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视窗
|

主办单位院工商管理学院团委
指导顾问院陈霞

2013年 12月 9日 星期一 指导老师 |杨辉 唐璐 责任编辑| 申陈瑜 王莎

投稿信箱院cdgsxczx@163.com

有些岁月我曾经历袁有段时光不会老去遥到不了的地方都
叫做远方袁而年轻者漂泊的心袁一直在路上遥

告别身边熟悉的景色与依恋的人袁告别当下重新出发袁总
是需要一股莫大的勇气遥人们勇于上路袁往往是因为身后有可
以让心安定的地方遥 不要让对前路未知的恐惧停滞下你的步
伐袁否则在结果之前发生的一切精彩和坎坷袁都只会被永远错
过遥

叶蓝莓之夜曳中袁伊丽莎白带着失恋的心情上路遥从孟菲斯
到拉斯维加斯袁 她在酒吧邂逅天人永隔后才发现自己所爱的
女子袁在赌场遇见怨恨父亲而多年不愿回家的姑娘遥她们似乎
都在刻意地忽视身边其实对她们来说很重要的爱袁 刻意地置
若罔闻袁却在真正失去后伤痛不已遥为什么很多东西总在失去
后才会惊觉不已呢钥再回首袁长长的时间和距离绵延的旅程剪

断了过去的伤痛袁伊丽莎白漂泊着的心终于恍然袁什么才是她
想要安定的地方遥

人们总是不太聪明袁因爱错乱袁因爱迷茫袁也许是需要时
间袁也许还需要旅程遥 把勇气放进行囊再次出发袁告别永远是
为了更好的前行遥

野妈妈袁你走到哪儿袁我能跟你到哪儿吗?冶天真的孩子对
母亲扬起稚嫩的笑脸遥

野妈袁就送我到这里吧袁回去路上小心遥 冶目送着袁背影远
去遥

于丹在论语心得中曾经引用这样一句话院野这个世界上袁
所有的爱都是以聚合为最终目的袁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袁
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遥 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生命中分离出去遥这种分离越早袁你
就越成功遥 冶

这是关于光阴的故事遥 我们每个人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
长大袁无法抗拒地走的越来越远袁眼见父母的背影从高大到佝

偻袁自己也会慢慢成为别人眼里的背影遥而当我们再不能为过
往的遗憾一一买单的时候袁彼时的目送就成了眼下的悲凉遥沿
岸芳草鲜美袁落英缤纷遥 我渐行渐远的脚步袁像风筝一样飘曳
的心袁采撷一路上的风景并收藏在心底遥正因为身后有亲人目
送的眼光袁这样的我袁才不会惧怕每一次的告别曰正因为爱的
存在袁漂泊的心才不会无处可依遥 这样的我袁才敢一直前行遥
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袁 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
进的沟壑袁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袁只要在前行就好遥 偶
尔吹点小风袁这是幸福遥

心还在袁爱还在袁所幸一切还在遥我们告别过去袁告别某些
离开我们生命的人和事袁并不代表忘却袁而是另一种形式更为
深刻的记得遥我们把种种感情和遗憾都化为了前进路上袁让自
己不停止地变得更好的动力袁延续着对生活饱满的热情遥
让我们优雅告别袁 怀揣着希望继续前行吧袁 即使明日天寒地
冻尧路远马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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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经到了年尾遥 今年的冬
天好像格外暖和袁 暴戾的大风和
晴朗的天空在城市 PM2.5 的空气
下和谐的共存着遥
那天上完选修课袁 一个人走在

回宿舍的路上袁 教室那边传来了
叶朋友曳的大合唱遥 这大概是大四
结课后班级的小聚吧袁 这首歌又
见证了多少离别呢钥 它告别了我
们的小学尧初中尧高中袁现在突然
又听到袁 过去的画面在脑中无序
的放映着遥 虽然记忆已经模糊袁但
那时的心情在日后的每次离别中

越来越清晰遥
想起上学离家时爸爸把我送到

车站时的情景遥 印象中每次的离
别袁我们都变得不善言辞遥 爸爸无
非是吃饱穿暖之类的叮嘱袁 详细
的竟也记不大清楚了袁 而我却只
会木讷的点头支吾遥 但他远远离
去沉默着的背影我却不曾忘记遥

原来我们的成长总是伴随着无

法逃避一次又一次的告别遥
大四的学长说袁 他在班级的毕

业聚会上哭了遥 我不住得去想袁这
眼泪里有几分不舍和难过袁 又有
几分迷茫和未知呢,一年后的我们
该是怎样的心情遥 校园里的招聘
会一场接着一场袁 人群里陌生的
脸庞和匆忙的脚步似乎从未停下

来过遥
我开始感到对未来的惶恐和不

安袁 这样散漫的校园生活我还能
享受多久呢遥 身边的同学朋友都
有了大大小小的改变袁 大家的步
伐都快了起来遥 自习尧考证尧课业袁
大三的生活都被这些事情填的不

见空隙遥
日子忽而过得沉重又充实起

来遥 其实袁这样的生活状态袁才正
是我们这个年纪所需要的遥 听一
首歌袁看一本书袁弄明白一个难题

噎噎 ,我享受着这些琐碎的小事带
给我的满足感袁我想我告别了那个
浮躁懒散的自己遥
那么袁你呢钥 或许你现在是一个

人走在去上自习的路上感到难言

的孤单 ; 和朋友们谈笑时心里闪
过一丝的落寞曰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完成的作业并没有得想象中的成

绩 ; 还是噎噎或许现在有很多差
强人意的事情袁 让你很不满意袁可
是袁现在的生活袁无论快乐简单难
堪无奈袁 这都是你应得的袁 不是
吗钥
原来我们的成长就是一次一次

告别那个并不完美的自己遥
野大概今生有些事袁是提早都不

可以明白其妙处冶, 最近迷上了这
句歌词袁 简单的句子却意味深长遥
原来成长是一场最漫长的告别遥

时光如水袁总是无言遥 趁阳
光尚好袁趁微风不燥袁在明媚的
日子里袁 带上最美丽的心情袁带
上最美的自己袁独行千里 袁一路
向南袁只为与你擦肩袁只为那一
刹那的遇见噎噎

一

杨柳依依袁春光无限 袁三月
的风是个浪漫的导演遥 有人说前
世的五百次回眸袁才换来今世的
一次相见袁那我是修了几世的功
德袁 才能在万紫千红的岸边袁看
到你倾世的容颜遥

风轻云淡袁孤独的的花开在
湖畔袁 眺望着云影斑斓的水面袁
我是不是天边的一朵云袁能偶尔
地投影在你的波心遥 无知的蝴蝶
偷走一段想象袁你的美飘散在风
中袁留下我无尽的思念袁在数千
个夜深人静的夜里袁无眠无言遥

二

我所理解的旅行袁是在懂得
孤单的荒年袁寻找一处美丽的风
景袁 或寻找一份深深的感动袁因
此袁我遇见了你袁从遥远的两个
世界袁阴差阳错袁相遇在这个陌
生的地方遥 微风撩起你的长发袁
在我的梦里开出一朵又一朵美

丽的花遥 清眸弯弯袁星星的美丽
也与你有关遥 长长的回忆如森林
的小径袁我守候在无尽的湖边遥

晴天时袁我陪你走那漫长的
丛林陌纤袁看骄傲的阳光洒下一
地斑斓曰雨天时袁我为你遮雨撑
伞袁看天空的泪水挂满屋檐遥

流年袁轻念噎噎
三

一念情长噎
回首间袁恍然隔世袁又恍然

昨日遥 风轻云淡袁回忆划破天际袁
与紫阳西下袁出现在世界的另一
边袁 从此你的世界里不再有我袁
我的生活里没有了你遥

时光的一角袁留下了太多的
想念袁 于是在寂寞空旷的雨巷
里 袁 念想雨会不会打湿你的衣
衫袁在夜深人静的窗台袁念想冷
风会不会透过你的窗帘袁 于是袁
离别的深秋不再多离别袁收拾好
心情只身孤影袁继续踏上一段旅
途袁从此与文字有染袁伴随一颗
孤寂的心袁静静地流浪遥

四

夏花绚丽袁秋叶静美遥 与这
静好的日子约会袁我们的青春无
关风月袁 灵魂在喧嚣中安宁袁激
情在岁月里沉淀遥 初夏的蝉鸣划
破静谧的夏夜袁细碎的时光还铭
记在心间袁 望天上云卷云舒袁看
庭前花开花落袁如若我没有经历
过袁我也许会感慨我是否路过人
生袁如若我没有遇见过袁我也许
会感慨我是否走过青春遥

五

年华终究会羽化为华丽的

燕尾蝶袁 在世间撒下耀眼的磷
粉袁所有的爱袁所有的潮湿的回
忆袁所有美好的遇见袁都会在抒
情的荒年里袁扑向盛大的死亡遥

噎噎
我站在时光的门槛上袁开始

洞察离别袁感受人生袁参悟不透袁
就带上曾经的记忆袁 一个人袁静
悄悄的袁去看码头的风噎噎

挥手告别袁那一场无关风月
的遇见噎噎

优雅告别袁遇见未知的自己遥
相遇袁相识袁相知袁相离袁生活中不变的协

奏曲袁我们永远无法调和的乐曲遥 分分合合袁
合合分分袁 我们就在这迷离之中享受着生活
的变幻莫测与虚无缥缈遥 兵书云野天下久分必
合袁久合比分遥 冶从古至今袁这是一条亘古不变
的定律遥

因为有分离袁 我们格外珍惜在一起的日
子袁我们数着日子算着还可以在一起的时光遥
因为有告别袁我们不知道前方的路会有谁陪袁
一切都是未知的袁 未知的世界便是无限精彩
的遥 野莫愁前路无知己袁天下谁人不识君冶或许
能让我们感觉到隐形的力量遥

没有人会陪我们一路走到最后袁 但未来
的会一直有人陪我们走袁 真好袁 很微妙的感
觉袁这样就很好遥 我们只需学着优雅告别袁感
悟人生遥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袁 所幸一路都有
人陪伴遥 从我们呱呱落地袁 父母便伴我们左
右袁于是我们学着走路袁学着说话曰渐渐长大袁
与小伙伴的玩耍的日子总是无限精彩曰 渐渐
地袁我们开始接触到学校的恩师袁我们从书本
中开始了解窗外的世界曰慢慢地袁我们学历越
来越高袁 见识越来越宽袁 我们亟需飞翔的翅
膀袁我们渴望逃离父母尧家庭的小圈子袁我们
想独自去闯荡袁十八岁出门远行曰我们走入了
乱花迷人眼的小社会要大学校园袁 发现异常
缤纷的圈子曰一步步的袁我们开始接触社会袁
摸爬滚打袁偶尔也会经不住诱惑袁我们在社会
的大漩涡里旋转奋斗袁 建立自己的美好噎噎
一步步的袁我们一步步的建立自己的圈子袁逐
渐的接触未知的世界遥

在这不变的人生轨迹中袁 不断有人走入
我们的生活中袁 怎样的人呢钥 或许是相见恨
晚袁或许是厌恶至极袁或许是无所谓曰也同时
不断有人远离我们的视线袁怎样的感觉呢钥 或

许怀念袁或许解脱袁怎样都抵挡不住这潮流遥
就是这样袁生命中不断有陌生人走进袁也不断
有熟悉人的疏远袁 我们不断的建立自己的圈
子袁不断地与陌生人相识尧相知袁与熟悉的人
倾诉自己的想念与生活的重担遥 我们活在过
去与当下之间袁 我们活在熟悉知己与未知陌
生之间袁 就这样袁 我们不断的处理着各种关
系袁我们不断的在这种种之中学着感悟袁学着
领会袁学着坚强袁学着生活遥
我们不断地挥手袁也不断地招手袁生活是

公平的袁我们所需做的就是学着平衡袁学着优
雅告别袁感悟人生遥 过去的美好与感动袁我们
会铭记于心袁伴我们勇敢走下未来的路袁告别
之后的未知袁我们不必惧怕袁因为我们已学会
了感悟袁得到了历练袁我们只需迎面而行遥

当然袁更重要的是自己袁我们自己才是我
们生命的主角袁我们主宰着自己的命运遥 无论
何时何地袁 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遥 更多的时
候袁需要我们独自去面对未知袁面对刺激袁面
对险恶与危险袁挺起胸袁抬起头袁做最好的自
己遥 有时候袁刻意在意别人袁为别人而活是不
值得的袁不值得的袁我们要做自己的主角遥

未知的世界无限精彩袁 所有的经历甜蜜
抑或是心酸都是美好的袁告别并不可怕袁我们
将遇到未知的自己遥 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优雅
告别袁感悟人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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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冤为纪念工商管理
教育 30周年袁11 月 2日袁 工商管理教育 30

年发展论坛暨工商校友基金会揭牌仪式在

新校区教 1-219 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校党委

副书记马书臣尧副校长卫世文尧郭爱民出席
了论坛袁 各届校友及嘉宾 400 余人参加袁论
坛由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丁文杰主持遥

副校长卫世文首先代表学校致辞袁牛全
保院长就工商管理学院 30 年来的发展历程
进行了深情地回顾和总结袁 对未来进行展
望袁校友代表做了激情满怀的发言袁之后举
行了工商校友基金会的揭牌仪式遥清华大学
雷家骕教授应邀为校友做了题为野理性认识
创业冶的学术报告遥 随后袁校友们展开了热
情洋溢的座谈袁 他们回顾在母校学习情境尧
感叹母校的惊人变化尧畅谈离校后的人生经
历袁并共同为母校祝福袁为学院的发展献言
献策遥

风雨坎坷三十年袁齐心共筑工商梦遥 本
次论坛加强了校友交流袁 增进了师生情谊袁
凝聚了校内外资源遥经过 30 载的积淀袁在一
届又一届校友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袁我
校工商管理学院志将建设成为国内有较大

影响力的工商管理学院遥

(记者 冤11 月 3 日袁由
我院承办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叶经济管理曳杂
志社和我校叶经济经纬曳杂志社协办的第四
届河南省高校经济与管理学院渊商学院冤院
长峰会暨创业与创新论坛在我校新校区教

学科研楼 B 座 775 会议室隆重举行遥 全省
高校 40 余位经济管理学院渊商学院冤院长
出席了会议袁 副校长司林胜教授参加了会
议袁会议由我院牛全保院长主持遥

峰会伊始袁 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高友
才致辞遥 他对工商管理教育 30年系列活动
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袁 并对我校提供高校
经济管理类精英相聚的机会表示感谢遥 随

后袁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玉利教授做了
关于野工商管理学科的创业教育冶的主题报
告遥 张院长以南开大学商学院为例袁和大家
分享了他对经济转型时期大学生创业教育

方面的思考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叶经济管理曳
杂志社霍国成主任对管理类期刊现状和发

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遥 之后袁 与会者畅所欲
言袁 针对各自在工作及创业教育方面的观
点和困惑进行了深入探讨遥

本次峰会的成功举办袁展示了我院的整
体实力袁对提高河南高校经济管理学院渊商
学院冤整体办学实力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遥

渊记者 冤11 月 3 日袁
应我校工商管理学院邀请袁著名的创
业管理学者尧教育部高等学校创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尧南开大学商学院
院长张玉利教授莅临我校袁在新校区
第一教学楼 219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做
了题为野时代发展呼唤大学生创新创
业精神冶的学术报告遥 工商管理学院
500 余名师生参加了报告会遥 报告会
由副校长张宝锋主持遥

报告会上袁 张玉利向与会师生分
析了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袁并站在国
家经济层面高屋建瓴地剖析了野创业
的本质是创新冶袁 其中他着重强调了
创新的意义要要要野新尧好尧异冶遥 接着他
又用丰富生动的案例分析了创新与

创业之间的联系和迥异遥 最后袁就野如
何培养创新能力冶的问题 袁张玉利给
出了四个建议院一是积极培养创造性
思维曰 二是有意识地培养批判性思
维曰 三是加强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曰四
是重视品质锻造遥

张玉利的报告旁征博引尧 逻辑缜
密尧思维敏锐尧机智幽默袁赢得了在场
师生的阵阵掌声遥 报告结束后袁大家
纷纷提问袁互动交流气氛热烈遥 张玉
利生动诙谐的演讲与回答让师生受

益匪浅袁激发了学生的创业的兴趣和
激情袁对我校创业氛围的营造起到良
好的推动作用遥

三十年的潮起潮落袁 三十年
的风风雨雨袁 工商人一路坚定走
来袁 唯一不变的是心中对工商的
热爱袁 因为我们是工商人袁 我们
以工商为荣袁 我们的身上承载着
工商的明日辉煌浴

这次工商管理教育 30 年发
展论坛系列活动是我们学院的大

喜事袁 作为学院的一名主要学生
干部袁 我有幸全程参与到此次工
商管理 30 年发展论坛系列活动
之中袁 此前的筹备工作一直是我
协助张老师和学院领导完成的袁
历时几个月遥
依然记得陪张老师加班的那

两周袁 每天下午 2点开始一直加
班到晚上 8 点多吃晚饭 袁9:20要
10:20 的训练结束后回到宿舍继
续熬夜到 2尧3 点完成当天的工
作遥 依然记得为了装修会议室在

会议室呆到深夜 2 点多袁 黑夜里
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宿舍遥 这些
都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袁 专注于
心袁你的灵魂会因此得到升华遥

本次活动中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我们广大的志愿者袁 正是他
们的默默付出才使得此次系列活

动顺利开展遥 我们的志愿者迅速
投入活动的开展之中袁礼仪迎宾尧
物资转移尧宣传摄影尧校友引导尧
会场布置及控制尧多媒体操作等袁
哪里都有我们志愿者的身影袁是
我们的志愿者们撑起了我们这次

的巨大项目遥 我为我们志愿者感
到自豪袁谁是最可爱的人袁是我们
工商的志愿者们浴
当我看到 30 年来毕业的优秀

学长学姐们袁 心里由衷替他们感
到高兴遥他们学有所成袁在各自的
领域里打拼出了属于他们的一片

辉煌浴 我们应该向这些优秀的学

长学姐们学习袁 努力开辟出属于
自己的一片天地袁为母校争光袁为
学院添彩浴

三十年来袁 我们工商管理学
院始终秉承教书育人的理念积极

投身于实业兴邦的教育事业当

中袁 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发展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袁 正是此等勇
于担当的魄力使我工商管理学院

赫然矗立于中原腹地商学院前

列遥 放眼校内袁我院始终重视学生
生活袁关注学生成长袁不断推陈出
新袁 围绕学生成人成才开展了一
系列活动袁让我院学生安心生活尧
快乐学习遥 作为我校四大院系之
一袁 在我校的各项工作中我院均
处于领先地位袁运动会上勇夺冠袁
科技创新摘国奖袁 创业教育属首
创等遥 走在财大的校园内袁我会很
自豪地说我是工商人袁爱我工商袁
永创辉煌浴

对顺境逆境都要心
存感恩袁让自己用一颗
柔软的心包容世界遥柔
软的心最有力量遥

要要要林清玄

阴团委书记助理 栾泽宇

11 月 14 日袁工商管理学院社会实践表彰大会暨野小挑冶启动仪式成功
举办遥
11月 14 日袁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袁我院举行了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交流会遥
11月 15日袁我院组织开展了野叠被子冶大赛袁全院学生参加遥
11月 26日袁我院学生创业团队在河南省第二届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总
决赛中摘得一等奖桂冠遥
11 月 27 日袁野挑战就业潜能袁赢在职场起点冶为主题的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第四届模拟招聘大赛落下帷幕袁我院学生王维荣获一等奖袁我院获优
秀组织奖遥
11月 28日袁我院教师和研究生应邀参加第八届中国管理学年会遥
11 月 30日袁 我院承办的河南省大学生宗教知识竞赛豫中北片区复赛
圆满落幕遥
12 月 3日,我院成功举办文明宿舍创建总结暨动员大会遥

近日袁我院相继举行了四次学生干部培训大会袁显著提升了我院学生
干部素质水平遥

11月 8日袁我院召开毕业生就业帮扶座谈会袁60余名毕业生代表与会遥

10月 15 日袁我院推出学生宿舍野床位信息卡冶管理制度袁积极开展标准
化公寓建设系列措施遥

经过六次党课培训袁我院入党积极分子于 12 月 6 日参加了学院组织的
党课考试遥

9月 18日袁我院组织了野暑期社会实践归来话感受冶活动袁并进行了优秀
个人和团队的评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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