也不再彷徨。

在这里每刻都在改变。

我在连大：

一月群玉横秋聚东湖。

二月亭雨清华冠连川。

三月山色城霞迩来新。

三月三。

余下三。

我在连大，一阶还一阶。

与你相识，一楼又一楼。

国际学院15级 桑超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

粥你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当

我们年少时的儿歌已经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埋没在嘈杂的人流中时，人们过年回家团聚的

迫切心情却没有消减半分。

在四川，农家人总是会在年前的一个月左

右就杀好年猪。杀猪的时候，先要垒好土灶，好

几个壮实青年把猪从猪圈里拖拉出来，猪的叫

声那叫一个欢实，完全不输春节的鞭炮。然后

需要好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将猪绑在案板上，四

个蹄子绑在柱子上，拿一个大盆，放在猪脖颈子

下面。屠夫把杀猪刀拿在手里，滋儿的一下，白

刀子进红刀子出，血哗哗往外射，一盆子接完立

马换。杀好的猪分作两部分，一半挂起来，另一

半摊桌上。其他的很多省份都是将猪头放在神

位前用来祭奠神灵的，在四川就从来没见过有

人舍得拿整猪头祭祖的。猪耳爽脆，拿红油一

拌，香菜芝麻一撒，两下就要抢光。猪拱嘴不管

是卤还是用青椒炒都香得不行，猪脑花就着四

川名菜麻婆豆腐一起炒。川式腊肉是身在异乡

的四川人最拿得出手的一道美味，悬挂的那一

半年猪在阁楼上风干两三日就好，然后将细盐

微炒，加上花椒辣椒和各种香料混合涂抹在猪

肉上，据说这个时候还要对猪肉进行“按摩”。

这个时候，上了年纪的四川老辈人就会说：“这

肉现在多享福！”腌好的猪肉挂在通风的地方悬

挂风干，烟熏时需要松柏末、橘皮、桉树的辅佐

才更入味。熏制完成，腊肉的制作便完成了，剩

下的便交给时间了。除夕夜里，一盘肥而不腻

的腊肉最讨人喜，无论是开胃还是下酒，都是四

川人不二的选择。

在四川，不像北方，大家除夕夜都是不吃饺

子的，一桌丰盛的佳肴足以慰藉所有远归游子

对故乡牵肠挂肚的思绪。年轻的人在除夕晚上

熬夜守岁，寓意在于为老人延寿。零时将近，家

家户户都会挂上鞭炮准时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

一刻一起点燃，最是热闹。此刻，才让人们觉得

真正的新年来了。初一早餐大家一般都会吃汤

圆，然后去庙子里求神拜佛祈求新的一年风调

雨顺，身体健康。住在城市里的人白天都会全

家集体行动去逛庙会，而晚上去赶灯会，“华灯

入望众星高”。对于爱热闹、尚祥和的四川人来

说，过年不可无“灯”，也因此，四川灯会历史悠

久，水平高，被誉为“天下第一灯”、“中国灯会之

首”。除此之外，过年期间，懂得享受得四川人

也会选择去茶馆“摆龙门阵”，许多街边的茶馆

就会变得非常热闹。人们口中说的“安逸四川”

也不过如此。

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年味是在不断变淡，但

是无论是对于四川人还是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来

说唯一不变的就是身边的人和那些岁月无法带

走的回忆，举起这杯酒，我敬爆竹声中逝去的时

光！

生命学院16级 聂洋

春节饱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年味儿，它是

种与亲人相聚时欢乐的情结，亘古不变的传

统，撩人心扉的文化，穿越千年，行走于乡村

街头巷尾之中。只要滚烫的血脉里氤氲着华夏

民族的情感，人们就永远也抵挡不住那撩人的

年味儿。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大年初一一早，

连续不断的响亮鞭炮声便迫不及待地向人们昭

告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厨房里散发出诱人的香

味，小巧的汤圆刺激着人们的味蕾。新年的第

一餐，吃上一碗由母亲亲手做的汤圆，是何等的

暖心。一碗满满的汤圆，寓意着在新的一年里

做任何事情都能圆圆满满。这看似普通的汤

圆，却是每位游子觉得最美味的食物，因为汤圆

里蕴含着母亲深情的祝福与独一无二的味道。

香浓情更浓的汤圆，开启了美好的一年。

“加油，加油……”“快投篮，唉，就差一

点就进了。”篮球场上，一年一度的春节篮球

赛正激烈地进行中，每个村精心挑选出的篮球

队员们奋力地在球场上拼搏着，每进一个球，

相应村的“后援啦啦队”的欢呼声就此起彼

伏，无论男女老少，甚是欢喜。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高兴的笑容，温暖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身

上，映射出一种别样的光芒。来到街道上，响

亮的锣鼓声伴随着霸气的舞龙狮吸引着人们的

眼球，孩童们看到舞龙狮都纷纷驻足观赏，不

愿离去。舞龙狮的队伍在沿街的商铺门口舞动

着，寓意在新的一年给商铺带来红红火火，生

意兴隆的好运气。

在春节之际，乡村夜晚的一大乐事自然是

放烟花。当各式各样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时，

夜空这张偌大的幕布便瞬间被点亮，绚烂的烟

花尽情地绽放。观赏完烟花，与邻里相聚一

起，嗑着瓜子，或聊聊家常，讲讲奇闻趣事，

或唱几首小曲儿，何不快哉？

春节是乡愁，是温馨，是文化，是一首洋

溢着浓浓思绪的恋曲。所以，外出的人们能回

到家乡过个有家乡味儿的春节，无论是对于外

出的人们还是在家期盼亲人的人们来说都是给

予心灵的最大慰藉。喜乐春节，撩人的年味

儿，为人们带去最大的幸福。

建工学院16级 黎泳岐

喜乐春节

于万千烟火绽放之时，在数亿同胞的倒计

时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十分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来临了。在春节期间，我国各族人民

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祝春节：云南白族

的“放高升”庆祝活动、土家族的摆手舞会、

傣族的泼水节等。但我最熟悉的庆祝活动还是

苗族的花山节。

花山节是我们苗族同胞庆祝春节的传统节

日，又称“踩花山”，通常在农历正月初一到

十五间举行。在节日期间，苗族同胞会身着民

族传统服饰聚集到传统的跳场坪，青年男女利

用跳场中央的花杆跳舞，男青年还会有爬杆、

唱歌、跳舞、选美等比赛。人数多时达十几万

人。场面十分的壮大，气氛十分热烈，年味也

十足。记得今年跟着阿爸阿妈去踩花山时，在

各种庆祝活动和比赛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就是斗牛比赛。在斗牛场里，来自“天南地

北”的两头牛均加紧屁股，将自己浑身上下的

力气都集中在后脚上，向前高高跃起，用自己

被主人打理的十分尖锐的角去抵推另一头牛。

一开始可能二者不分伯仲，但到后来，就会有

一方败下阵来，转身逃跑，而赢的一方依然会

紧追不放，仿佛要一鼓作气，彻底击败对手。

比赛必定有胜负，但是斗牛们在比赛时的那种

拼尽全力，不言弃不放弃的精神是十分值得我

们去学习的。

在花山节上，除了各种比赛之外，当然少不

了好吃的和好玩的。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些小

孩总是特别期盼春节的到来。因为到了春节，

领了压岁钱之后，我们便会来到花山场上，买我

们喜欢吃的嗞嗞作响的烧烤、甜滋滋的麦芽糖

和爽到爆的雪糕，亦或是会买烟花爆竹、塑料

枪、芭比娃娃等。精力无限，但财力确是有限

的。天还没黑，口袋就空了。我们便由花山场

的中央转到边缘，在那里，有我们天然的游乐场:
斜坡形成的滑梯，石头组成的天然迷宫等。在

这里我们肆意玩耍，肆意大叫。终于，天还是黑

了，在花山场拜访了一天的我们也得到了花山

的礼物——一身的臭汗和泥土。而在过年格外

仁慈的阿妈也不曾责骂我们，反而为我们准备

了可口的饭菜。酒足饭饱之后，我们拿出在花

山场上买来的烟花爆竹燃放起来。我们随着烟

花爆竹绽放的声音高兴的欢呼，晚风袭来，将我

们的欢呼声吹的很远很远……

也许小时候不明白为何会年年举办花山

节，只知道到了这段时间，我们有了一个可以

吃可以玩的地方，它让我和小伙伴们能从早到

晚待在一起。而现在，懂事了的我知道举办花

山节，不但是为了为人们提供一个吃喝玩乐的

场所，也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春节，更是为了传

承我们苗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我们苗族

先辈的优良精神。

如今，花山节上不仅仅只有我们苗族的族

人，还有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参加花山节，感

受我们的文化。作为苗族人，我骄傲!
人文学部16级 王美兰

编者按：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俗称“过年”。我校的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看寒假里同学们在家乡怎样过年，看同学们有如何

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奇妙地融合在连大的校园文化里。

雷锋在行动
植树节，不如去

蚂蚁森林种树吧！
三月三，新气象

图为大连大学爱牙工作室和医学康复工作室为中小学生
讲解口腔与脊柱保健相关知识。

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节日

春节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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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是一个泪匣子小猫是一个泪匣子

只会哭泣不会说只会哭泣不会说

我认识小猫我认识小猫

认识你认识你

宝贝宝贝

此后此后

我或躺在沙滩我或躺在沙滩

难得一见那个下午的难得一见那个下午的

月亮月亮

使人惊奇使人惊奇

使人迷茫又老气横秋使人迷茫又老气横秋

我或站在草地我或站在草地

两手空空两手空空

等待你的回音等待你的回音

因为我们会短暂分别因为我们会短暂分别

所以我才会倍感珍惜所以我才会倍感珍惜

宝贝宝贝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黑夜其实是幸福的颜黑夜其实是幸福的颜

色色

类似泥土类似泥土

宝贝宝贝

向日葵和我一起沉默向日葵和我一起沉默

一起告别黄昏一起告别黄昏

等待月光的告白等待月光的告白

向日葵是因为快乐向日葵是因为快乐

我是因为孤独我是因为孤独

在又一次有梦为马的在又一次有梦为马的

今天今天

我爱你宝贝我爱你宝贝

旅游学院旅游学院 1616级级刘铭键刘铭键

让我再走一遍，绕着南区操场，静静的走一

遍。

晚风带着寒意拨动着每个正在呼吸的毛孔，

周围的树叶哗哗作响。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我

们是无法看到风的，但从树叶的舞动，花儿的摇摆

中，可以感受到风的触摸。我想，很多事情都是一

样的，无法看到某事物本身，却可以假借外物感受

到物像的存在。尽管，有些东西有着具体实在的

物像，但也许，物像本身只是一个引子，企图让我

们在思索中去追寻最本质的东西。也许它们与美

好有关。

每当抬起头看夜晚的星星，我总能想到那个

住在B612星球的小王子，幻想着他和玫瑰后来的

故事时又不免想起那只狐狸。“如果你训养我，那

该有多美好啊！金黄色的麦子让我想起你……”

“如果你训养我…如果你训养我…”我的脑海里一

直回想着这句话。世间万物本身的存在是一种自

然属性，可若在其中人为添加了情感，所有的事物

都会有着不同的意义。正如小王子之于狐狸，连

大之于我。

最怕的是对某事物产生情感，因为那会在一

定程度上成为你的一种羁绊，一方面会牵引着你，

另一方面却会束缚着你。情感这东西啊，是那么

的令人难以捉摸，又是那么的不可控制，以至于会

有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情深。

喜欢的是两三人，在夜晚漫步。欣赏穿着一

层薄纱裙的月亮在为一场盛宴精心打扮的样子、

星星们争先恐后地闪着星光夸奖月亮美丽的场

景，都在一块大黑幕里盛情上演。天上热热闹闹

的，地下的人儿也各有所好。南操场上打篮球的

男孩儿，在跳跃投篮时像有了一双翅膀，可以在天

空里翱翔。踢足球的人儿在操场上撒满欢乐，笑

声洋溢在空气里，我想风儿会把它们带向很远的

地方。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人们聊着各自的故

事，在说说笑笑时不自觉地嘴角上扬……这里有

许许多多的美好，这些美好牵绊着我的双脚，让人

不忍离去，但我又似乎感受到一种召唤，吸引着我

向前……

让我再走一遍，静静地，融到那片夜里，融入

那份美好……

护理学院16级 欧籽彤

我与泥土做伴时我与泥土做伴时

母亲在纳凉椅上怀抱着我母亲在纳凉椅上怀抱着我

她轻哼着时光谣她轻哼着时光谣

轻拍着我梦呓的肩头轻拍着我梦呓的肩头

流淌进星星的河里流淌进星星的河里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

时光摇啊摇时光摇啊摇

蒲公英看上了牧羊人的自由蒲公英看上了牧羊人的自由

它去到那没有蓝眼睛的陌生地方它去到那没有蓝眼睛的陌生地方

黑夜把它包裹至失明黑夜把它包裹至失明

呼啸把它刺痛至耳鸣呼啸把它刺痛至耳鸣

一颗颗黯淡的巨石把旷野的星辰一颗颗黯淡的巨石把旷野的星辰

撞个酩酊大醉撞个酩酊大醉

它的梦它的梦 碎了碎了

星光沉寂了星光沉寂了

孩唷孩唷，，孩唷……孩唷……

母亲的时光谣从遥远的梦中传来母亲的时光谣从遥远的梦中传来

我仍然躺在母亲的怀里我仍然躺在母亲的怀里

聆听着那条星星的河聆听着那条星星的河

摇啊摇摇啊摇，，时光时光

摇吧摇吧，，时光时光

人文学部人文学部 1414级刘甜甜级刘甜甜

希希 望望

岁月静好——连大的夜

《《时光谣时光谣》》

宝 贝

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