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独自走在校园，伴随着清风，阳光微微耀眼，但从
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在镜头前的学长学姐。相机定格下他
们的笑容，每个人的笑脸，汇集成了一张毕业季的合影。
去年，我也曾看到过同样的场景。那时的自己，刚刚初识

大学，对毕业季的学长学姐，是一种羡慕，一种赞赏。如今，在
大学快两年了，再一次看到同样的场景，心里有种说不上来
的滋味，还在嘴上默念了一句:还有两年，我们也毕业了。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一直在想，时间过得那样快，快的

有点猝不及防，慢慢的，慢慢的……
“来，最左边的男生，往右一点，第一排的女生，向中间靠

一靠，好，来一张，再来一张。”
听着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突然发现自己穿着学士

服。身旁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来来来，208的小可爱们，咱们
一起来一张”宿舍长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咔咔咔，我们一连拍
了好几张，我多希望，这声音永远不要停下来。“走，我们一起
去散散步吧”，说着说着，我们八个从校门口开始走向教学
楼。看着科师的大门口，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时的模样，那样
的青涩懵懂，看着这个不熟悉的城市，还有这个从未接触的
校园，不曾想到，在这里，会有许多许多关于自己的故事。不
知不觉，走到了教室里，空荡荡的教室，好像每个人的呼吸声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我们在黑板上写下“我们毕业了”，这毕
业两字，在写的时候，一直写的不满意，似乎很难写上去。我
揉了揉眼睛，好像看到我们八个坐在一排上课的场景，教室
坐了满满的人。我们一起笑着，我想再看清楚一点，再揉了揉

眼睛，再次看到的，却依旧是空荡荡的教室。走过教学楼，走
到了砺慧园。有一种季节，叫大学的春夏秋冬，“那片花开的
地方，我曾给你照过一张呢”“那个秋千，我们一起玩过呢，你
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回忆着，诉说着，眼泪已经在我的眼眶里
打转，我忍住了，因为我记得你们说过，我们要笑着毕业。我
们手挽着手，一起来到操场，“那是我们跑过 800的地方”“或
许以后就没有 800了吧”“还记得我们一起选的啦啦操吗，我
们在这一起练过”“夏天的晚上，我们一起散步，以后，我们....
..”“我们还一起呀，你们忘了吗，我们的约定，每个人的婚礼，
都不许缺席，来来来，我们再来一张”或许这张照片里的我，
脸上是闪闪发光的吧。

芃芃“ ，醒醒，去上课了，醒醒醒醒”。突
然听到了舍友熟悉的声音。我回应着：“不
都毕业了嘛，哪有课了”。“你说什么呢，你
做梦了吧”，听了舍友的话，我猛然惊醒，原
来自己是想着想着睡着了，做了这样的一
个梦。我慢慢从床上坐起，下意识的摸了摸
我的脸颊，是湿湿、烫烫的。
一个梦，让我看到了两年后我们的毕

业季。不管我们两年后会是怎样，至少现
在，珍惜每一天的相伴，珍惜每一次的相
遇，珍惜我们与大学书写的青春。等到未来
的毕业季，我们同样在镜头前，笑出最美的
自己，同样，给彼此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仿佛一只被囚禁的鸟

被牵扯着没想过飞高

龟缩在窝给的小怀抱

藏留在温暖的小城堡

却也清楚拥有的越来越少

听人讲过缭乱的城市

脑海中浮现迷情戏子

无事可做也无计可施

在偷瞄着别人的情痴

让我超级迷恋那样的放肆

茫然跟随别人的观点

从未坚信自己的信念

我奋力去展示的表现

让人觉得差到很随便

至于想看到优秀人的期盼

看到这个世界的精彩

而非昨天黑白的无奈

静音体会寂静的万籁

举足无措也很少再来

再没将梦想看成简单买卖

没想过把张开的口闭

没说什么只为遇见你

和什么从未含有智慧

以往献丑也都没关系

说没有经过什么逼不得已

恍然记起昨日的星光

偷偷告诉我今日晴朗

原来我要接受我自己

独自谱写个人青春梦

我也看到未来的刺眼光芒

毕业快乐

愿离开后有友人也有老酒

有跑鞋有高跟鞋，有运动鞋也有皮鞋

能适应这个社会

今后江湖再见

也许一别经年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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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夏季，到了离别的时刻，回首过去四年

的时光，青春，挥洒在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四年前，

我们是人们眼中的幸运儿，带着懵懂的心情和对大

学生活的向往步入校门；四年中，我们遨游在知识

的海洋，为自己的行囊储备食粮；四年后，我们收获

满满，带着硕果踏出校门，道一声离别。

“看着空无一人的宿舍，仿佛又回到了四年

前。”知乎网的一名网友在毕业时说道。又是一年

毕业季，莘莘学子满载自己丰收的知识果实踏出

校园，开始翱翔于自己人生的天空，描绘自己未

来绚丽的一页。

“这半年来，每当闲下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

底自己要怎样去面对

毕业。学校，简直是个

奇怪的地方，一直总

想挣脱的身份，总想

逃离的场所，到真的

要结束时，却突然觉

得恍然若失。”四年时

光匆匆，上学时总想

着毕业季赶紧到来，

可是当真正面临毕业

的时候，心里总是怀

念从前的时光，依依

不舍。大学生活中，每

一次欢笑，每一滴泪水，每一次感动，每一段经历都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久久难以忘怀。

相识是天意，相知是人意，相加便是友谊，有情

便能有意。我们能聚在一起，因为心有灵犀。“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我们带着一

份尊敬，带着一份感恩，承载着母校、老师对我们的

殷切期望和深情嘱托，开始谱写人生的新篇章。

（学生记者郑子潇）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四年，想想

很长，过起来却是如此短暂，转眼就毕业了，学长学

姐们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我们诉说着种种，看着他

们关切的心情，深深体会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希望，

向我们说着那些本可不必撞的南墙，那些本可不走

的弯路，看着他们，不禁想到了高三毕业的我。

有人说“没有遗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听到

学姐学长们说到，大学四年，在秦皇岛最遗憾的

事情就是没有多出去走走，以后回来的机会怕是

很少了吧，或是，自己没有好好培养自己的兴趣

等等，看到他们略带愧疚的神情，也为我敲响了

警钟，我不是即将毕业的人儿，我还有三年时间，

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小想法，我的青春也

定会有遗憾，但我想让它的存在变得很少很少。

只有你经历过的事情，才会感同身受，只有你

经历完的事情，才会猛然发现，时光竟如此之快，快

到让我们没有时间在过程中慢慢品味，反思，等到毕

业了，五味杂陈涌上心头，但我们同样没有时间去消

化，因为还有事情等待着我们，大学，对于很多人是最

后的上学时代，进入社会，有很多挑战正等待着他们，

希望他们加油，在社会这个大舞台可以大展宏图。

（学生记者张江宁）

曾经看到过无数次别离，我们也曾经在那些

别离之外唱歌，但今天轮到了我们，我们在夏天的

风里握别，说一声珍重，再见。为了这次道别，我们

用了整个青春作为铺垫。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这

一生将再也不会有如此豪华而隆重的道别，但泪水

还是从我们的心底奔涌而出，就像那些逝去了就再

也不肯回来的年轻岁月。

社会是一个充满太多诱惑人心的地方。繁华

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勉强的轻轻一笑。也许社

会，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连环结构。

以前，往往很天真的以为一切会是这个样子

或是那个样子，此时懂得了，拥有自己的一片新

天 地 就 是 净

土。在这片净

土上默默的释

放自己的一点

儿能力，彰显

在世界一角，

即使自己没有

任何的才华横

溢去博得他人

的 欢 喜 与 爱

戴。但是，懂得

爱惜自己，疼

爱自己就足够

了。唯有我们真正的踏入社会后，社会才会慢慢

地告诉我们，一切不是如此简单去遐想；唯有自

己目睹一切的假意与美真，靠着自己的梦想，紧

紧的向着它靠拢。光阴，就好似装潢在一个翡翠

的晶莹剔透的沙漏里，慢慢地泄漏，延续了我们

的岁月年华。毕业前的离别，隐隐约约的让人心

悸，向往自己会有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窗台边

缘，会一样盛开很多很多芳香醉人的山茶花。看

到离别时的我们，身边堆放的行李占据了我们的

眼界，一幕幕含泪道别的场景。突然间，心里十分

纠结。一股股微寒颤栗伤感的离别，触动我眼里

的泪水。

（学生记者夏雅洁）

总是说毕业遥遥无期，然而一年一度的毕业

季又如约而至！作为一个台长，我有话说。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电台都会为即将毕业的大

学生做一系列的《毕业季特别节目》。

电台也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今年又是

一群天真烂漫的大学生离开科师，离开母校。他

们有的人胸有成竹的面对职场；有的人却还在为

自己的毕业论文而苦恼！

像我这样的准大四的学生就开始准备迎接未

来每天和图书馆的恋爱生活。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奋

斗，在拼搏，在努力！深思熟虑之后，想对即将毕业

以及还未毕业的人说一句肺腑之言：“要永远记住

青春还在，就看你还有没有热忱的心去追赶青春

的步伐！离开的只是科师，而未来有太多的科师

等你驻足！”

（校中文电台台长程子鹏）

毕业，这个听起来美好却又有些感伤的字眼，是踏入校

园时从未想过的事情，到如今已经变成残酷的现实。毕业就

像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询问着自己以后的路该往哪走。毕业

之后，我们就告别了一段纯真的青春，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

还有那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午后的校园依旧像每天一样，餐厅前的人熙熙攘攘，每

个人看似平平常常，却都有不平凡的梦想，我们开始了今天的

校园采访。围绕着“毕业后的我们”这个主题，随机采访了很多

同学。回答各不相同，但每一个回答中都饱含着对未来的期

待，对毕业后生活的向往。人多了，总会有独树一帜的。我们听

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说道：或许很多人都想象着毕业之

后，但我不想毕业，因为我觉得学生时代永远是最纯真的，所

以我想活在当下，过好当下，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

毕业后，或许你还会记得那辆你永远挤不上座的公交

车；那个为生病的我让座，虽只是邂逅却把我送回宿舍为我

送姜汤的朋友；还有那个在车上偶然听到的乡音。毕业了，当

你再次坐上那辆熟悉的车，却不知该喜悦还是该伤离别。毕

业时会有很多为你提着行李的同学，他们的一句简简单单的

道别，会让你一直怀念。大学就像一辆公交车，坐上走了回

来，那是新的学期开始了。坐上走了不回来，也就毕业了。

或许毕业后你会想起大一为了坐在前排提前占座，可无

论何时去，却总能发现前面两排已经粘满了白纸，上面还写

着“此座已占”四个大字。大二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什么位置

都是一样的，因为无论你坐在什么地方，老师讲的都一样。大

三的时候觉得后排才是最好的位置，于是大家又开始占座

了，每次神奇的发现，过去最热的前两排如今却往往会是空

的，迟到的你，也只好坐在这里了。到了大四才发现，教师里

稀稀落落地坐着的几个人，也都各有其事，只有老师还在按

部就班的讲着。于是敬佩那位在校园里晨读了四年的陌生同

学，因为他让你知道，原来同一个大学，却有不同的选择。

宿舍脱落的墙皮，墙角结了四年的蜘蛛网，曾经的你是

多么的痛恨他们，痛恨他们从天降落入你的水

杯，痛恨他们被学生会查到而扣分，痛恨他们

神奇般的钻进你的暖瓶。可如今你也要和他们

告别了，或许我们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回忆

里只有我们自己，再看街角的路灯，看到的只

是人来人往。

离开了后，会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想起

熄灯后八个人的卧谈会，不论开始什么话题最

后却总能谈到异性，于是开始问，异性是不是

也会在这个时候谈论着我们呢。想起目睹一个

男生，拿着玫瑰花在女生楼下向心爱的人表

白。于是开始羡慕大学爱情的幼稚、纯真、青

涩，佩服他们为了爱的勇敢，为了梦想的执着。

可想想到毕业后的各奔东西，那缕什么也不说

就结束的伤感，那个在酒桌上喝酒到流泪的孩

子，于是才发现，原来，这就是爱情。经过了漫长的等候，梦想

是梦想，我们还是那个我们。

毕业生感慨道：告别了，告别了那曾经奔跑过的红色跑

道，告别了那曾经让我筋疲力尽的篮球场，告别了厌倦的食

堂，告别了骂了四年的宿舍，告别了每次考试前晚都会去坐

的那间教室，告别了早上十点起床叫外卖的生活，告别了从

起床开始看电视剧到晚上熄灯的疯狂，告别了大学中的一

切。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而回忆过去总能让人不知所措。或

许人生就是这样，每一次哭后，还是会笑着奔跑，一边失去，

一边又去寻找。

毕业季，离别季……此刻月残缺了几分，星光剪碎坡上

的情人。失落的灵魂在哽咽，是谁听湿了双眼。用真心相爱换

来一句誓言，如今忘记彼此的缘，以后我们不再并肩，因为两

个人已在遥远的天边。紫藤花缠绕石柱，翠竹倚着石墙，桃李

廊就这样被勾勒，画面暗淡，将要毕业的人已褪色其中感慨

着:青春不散场，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十瞬等于一念，十念等于一弹指，十弹指等于一挥间。

四年，一轮回，一转瞬，一弹指，一个不经意的擦肩。
人的一生，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又有几个四年值得

珍藏?
———题记

匆匆那年里，谁与谁擦肩而过，遥遥无期中，谁被岁月

蹉跎，而今，在时光的剪影里，暖了多少相遇，又惆怅了多
少别离，四载岁月，谁又装点了谁的青春，谁又绚烂了谁的
生活。

每一年毕业生的空缺必将由下一届的新生填满。教室
总在那里静静的等待着；寝室也总是在由满变空，由空变

满的循环中往复；学生永远不会变少，少了的是熟悉的面
孔，热情的招呼以及内心的空荡。

毕业，就像一个大大的句号，从此，告别了一段纯真的
青春，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
毕业前的日子总是过的分外的快，明明记忆里还是刚

入校园的懵懂少女，眨眼间就穿上了学士服，褪去了青涩，
只余成熟优雅。稚气早已不见，成熟与稳重不知何时已经
写在脸上，简单的寒暄之后，便是各自匆匆而去的脚步声。

映入眼帘的每一个小小的事物都能勾起一段段回忆。窗外
的晾衣绳，飘荡着不知哪个宿舍落下来的白衬衫;教室里

的桌子上，还承载着考研大军的豪言壮语;翻出来的旧书
上，依稀记着零星的笔记……
一幕幕的场景就像一张张绚烂的剪贴画，串连成一部

即将谢幕的电影，播放着毕业生的快乐和忧伤，记录着他
们的青春和过往，也见证着他们的友谊和爱情!

来到这片校园之前，想象大学生活是白色的。因为象
牙塔是白色的，整个生活就好像它折射的光：纯净而自由。

大一的时候，觉得生活是橙色的。太多新生活扑面而

来，新鲜而灿烂，热情而紧张。橙色的记忆里，有第一次见

到老师的激动，第一次加入社团的好奇，第一次考试的紧
张……

大二的时候，生活是绿色的，青春拔节生长，旺盛得像
正在生长的树，梦想也一点点接近现实。跟老师讨论问题
时，看见他脸上满意的微笑;跟老师用逐渐熟练的英文对

话时，给自己打了个满意的分数;开始熟悉校园里任何一
处美食，也常常在自习室里呆到很晚……
大三的时候，生活变成蓝色。渐渐冷静下来的头脑开始

清晰，明白自己离未来究竟有多远，并要为此做出选择：出
国，考研，还是工作。所有与这个决定相关联的一切都可能

会变化，包括青涩的爱情，那还年轻没经历过风雨的爱情。
大四的生活，像有一层薄薄的灰色。在各种选择里彷

徨，每一个人都忙忙碌碌，一切仿佛一首没写完的诗，匆匆
开始就要匆匆告别。
离别的日子将近，学校周围的饭馆总是挤得满满的。

所有的朋友在那里举杯，为过去的日子和情感，为将来的
分别和感伤。
那些荒唐的，搞笑的，忧郁的，飞扬的，愤怒的，喜悦

的，无比快乐的时光一去不返，而那种放肆的幸福我想以
后也不会再有了。

踏出空无一人的教室，离开寂静的宿舍，走出曾经熟
悉的校园的那一刻，即远离了这一片留下青春与热血的
土地。也意味着真的毕业了。曾经多希望毕业，如今就有

多留恋这片奋斗过的热土。
青春散场，静静等待下一场开幕。等待在前面的旅途

里，迎着阳光，勇敢地飞向心里的梦想；等待在前面的故事
里，就着星光，回忆这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盛开过的花

……

毕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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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远行；回首，珍重。又到 6月仲夏季，又是一年离别时。6月，又有一批科师学子要结束自己的大

学时光，离开生活多年的母校，踏上新的征程。离歌声声，包含着母校的期盼；绿荫葱葱，满载着恩师的叮

咛。过去已被划上句号，未来将是一段全新的征程。带上母校的殷殷嘱托，挥手从兹去，海阔天空，前方会

有绚烂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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