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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西语 1703窑宋青颖冤野韶华不为少年
留冶袁18 岁的我袁应该做些什么袁才能不负这韶
华钥 于我而言袁不负韶华袁是学习新的东西充
实自己袁并且在空闲时间里发展自己的兴趣遥
都道初心不曾负袁而初心是何物钥 叶华严经曳有
言院野不忘初心袁方得始终遥 冶所谓初心袁便是我
们做事的初衷遥 从前的我们袁奋战于题海袁搏
斗于书山袁为的是考上好的大学袁结交更多的
名士袁经历更精彩的人生曰现在的我们袁学习
自己的专业袁为的是成就更好的自己袁成为自
己理想中的样子遥 不负初心袁便是坚定意志袁
磨练心性袁正如古人言袁野岂能尽如人意袁但求
不愧我心遥 冶 我曾想象过无数次学校的模样袁
洒满汗水的运动场袁幽静的林荫道袁青春洋溢
的同学袁 志趣相投的朋友噎噎所有的场景汇
在一起袁使我对大学充满了期待遥 我想袁西南
科技大学袁就是我想象中大学的样子遥 我也相
信袁我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袁也希望你们袁可
以成为想象中的自己遥

渊环资 1703窑文雯冤 我跨越山重水复袁带
着胜利的请柬袁 装载着对未来四年的满怀期
待袁从苏州到绵阳袁踏入在我梦中出现已久的
大学校园袁从此故乡于我再无春秋只有冬夏遥

大袁是我对于西南科技大学的第一印象遥
校园里摩肩接踵的人群似乎忘却了长途跋涉
的倦怠袁新同学相见却没有一丝羞涩袁笨重的
行李成了友谊的桥梁袁同学们互相提携袁共同
踏入这梦想开始的地方遥 明媚的阳光见证青
春袁写意的微风如一缕青丝袁牵走家人离别的
惆怅遥对于我来说袁一切的事物总是显得那么
新鲜别样要要要梧桐大道的荫绿袁 清华楼的古
朴一方遥一个人的眼里拥有一片天空袁一个人
的内心包藏一个世界袁 我们演绎着一个又一
个不一样的人生袁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这菁菁
校园记录着一届又一届学子的青春袁 留下我
们曾经至为珍贵的足迹噎噎今天的我袁 如同
刚化茧的毛虫袁但我坚信这未知的四个春夏袁
伴我吐丝入茧的时光袁 便是我成蝶起舞拥梦
入怀的伴娘遥

渊工商 1702窑卓唯冤 时间改变了一切袁曾
经的我们奋力跳出圈袁 悄然回首也不过是从
一个轮回跳入了另一个轮回袁流淌的信念袁又
开始在另一批稚气未脱的少年身上延续遥 星
星从天空划过短暂的距离袁 却在星际走过了
无数光年遥 西南科大校车的车窗外瑰丽的云
朵和阳光袁我会在西南科大遇见怎样的人袁又

会看见怎样的风景钥 一切如尚未做完的迷梦袁
站在迎新点袁 阳光穿透树梢投射下它墨色的
影子袁就是这一刻袁我对于西南科大有了不一
样的感觉遥 西山这晚下了雨袁和那些年的忠山
一样遥 我知道袁在忠山断掉的情谊会在西山延
续遥 从前的担心都可以放弃袁因为这里终会如
我从前心中那个身影袁温暖而美好遥 遇见西南
科大袁好幸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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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由校图书馆联办冤
好书推荐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由东区
图书馆尧西区图书馆尧西山图书馆
组成袁分布在学校三个校区遥 这里
拥有海量文献资源袁 包括可外借
的纸质书刊尧对外开放的数据库袁
以及稀有文献尧本校教师著作尧硕
博论文尧古籍文献等典藏资源遥

一卡在手袁 书海任游 校园
一卡通就是你的借书证袁 凭卡可
自由进出图书馆袁完成借书尧图书
预约尧网上荐购尧网上续借等服务袁
同时还可凭卡进入电子阅览室上
机尧实现移动阅读遥

新生有专门绿色通道院 在获
得正式一卡通之前袁 你可凭身份
证和学号借还图书遥

随处可取的阅读 你可以在
校内书吧尧咖啡吧尧茶屋等阅读点
看到图书馆为你提供的精彩书
刊袁让阅读随时伴你左右遥

各区图书馆尧 办公楼大厅均
设有电子阅读机袁 只需点击进入

目录菜单袁找到心仪的书刊袁扫描二维码袁下
载到移动终端即可随时随地阅读遥

淋漓尽致的阅读 设在东区图书馆大厅
的野馆中书店冶提供的图书与新华书店几乎同
步袁不必担心找不到想要的图书遥同时袁你还可
以通过图书馆网站向图书馆推荐你喜爱的书
籍遥 如果这些还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袁请参加图
书馆组织的走读书城和图书展借活动袁前往各
大书店或校内展借现场选择你喜爱的书籍遥

全新服务模式 图书馆实行大流通服
务模式袁全馆 7:30-22:00袁无间歇开放遥

借书院可通过图书馆主页野馆藏查询冶查
询图书的馆藏地和索书号袁再前往馆藏地找
书并办理借书手续遥还书院只需将书还给借还
书处的馆员即可遥如果你需要延迟还书袁请登
录野我的图书馆冶进行图书续借遥

互联网+袁让你坐拥电子资源 图书馆为
你提供 24 小时的电子资源服务袁只需一台与
校园网联网的电脑袁即可随时在网上浏览尧下
载内容丰富的电子资源遥

读书文化中心 野读书文化周冶要要要学校
的标志性文化活动遥 每年 4 月 23 日开始袁集
中开展数十项读书文化活动袁活动为期一周袁
你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袁选择参加遥

文化艺术展要要要生活可以很精彩遥 图书
馆会不定期举办书法尧设计尧雕塑尧摄影等文
化艺术展袁让你感受艺术的美和文化的厚重遥

野时光驿站冶给你自在阅读遥 阅读是一种
与书对话尧与人交流的高尚生活袁图书馆设立
了野时光驿站冶书吧和外语角读书沙龙袁这里
会经常举办读书交流袁让你在品茗尧咖啡中听
读书的那些故事遥 渊张炎冤

新生心语 渊摘登冤

编者按院一份答卷袁一段旅途袁一场邂逅遥 我们带着梦和期待袁踏上新的成长之路袁收
获新的友谊袁新的知识遥 多幸运袁在恰好的年华遇见了恰好的你袁我亲爱的西南科大遥

荐给大学新生的十本好书

叶优秀大学生成长手册曳
作者院渊美冤戴夫窑埃利斯
推荐理由院一本教你从容应对大学生

活的圣经袁自我发现是本书的一条主线遥
叶读大学究竟读什么曳

作者院覃彪喜
推荐理由院作者以过来人身份袁结合

自己大学的经历袁 全面地谈论了大学生
要注意的问题袁观点新颖尧深刻尧实用遥

叶哈佛凌晨四点半曳
作者院韦秀英
推荐理由院 书中阐述了哈佛人的人

格特质尧习惯与机遇等各个关键心态袁诠
释了哈佛的精髓袁 触及了人性中最质朴
的情感袁并挖掘出其中的哲理遥

叶上大学为了什么曳
作者院渊美冤亚历山德拉窑利维特
推荐理由院 本书作者以过来人的身

份告诉你那些大学里不教袁 但你却不可
不知道的职场秘密袁 让你在严酷的现实
工作中如鱼得水遥

叶如何阅读一本书曳
作者院渊美冤莫提默窑J.艾德勒曰查尔

斯窑范多伦
推荐理由院 本书对阅读的三个层次

都进行了细致的指导袁初探阅读的人袁读
这本书可以少走冤枉路遥 对阅读有所体
会的人袁 读这本书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
领悟遥

叶人类简史院从动物到上帝曳
作者院渊以冤尤瓦尔窑赫拉利
推荐理由院一部从 10 万年前有生命

迹象开始的人类发展史遥 如何能够在 AI
时代不被淘汰, 要求人类必须不断学习袁
找到自我袁适应变革遥

叶平凡的世界曳
作者院路遥
推荐理由院 本书呈现了一幅普通人

在时代大变革进程中所走过的既平凡又
壮美的人生画卷袁解说了平凡和苦难袁阐
释了生活的意义遥

叶中国文化要义曳
作者院梁漱溟
推荐理由院 本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

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袁 提出
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
断曰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袁进而实现中国
社会改造的出路遥

叶拖延心理学曳
作者院渊美冤简窑博克曰莱诺拉窑袁
推荐理由院 本书是两位加利福利亚

心理学家基于他们倍受好评尧 最具开创
性的拖延工作坊和丰富理论和经验袁对
拖延作的一次详尽尧幽默的探索遥

叶理想国曳
作者院渊古希腊冤柏拉图
推荐理由院 本书通过苏格拉底与他

人的对话袁 展现了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式
的世界遥 通过阅读袁我们可以跟随苏格拉
底重新认识自己袁反思我们的生活遥

我们每个人自降生于世的那刻起袁便注定不会是孤身只影遥 总会有
无数难以见到的线袁将我们与身边的人袁与周围的大事小事紧紧连在一
起袁蔓延成网袁勾勒出世界的模样遥

父母尧友人尧伴侣噎噎形形色色的人从我们的生命中路过遥他们的容
颜也许会在某个时刻袁 因为你所接触到的某件事物而突然浮现在脑海
中袁如家庭生活中的父母袁闲暇桌游中的好友袁亲密合照里的伴侣遥 而有
一些人袁会在你提笔的刹那袁在你翻开书页的瞬间袁在你大脑尝试着解读
问题的间隙中袁忽然而安静地出现袁像流动的时光袁悄无声息地存在于你
生命的每个呼吸之间遥

世界赋予他们共同的神圣的称呼要要要老师遥
如果说父母是将一个生命从野无冶带到野有冶的了不起的创造者袁那么

老师便是令这份生命实现他理想和意义的伟大的塑造者袁 甘于奉献袁以
书墨作船袁耐心作桨袁将每个学子安全送至各自选好的彼岸袁踏出属于自
己的旅途袁描绘独一无二的风景遥

从洪荒伊始袁到如今科技日新袁岁月的风沙掩埋为师者们曾经执笔
的有力双手袁历史的风霜无情地剥离他们曾经微皱的眉宇袁却抹不去那
份千年间传承下来的责任感遥 那是对学生们的未来袁和五千年传统文化
与科技的继承发展的未来难以放下的固执遥

如长夜尽处袁星河流溢袁总有最耀眼的那颗袁执着地燃起光袁为茫然
失路的旅者指引穿越荆棘的道路遥

人是一种难以读懂的生物袁尤其是情感方面遥 你可以瞬间讨厌上一
个人袁却也可以因为某个瞬间而和他成为朋友遥 也许你会有因偏科导致
多次没考好而被某位老师抓到办公室教育的惨痛教训袁从此暗暗讨厌着
他袁常常在课堂上与其作对袁并迫切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学校遥然而当时光
失去了看戏的兴味袁真正带走了你待在校园的机会袁带走了你和他的缘
分袁那时你会发现袁自己所有的讨厌和故意袁都变成了不舍遥

愿君长乐心如意袁明朝桃李谢春风遥 祝天下老师袁教师节快乐遥
渊汉语 1503 金川琳冤

师者袁传道授业解
惑也遥传处世之道袁授学识
之业袁解人生之惑遥

黑发积霜织日月
粉笔无言写春秋

要要要写在第 33个教师节之际

欢迎 2017
级新同学浴

渊欢迎广大新生踊跃投稿袁一经刊用即付
稿酬遥 投稿邮箱院1029949443@qq.com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