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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的姑娘 你在等待着谁

长发挽着灯光 洒下一地温柔

我走过 走过灯 走过你

却再也走不出那寸寸红颜

灯光撕扯着我的影子 暗淡 悠长

你撕扯着我的记忆 如醉 痴狂

红酥手 腰若柳 那一低头的娇羞

万仞坚城 溃于一次回眸

没有油纸伞 没有江南雨巷

但那丁香花一样的姑娘

依旧在脑海中 踟蹰尧彷徨
依旧像梦一般 凄婉迷茫

我走过袁有你的路口
灯是夜的伤口 为你饮月袁醉倒墙头

昙花一现 三十秒的记忆

因你止步 日夜逗留

刚拿着书翻了两页袁 我惊叹了句 野这上面的内容怎么和这书的表面一样陈
旧冶遥 然而袁当一页一页从手中划过袁书中人物形象越来越清晰时袁正是这野沉旧冶的
年代和野陈旧冶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我袁将我带离此刻浮躁而略微空虚的我的生活袁回
到那个淳朴的年代袁接触这些亲密的人儿袁也对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我有了人生的
新思考遥

这部作品中我最钟爱于孙少平袁 出生于一个穷的揭不开锅的贫下中农家庭袁
在哥哥少安的坚持下继续上高中袁可以每顿饭只吃两个连牲口都不吃的高粱馒头袁
从不问津白馍甚至最次等的丙菜袁 如果分过菜后盆子里有幸剩着些菜汤的话那就
是他生活的极大改善遥 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因营养不良而不曾焕发属于这个年龄
的青春光彩遥 但穷并不代表他没尊严袁相反袁他比任何人都自尊自重袁他更是比任何
人都不甘于绝大多数农民该有的命运遥 他可以躲到打麦场的麦秸垛里贪婪的把叶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曳赶天黑看完曰他可以在四面无门无窗甚至建筑材料乱摆一通的建
筑工地借着蜡烛微弱的光亮在冬日里干了一天最累最苦的揽活小工后撑着头看完

叶艰难时世曳叶苦难的历程曳叶白轮船曳曰 他可以在做完下井危险而高度紧张的挖煤工
作后爬到一年四季不摘得蚊帐隔绝的小世界里尽情享受着叶红与黑曳遥 无论身处何
种境地袁他从没有把自己放弃袁从没有把自己追求的知识放弃袁更没有把一直以来
的梦想放弃遥

有人会觉得少平好傻袁在哥哥少安砖厂初具规模时放着好好的机会和哥哥一
起五五分成不要袁 非得扛着破行李奔走到陌生的城区做揽工汉挣最少的工资吃最
多的苦遥 是的袁依靠他的聪明才智和敢闯敢拼的魄力袁在农村的天地中成为一个野冒
尖户冶 佼佼者绝对绰绰有余袁 但正如这种当时属于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共同命运一
样袁逃脱不了农村的局限袁最终淹没在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中遥 相反袁他要到广阔的
天地中扑腾一番袁到未知的外面世界闯荡一回袁或许这也只是属于青春血液的沸腾
和激荡遥 在社会最底层挣扎袁为了挣几个钱受尽各种折磨袁但他早已不将此看做是
谋生活命袁恰恰相反袁他热爱自己所遭遇的各种苦难和遭遇袁通过对自己一段血火

般的洗礼而酿出的生活之

蜜袁 要比轻而易举获得的更
有滋味遥

不一定要有多成功袁不一
定要有多显赫袁 依靠自己的
双手博来的就是最珍贵最美

好的果实遥 无论是恓惶的高
中生活袁 无论是不起眼又痛
苦的揽工生涯袁 无论是低下
的不为人知的挖煤工作 袁都
没有任何原因来使他卑微 袁
更没有任何理由来看不起

他遥 是的袁他身上总有一种非
凡的令人敬畏的气质和力

量袁 当然也正是因他的这种
不平凡的魄力给他带来了辉

煌的爱情袁虽然优秀的田晓霞最后因救人不幸牺牲而不能与他常伴一生袁但他的生
命已了无遗憾遥

之所以这么喜欢孙少平这个角色袁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的那种反抗精神与抗争
意识袁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屈于命运不甘于随波逐流袁更是因为他这一平凡的不能再
平凡的农民血脉中的那种不平凡的味道遥 不是说他有多成功多伟大袁而是那种通过
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成果让我深深震撼遥 对袁就是这样袁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当万
人瞩目的总统袁只要发挥了自己的价值袁不屈于安逸等死的一生袁这就是最不平凡
的人生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莎冤2012 年 12 月 19 日
中午袁工商管理学院在教二 220 召开野四尧六级
暨期末考试考前动员大会冶遥 院团委书记张发
民出席了本次会议袁近 300 余名学生参加了此
次动员会遥

会上袁张发民老师对四尧六级考试注意事
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讲解遥同时张老师总结了
往学期期末考试中出现的问题袁举例说明了诚
信考试的重要性遥他一再强调同学们要积极进
入复习状态袁自强自律袁坚决杜绝考场违纪行
为遥 并要求班委召开专门的班会袁通报大会内
容袁告知每一位同学诚信考试的重要性遥

同学们表示要认真复习袁贯彻学校制度要
求袁诚信考试袁杜绝作弊袁不辜负学院老师的希
望遥

本报讯 渊记者 申陈瑜冤12 月 13 日晚袁由校团委主办袁工商
管理学院承办的野第八届广告创意大赛冶在新校区教一 219 隆重

举行遥 校团委副书记原方袁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牛全保等领导老师
出席大赛并担任评委遥

本次活动得到了全校各院系的广泛参与袁经过大赛组委会的
认真筛选袁31 件作品脱颖而出进入决赛遥 围绕野知识改变形象袁我
行曰创意展示才华袁我秀冶这一主题袁31 位选手依次将自己精心设
计的广告展示给观众和评委遥 参赛作品分为公益广告尧产品广告
两大类遥 以叶扶起老人曳等代表的公益广告袁选手们创造性地将社
会中的热点问题呈现给观众袁 引发大学生深入思考和自我反省遥
以叶星巴克曳为代表的产品广告也很好贴合了产品内涵袁主题鲜
明遥 最后袁牛全保院长对大赛作了点评袁他对本次大赛给予了充分
的赞扬和肯定袁 同时对大赛提出建议要要要更多的与企业对接袁结
合企业需求进行创新尧传播袁以创造更大价值遥

本次大赛共角逐出特等奖尧一等奖各一名袁二等奖二名尧三等
奖三名以及优秀奖若干遥 特等奖由工商管理学院公益作品叶公厕曳
夺得袁旅游与会展学院等六个学院荣获野优秀组织奖冶遥 本次活动
不仅为热爱广告设计的同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袁同时也展示了我
校学生关注社会袁创新进取的精神风貌袁更有益于形成浓厚的创
新文化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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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陈宏达冤
12 月 29 日晚袁工商管理学院
野蛇舞新春袁 福满工商冶2013
元旦文艺晚会在教一 219 报
告厅隆重举行遥 院党委书记
丁文杰尧副书记陈霞尧副院长
王建军以及各辅导员莅临晚

会现场袁同 700余名学生一起
共度新年遥

晚会以激情四射的叶歌舞
青春拜元旦曳开场袁动感欢快
的歌舞立即将现场气氛变得

火热遥 接下来袁精彩纷呈的节
目轮番上演院浪漫唯美的叶潇
湘雨曳 让人不自觉地融入到
了那烟雨江南曰叶十八大里的
青春曳 将党的精神与青春相
结合袁 给人以面对未来的勇

气曰极尽夸张恶搞的叶甄嬛也
要过元旦曳使观众捧腹大笑曰
亦真亦幻的魔术使人惊叹不

已曰还有哑剧 尧话剧 尧音乐剧
等许多优秀节目纷纷亮相 遥
现场更有张发民尧 王永伟老
师上台一展歌喉袁 赢得台下
阵阵掌声遥 晚会在大合唱叶相
亲相爱曳中圆满落幕遥 本场晚
会精彩不断尧高潮迭起袁为在
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

的视听盛宴遥
整个晚会洋溢着节日的

喜庆与温馨袁 全院师生增进
了相互间的交流袁 同学们充
分展现自我袁 表现出青春的
活力与激情遥

工商管理学院元旦晚会隆重举行

本报讯 渊记者 崔梦瑶冤12 月 3 日晚袁野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三届模拟招聘大赛总决赛冶
在新校区教 1要219 火热开赛遥

我院张利红同学以优秀的表现获得了一

等奖袁赵要军和皮晓芳分别获得了二等奖和三
等奖袁同时我院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袁成绩斐
然遥这次大赛不仅提高了同学们就业的理论知
识袁 也锻炼了同学们应对就业招聘的实战能

力遥

本报讯 渊记者 魏梦娟冤随着野十八大冶
会议的圆满结束袁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十八大
精神的活动也陆续开展遥 近日袁工商管理学
院各团支部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活动来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袁 围绕学生学习尧 工作等
贯彻十八大报告精神遥

通过观看开幕式袁各班开展主题班会袁举
办主题征文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袁同学们在各
班团支部的带领下袁围绕胡锦涛同志报告的
内容和十八大精神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遥 124
班团支部精心准备的野唱首红歌献给党冶活动袁以歌唱的方式表

达了对党的热爱曰127 班团支部的十
八大专题访谈袁通过谈话的形式讨论
了十八大的各项精神遥 大家纷纷表
示袁学习十八大精神对于每位同学都
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袁能够准确地
指引我们完善自我尧严格要求袁同时
起到自我提高的作用遥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的开展袁工商
管理学院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袁并用
实际行动为祖国的繁荣做出自己的

贡献遥

工商管理学院举行十八大系列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 陈丽帆冤12 月 10 日晚袁工
商管理学院野商道论坛冶第二讲在新校区教一
219 成功举行遥 论坛由管理科学教研室陈玉川
博士主讲袁 学院全体大一新生参加了本次讲
座遥
陈老师围绕 野技术进步与创业机会开发冶

这个主题袁从技术创新尧创业与就业机会把握
等方面为同学们进行了详细讲解袁旨在激发同
学们的创业兴趣遥 期间袁他以诙谐幽默的语言
营造了现场轻松愉悦的氛围袁使同学们在快乐
中学习袁在快乐中提高遥 讲座最后的师生互动
环节袁同学们更是热情不减袁积极提问袁陈老师
耐心地为同学们解答疑问袁同学们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遥

身在大学的校园里袁我们既安静又喧嚣袁春去春又来袁现在我大三
了袁回望大一的激情与迷茫袁大二的自由和不羁袁对于大学的生活总有
一些话想说袁说给自己说给学弟学妹们袁思考了好几天终于想到我想说
的重点袁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自己的信仰袁学会思考遥

信仰袁听起来很神秘袁也很浮夸袁我认为信仰不是宗教色彩的狂热
的崇拜袁信袁信奉曰仰袁仰慕遥

要有自己信奉和仰慕的东西袁也就是支持你自己走下去的强大的
精神力量遥 在年龄的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的追求袁为了我们所追求的袁
路漫漫其修远兮袁吾将上下而求索袁虽九死而不悔遥 所以大学里最重要
的是给自己一个梦想袁然后守护你的梦想袁为你的梦想去努力袁去实现
它遥

梦想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袁它散发出无尽的正能量袁让你出淤泥
而不染袁傲然于世遥给大家分享我一个发小的故事袁发小从初中起袁知道
有大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袁思想政治课上老师问大家的理想是什么钥问到
她的时候袁她说我想做科学家遥 然后袁他就问老师怎么样才能成为科学
家袁老师就说你考上中科院袁就能做科学家了遥那怎么样才能上中科院袁
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要考全班第一名遥就在那个农村的初中里袁埋下了
她梦想袁上中科院遥 一个文文气气的小女孩袁每天上早自习给我们拿钥
匙袁总是第一个到遥然后考上我们县一高袁她和我们一样会有感到累袁感
到无聊袁一样的会畅想未来以后都考什么学校袁高中的时候天不怕地不

怕的说要考人大袁中国政法袁上海财经袁厦门大学袁但是后来我们会害怕
考不上一本袁害怕考不到北京袁上海袁但是她从来都很坚定的选择中科
院遥
后来啊袁高考之后袁理想和现实相撞的时候袁我们都报了跟理想不

同的学校袁大部分都留在了省内的学校袁比如我来到了河南财大遥当然袁
她也没有考上中科院袁而是去了安徽工业大学遥 原以为我们都妥协了袁
觉得现在的生活也挺不错遥 时间流逝袁各自不同的学校袁联系也不太多
了遥 直到今年暑假袁午睡迷迷糊糊的时候接到她电话袁很兴奋很兴奋的
宣布她接到了中科院的研究生通知书遥直到那一刻袁我才知道原来真的
会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一直坚持着袁忽然觉得奇迹真的有遥

但是奇迹的背后袁是十年的坚持袁十年的信念袁所以袁为你所欲为袁
终有一日你会收获一种感觉袁就像叶当幸福来敲门曳里面克瑞斯当上经
纪人泪流满面走在大街上的一句话 野This part of my life this little
part is called happiness.冶遥
大学的四年是不断尝试的四年袁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袁最终塑造出

一个有强大心理的自己遥 在这段时光我们可以尽兴的做我们想做的事
情袁没有嘲笑你的想法袁没有人会倒彩你的失败遥 即使那些一事无成的
人们告诉你袁你不会成器遥但只要自己给自己机会袁就会不断成长遥人生
之光荣袁不在永不失败袁而是屡败屡战遥
所以你有梦想袁就去捍卫它袁努力实现它袁信仰袁就这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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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的姑娘

走在校园之中袁忽然觉得天气有些冷了袁突然之间意
识到袁我们又一次进入了秋天袁大学里面的第二个秋天遥 回
首望望一年前的自己袁那日的身影袁只留下模糊的轮廓袁终
有一天袁什么都会淡去遥 虽然仅仅相隔一年袁却总是觉得已
经过了好久好久袁遥远的像是半个世纪遥

仔细的盘点一下大一的一年袁有过懒惰懈怠袁却也有
积极向上遥 曾经在高数老师激情澎湃的讲解之中睡得灰天
黑地袁然后后悔袁一个人背着一包书在自习室里面坐上一整
个上午下午袁 直到夜晚在天上的星星的陪伴下走回宿舍遥
曾经满怀热情的参加学生会袁社联各种社团的面试竞争袁然
后在面试成功之后欣喜若狂袁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也会后悔袁
因为自己根本不适合或者做不了这么多工作袁 然后选择退
出遥

自己选择的事情袁有过后悔袁也有过庆幸袁选择正确
的时候心怀感恩袁选择不正确的时候也会去反思遥

因为袁我可以允许自己不优秀袁但是我不能允许自己
不努力遥

记得刚进入大学时候袁经济法老师就告诉我们一个残
酷的现实袁 他这样说道院野今年你们大一袁 你们都是一样的
坐在我的课堂里面听我的课袁下课之后结伴回宿舍袁你们过
着同样的生活袁你们都一样曰明年的时候袁你们将会不同袁
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将会继续着自己的平凡袁 另外一些人将
会变得不平凡袁大学会成为他们真正的舞台遥 也许有一天袁
你会发现袁周围同学说的话你开始听不懂了袁你不知道他们
在讨论什么遥 到了那个时候袁你们的差距就出来了遥 冶也许

那时候大多数的我们觉得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舒

服袁可是今天的我回想起来袁我很感激他一开始就可以告诉
我们这些遥

如果你不想平平凡凡袁 如果你不想连别人说的是什么
也听不懂袁你就得努力袁亲爱的自己袁你不能允许自己不努
力袁你更加不能允许自己知道自己不优秀袁依旧站在原地袁
不向前面踏出半步遥

几天前袁一个同学打来电话,他用懒散的语气告诉我他
们的奖学金评下来了袁我急切的想知道他是几等的袁却听到
了那边传来一阵我不知所以的笑声院野你开玩笑吧袁 我怎么
可能拿得到袁我们拿到奖学金的 A 君成绩特别好袁每门功
课都是 90分以上袁B君则是优秀学生干部袁 平时表现为他
加分不少袁C君是优秀运动员噎噎冶他平淡舒缓的给我讲他
们班拿到奖学金的都是什么样的牛人遥 我在这边有些说不
出话来了袁 我惊讶于以前那个成绩优异的他居然没有拿到
奖学金袁我更加惊讶于他居然能这么坦然的接受遥

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学校袁 甚至我们的城市需要火
车走上个 7,8个小时袁但是袁我相信一些事情遥

比如说院你说的门门成绩都在 90 分以上的 A 君肯定是
特别的努力专心于学习袁他踏着月光往宿舍赶的时候袁你也
许在宿舍兴致勃勃的玩着游戏遥 你说的优秀学生干部肯定
也为工作的事情苦恼过袁 他也许会为了一个活动策划案熬
上一个通宵袁只为这个活动可以精彩的办下来袁可是那时候
也许你已经进入梦乡袁 因为你已经和同学约好了明天去哪
儿玩遥 你说的优秀运动员 C君肯定也在还沾满了早晨寒气
的赛道上跌倒过袁他也许在运动天赋和你差不多袁只不过后
来袁 他选择了在你看电影的时候依然忍着自己的伤痛奔跑
着袁跳跃着袁只是为了在运动场上拿到一个更高一点儿的名
次遥

我相信袁 他们的荣誉都不是在浪费时间的空虚之中等
来的袁而是用自己百倍的努力换来的袁因为你们走进这个学
校的时候是一样的袁你们都是懵懵懂懂的少年袁只不过袁在

选择自己什么样的大学生活上袁你们从十字路口分开袁走到
了不同的地方遥

亲爱的朋友袁你知道吗袁当你开始坦然接受你们之间的
差距的时候袁这才是你们最大的差距袁亲爱的朋友袁你怎么
可以允许自己不努力钥我想对你说这句话袁同时也是对我自
己说遥

我想我们应该都不会忘记我们的高三院 那时候 5 点起
床袁11 点睡觉袁逃课更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袁那时候我们
不允许自己英语的单选错一个袁 那时候我们不允许自己上
课的时候走一下神袁 我们不允许自己假期的时候不复习功
课袁可是现在的我们呢钥 仔细的想一想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也可以问自己一句院以前的我哪里去了钥现在我为什么可以
这样自甘堕落钥

这一切不晚浴时间还没有吧我们远远的扔在后面袁我们
还来得及遥

亲爱的我们袁都要告诉自己院我不允许自己不努力遥
想一想那时候的我们袁 告诉自己袁 我能熬过最苦的时

候袁为什么现在可以让自己不优秀钥我有什么理由让自己不
优秀钥
忘记了吧袁权当没有发生过的那些不努力的瞬间遥拾起

梦想袁坚定的走下去遥 去做一个优秀的人袁然后站在一个高
度看着这个世界袁你会发现俯视不仅比仰望更让人舒服袁而
且还是一个能够看到更广阔天地的状态遥

优秀是一种更加合理的存在袁 它绝对适合我们每一个
人遥

也许有一天你还是会疲惫袁你也又会想到放弃袁问问自
己袁我有什么袁我没有什么袁我还有什么需要努力的地方袁也
许你会继续下去袁不袁你一定要继续下去遥 生活不允许我们
对自己放纵袁如果你对自己放纵袁整个世界都会对你放纵遥
亲爱的自己袁努力吧袁不仅为自己袁也为你爱的人遥

因为袁亲爱的自己袁我真的不能允许你不努力袁因为最
后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袁你被这个世界抛弃遥

亲爱的
我不允许你不努力

11级工商 3班 姚峥

10级工商 1班 孙珍珍
信仰在空中飘荡

董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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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世界上一
切成就的土壤。时间
给空想者痛苦，给创
造者幸福。

———麦金西

12 级工商 2 班 刘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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