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砖白瓦的四合院和红砖或瓦片铺就的

小路，巷口的热闹繁华和书香门第的朗读声或

某个大家闺秀优雅的琴声，抑或是某个淅淅沥

沥的雨天里雨滴滴答在石板路的声音，让我加

深了对古城的记忆，也烙印了古城典雅质朴的

美丽。

在现在这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世界中已

经很少能看到如此宁静祥和的地方了。人们忙

于快节奏的生活，已经忘了曾经悠闲自在的日

子。大多数人已经被单一乏味的生活磨平了心

性，甚至有些麻木，早已忘怀了从前的风景、从

前的地方以及从前的人和物，而我却努力追寻

深藏于心中的那种“宁静”。

在我记忆中，古城啊！它是一个神奇的地

方。因为无论我当时有多么烦躁，在那静谧的巷

子里走一会或是悠哉悠哉地坐着荡一会秋千，

就什么烦心事也没有了，仿佛是古城神秘的力

量在静静地洗涤我的心灵。

古城中的石板路是残缺不齐的，好多也已

经出现裂纹，但那也不妨碍我喜欢它；古城中的

房子青砖白瓦、深色木板门，看起来老旧不精

致，但那也不妨碍我喜欢它；古城中的花圃都在

路边，大多都是无名的花，还有一些像花又像草

的植物也夹杂其中，看起来杂乱不精致，但那也

不妨碍我喜欢它。古城中有河流有小溪，一旁还

有年纪大一些的老人在用棒子敲打衣服，他们

喜爱这样平静普通的生活。古城中那自然也是

少不了为人称赞的美味，街边的馄饨摊正冒着

热气，有卖麦芽糖的老人在用原木色的纸包裹

甜蜜，有独特的古城小吃在沿街叫卖，真是享受

这样的生活啊！放松、自然、缓慢、舒适而又不失

趣味。

这样的古城如世外桃源一般存在于这世

间，吸引着我们去探寻。

古城的一切都值得我怀念，最幸福的生活

便是在古城的生活。古城凭借自身良好的水源，

自然也成为了酿酒的好地方。在那里，会酿酒不

是一门多么了不起的技艺，到了粮食熟的时候，

酒香最为浓烈，应了那句“酒香不怕巷子深”。自

家酿的酒是古城老人的心头肉，饭中小酌一杯，

那简直是一整天的满足都被喝了下去。小巷中

飘飘扬扬的除了酒香还有各类糕点的香气，自

然这次是少不了万年长存的桂花糕，江南人喜

清淡，爱蒸制各类点心，小时候最开心便是偷拿

家里一块刚出锅的小点心，蹦蹦跳跳地走在小

路上吃，连露出的笑容都带着点心的软糯甜香。

古城中最让人有古代气息的是人们一些不

经意的习惯，比如：轻薄的衣服还是用棒子捶

打、溪水洗过的最干净，床单衣服都是喜欢挂着

竹竿上晾在庭院中让风静静吹干，孩子们玩游

戏总是忘不了去踩水车等等一系列让人回归过

去的小习惯。这些让我一下子好像置身于古代，

身边还是身着长衫的男子和穿着襦裙的女子。

这么儒雅的地方自然是出典型的江南女子

的地方，姑娘琴棋书画总是有一样是略懂的，身

上散发着古城的宁静美好，代表了古城也很好

的诠释了古城。一个身着汉服、手撑油纸伞、肤

白唇红的女子站在古城与水天一色相呼应的青

砖白瓦房中间，那简直是一幅唯美的古风水墨

画，让人看了就心旷神怡。

古城啊！古城，我记忆中的古城，它一直存

在于那里，即使我此时身不在此，可我心中饱含

的都是对它的怀念。它多年来虽然在变化但还

在尽力保留原貌，听说它最近很出名令许多人

神往，我很高兴也很欣慰有人欣赏它的优雅和

美丽，让我也可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我心心

念念的古城映像。

我很怀念你，我的古城———乌镇。

月匆忙着从乌云中穿过

忙碌了一天的街道

终于沉浸在安静路灯下

草木的喧闹声

和着春风

不分白天与黑夜的

诉说着它们的欣欣向荣

唯一安静的是我的躯体

在清新泛着唯美阳光的午后

亦或，在朦胧的月光流转中

编辑一些，流淌着的文字

把那些深情，或是思念

传递给远方，那一份爱你的心跳

夜晚的微风，也带着一丝温柔

正如阳光里的你一样

无论你在不在身旁

都有一份柔情

无论你懂不懂这些文字

都有一份心灵的沟通

它们是最最虔诚的

即便是不善于表达

那些情感都会伴着梦

伴着春天的气息，落在

心相触的地方，经久不息

放慢脚步的时候

你才发现，不仅仅是文字，情感

草木与春风一样能够

拨动起心弦

让你不经意间在春日里

嗅一抹浅香，素面朝天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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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4
□ 数信学院 李盛展

树梢上，艳丽的玉兰开着，吸引我的目光的是

一只灰色的布谷鸟。阳光下，你仰起四十五度角，

咧着嘴笑，一副傻乎乎的脸看着天。那是一个安好

的晴天，满满洒洒的阳光照着，海风乎乎，蓝的天，

白的云，绿的柳，红的花。似乎这是绝美的景致，又

是一场春天的清梦。我伸出手，握着天的一端，甩

了甩手，想着能不能赶走一些不愉快的事。

在我对一些事情不管不顾的时候，规律的生

活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像是一盆独放在角落里的

茉莉失了光华；一堆累积在台案上的书籍布满了

灰尘；一洼静处在亭子边池水浸染了污色。这些，

你当然不喜欢去看去想，于是你的不快乐便油然

而生。你愈是不予理睬，便愈是不快乐。你想着杜

鹃的高飞，自由欢快。

我开始回忆茉莉盛开的芬芳，书台的整齐干

净，清池的鱼头百许浮动。曾经最爱，物是人非。

天还是那个天，你却有着不同，但你的心啊，会泛

着酸，软软痒痒的。因为你细心照顾过那盆茉莉，

从春天的嫩绿，盼着夏天洁白清香。

这茉莉，是夏日中一位穿着白莲裙的美丽姑

娘。她献出了花香在夏夜的暖风里摇曳着，舞动

着。倾心的凝香让人的每一个有关夏天的梦都是

格外清凉的。那不是玫瑰的惹人迷醉，不是兰花

独处的幽僻，不是桂花满枝的烦恼。我可以闭着

眼细嗅到她的情愫，放肆的吸纳她献出的花香。

这恰好是一道灵气，从那微青的花蕊中如云烟般

漫过枝头，飘入空气，然后被我吸纳。于是这灵气

入了人脑后自上而下，体贯全身。当然这不会让

我就此成了瘾君子。于此我得道成仙，却还处在

人世。不躁，不静；无欢，无悲；像是我与她之间有

了什么期许，让我沉沦入这直白的拥抱。

爱之深，恨之切。时间把你所喜爱的事情理

得糟糕，让你无法忍受或是无能为力时，心里堆

砌起层层石块。是一堆堆块垒，厚重坚硬。你挥起

锄头，锄不开；你举起酒坛子，浇不烂。委屈成了

一个孩子，你开始又一次在泥泞的路上摸爬滚打

着前进，又成了脏小孩。时间编织未来，裁剪过

去；但有条宏长的丝线需要自己去打理，织布，做

衣裳，或是贴身的背心。最后做成一套端庄的装

服，成为一个干净成熟的男人。

伸出手，朝着天，抓着一角蔚蓝，揉碎打炼成

刀。静，是一个人的独处，赏满枝桃花一叶绿的孤

寂。不顾春莺乱啼，干雷轰鸣，一人天地。闹，是浊

酒的挥洒，泼辣和热情的交合，正应着桃花的艳

红；或吟或唱，开怀于此；是杯盘酒盏的碎鸣声。

一回长梦，再来是豪放地持剑轻舞，三斤桃花半

斤酒，我斩了满山桃花，斩了心头的块垒，触摸那

片蔚蓝。

我把手儿放一边，你把头儿仰上天，倔强地

想找回从前;你是我，我是你。从来来处来，去往去

处去。

明知年华终将老去，而我站在青春的尾尖静
静眺望，盼着风的微笑，盼着这颗心温暖到老。看

那消逝的岁月在指尖滑过，依然明白，我与青春
不止遇见。

席慕容说过：“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

泪水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开始。
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

承认，青春是本太仓促的书。”
我无奈地看着衣服一件件变小变短，被叠放

在箱子底层，成为寂寞的过客。我猛然醒悟：在不

经意间我已与青春悄然相遇。
那年十四岁的我，笑脸盈盈，阳光灿烂。原以

为自己已拥有的纯真不会失去，现在却越来越觉
得我不再拥有单纯。成长的岁月将我打磨，使我
不再浑然天成。大脑已经变得太复杂，总有想不

完的问题，总有剪不断的情绪。和青春相遇的我，

似乎封锁了心灵之门，原本是花季年龄，怎会有
这么多忧愁？

我在成长，父母却在变老。可在曾经正处在
青春叛逆期的我，总喜欢用“伶牙俐齿”来让事

情有个不一样的结局，从而把无奈的双亲晾在
一边，自己却不管不顾地走开。一次又一次地与

父母对峙，才发觉自己已经有了叛逆心理。其实

我也不想把太多的伤心留给父母，让无奈染白
他们的双鬓。和青春相遇的我，总想通过战胜父
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父母的伤痛来满足自

己的虚荣。

而现在的我，总是在内心隐痛时，表现在脸
上的却是洒脱。满口的不在乎其实都是在乎。所

谓无所谓的我，其实一丁点都输不起，因此，独自
一人时，晶莹的泪滴变成了青春痘旁的常客。在
别人面前总是把笑容摆得那么巧妙，却把落寞孤

寂藏在心底。和青春相遇的我爱在别人面前带着

华丽的面具，把成长的孤独和痛苦留给自己。
很多的匆匆三年时光已经逝去，看那流逝的

岁月在指间滑过，我明白了，我与青春不止遇见。
还记得曾经刚跨入高中的我，懵懵懂懂，面对一
切未知心里满是激动与担心。新的同学，新的环

境，让我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很想念以前的班级。

慢慢地熟悉
了高中同学，

彼此都越来
越了解，就像

一家人一样。

其实有时的
我们也会有
矛盾有隔阂，

为了一些小
事而争吵得

面红耳赤不

肯服输。但在
那些青春岁

月中，有些记
忆就像一颗
颗星辰，在深

邃的夜空中闪烁不停，与青春不止

相遇，还带给我永远的缅怀。
“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

璀璨如锦的年华里，我与青春相
遇。成长的过程中，即使没有更优

秀的成绩，但带给了我更多的感
悟。匆匆三年时光转瞬即逝，三年

后的自己会考上哪里的大学，会遇
到怎样的风景……这一切到现在

都不再是梦，都是已知的，梦的代
名词叫做闯。

如今在大学里，现在开始，要

拼尽全力去为自己争一个美好的
未来，我们都是没有伞的孩子，所
以只有自己学会在雨中努力奔跑。

现在的我，一直都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能再坚持
一下，也许现在的自己可以更好，可那些细碎的

时光告诉我，后悔没有用，只有让自己真正地意

识到努力的重要性才可以有更好的未来。与青春
不止相遇，它让我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有了对生

命的思考，对人生的感悟。
我们的青春终会逝去，但青春岁月中的记忆

却会铭记于心不会忘却。最好的时光往往不需要

用相机记录，铭记于心，方是对它最好的怀念。

我是一位人生百态的表演者，把自己的人
生以善意的方式伪装着。也许有的人说：“诚实
是最宝贵的，只有讲诚信的人，才值得敬仰。”但
我却不这么认为，善意的谎言，有时同样重要。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人这一生犹如一场戏，每个人在这场戏中

都演绎着自己的角色，有的是主角，有的是配
角，有的是后台工作者，有的是观众……自编自
导自演着一生。
我是一名称职的人生表演者，把悲伤演绎

成快乐。别怕悲伤谁的青春不迷茫，我们的路
还很长。在漫漫人生路中，也许有很多的彷徨
孤单，也许有绝望和忧伤，但更多的是快乐！我
奋斗过，这个过程便是快乐无悔的！享受人生
的苦与乐，拼搏在人生的大道上，为了梦想，永
不放弃！”我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会攀上那高
山之巅！
我是一名称职的人生表演者，把挫折演绎

成奋发的动力。笑对困难与挫折，我认为不是所
有的挫折都是人生的绊脚石。从小到大始终鞭
策着自己，希望自己用一生在拼搏、奋进中前
行，与种种磨难和困苦作斗争，在人生路上奋勇
向前。始终相信苦尽甘来，定能绽放着绚丽的人
生，自信地走向未来的道路！

我是一名称职的人生表演者，
把失望演绎成渴望。别怕失望，眼前
的黑暗是因为背后有太阳。一生中
总有迷失方向的时候，也曾经失望
过，迷茫过，颓废过。努力在迷雾与
失望中寻找一缕光芒，纵使没有方
向也要努力创造方向。把生活过成
渴望，渴望像树一样活着，用一生绿
着，最后便成就了一个“金色的梦”！
在一生的旅途中，有的人快乐，

有的人悲伤，有的人懊悔……我们
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活
着，也许结局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
我们必须得承受。也许有的人为别
人而活，为了让自己的价值时刻被
别人肯定而活，或者他们也取得了

辉煌。
其实，做人不过就是演一出戏而已，只是不

能重来，只能不断向前，错了就错了，对了就对
了。只是在这部戏中，有的人较早地退场，退出
人生这一场戏，而有的人只是履行一个演员应
做的事情，在台上完完整整地把戏演完，也让观
众看得开心，让自己不留下遗憾。不同的做法，
自然会有不同的结局。人生这一出戏的时间很
短，我们作为一位人生表演者，应该让它更有价
值，更有意义，我们应该用最好的演技来演绎这
出虽短而珍贵的戏，也在我们的人生表演生涯
中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或许，人的一生是奋斗的，立志的，拼搏的。

但我想说的是只有做好真正的自己，拥有一个
真正的人生，这样，我就可以在我的人生中，自
信地说：“我不会后悔！因为我拥有一个最精彩
的人生！我努力过，奋斗过，便不觉得后悔！”是
啊，也许人生就因平凡的演绎而不平凡，而更加
的精彩！
人这一生犹如一场戏，每个人在这场戏中

都演绎着自己的角色，努力，拼搏，无怨无悔，自
编自导自演着一生。
我是一位人生百态的表演者，人生如戏，演

戏更要入戏。

和春天一起
素面朝天

□ 槿雨晗

与
青
春
不
止
遇
见

□

园
艺
科
技
学
院

张
岱
琳

称职的表演者
□ 工商管理学院 王会新

回忆中的古城
□文法学院 刘畅

鸾歌鼙鼓，鲜衣怒马

一瞥回眸便是半个华夏

起转勾回，云袖翻挞

淡妆浓抹演绎纵生繁华

热泪流尽

滴落谁与谁的故事，晕染生花

滋味纵享

心疼谁与谁的过往，忆已成痂

行尽路千条，山万重

望断亭榭楼台几百家

只是行步千里、轩致雅居

哪个曾是自己的家

这一世

只愿将命运小心轻放

将自己的人生认真描画

息妆合奁，不盛不乱

眉眼如初，姿态如烟

从此，只是自己的演员

你是一个演员
□ 财经学院 豆建荣

很久以前，我还很小，尚未真正目睹过时

光的流逝和生活的艰辛。那是八月一个炎热的

日子，傍晚，父母带着我去送将要回老家的爷

爷奶奶。出租车开往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还是欢

声笑语，等爷爷奶奶要上火车了我却突然哇哇

大哭。一生中第一次明白离别的意义便是在多

年前那个遥远的傍晚，在车站，时至今日回忆

起来也亦如昨日。

在城市里那个旧火车站还没成为博物馆

之前，我童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个无所事事的傍

晚都是在车站的广场前度过的。盛夏晚饭后，

母亲带着我在偌大的广场散步消食，看着急匆

匆的人流飞快地汇入进站口，又会有一群同样

急匆匆的人们从出站口涌出。我们喝着汽水，

平静地注视着广场上的人来人往。在车站，我

看到过扛着三四个编织袋的农民工为两个玉

米讨价还价，看到过第一次旅行甜蜜地牵着手

的情人，看到过两个便衣警察摁倒了一个小

偷，看到过一转身泪流满面的陌生男女……总

之，那个低矮的火车站就如一个小小的人间。

在身份认证还没有现在这样严格的时候，

在排着队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网络购票的

岁月里，时常有票贩子攥着一把票，在车站用

不大不小的声音讨价还价，有人管他们叫黄

牛。如果是凌晨，在车站外的兰州拉面和麻辣

烫摊上，你会看到他们三五成群，光着膀子在

那里吃着喝着，天南海北地相互吹牛。在车站，

一家卖面筋小摊被奉为传奇，据说那里的面筋

是整个城市最好吃的，很多人愿意花一个小时

等待一串滴着红辣油汤的面筋。在车站，人们

总是捂紧了钱包和口袋，那时还没有微信和支

付宝。在车站，归乡的喜悦和离家的悲伤总是

擦肩而过……一切悲欢离合都发生在那个车

站。

我第一次旅行也是从那个熟悉的车站开

始的。三月的早春，候车室里冷飕飕的，那趟来

往北京的车还迟迟没有到。母亲把我搂在怀

里，我们依偎在蓝色的塑料椅上。对面坐着一

对老夫妇，在我哭着要去麦当劳的时候他们给

了我一个苹果。后来他们告诉母亲，那是他们

结婚的第四十年了。冬天的时候老太太查出膀

胱癌早期，要去北京治疗，唯一的女儿在纽约。

在车站，我还曾目睹过一个找不到孩子在地上

坐着发疯般哭泣的女人，在她不远处有一个退

伍的军人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友，和《魂断

蓝桥》的桥段一模一样。在车站，迥然不同的命

运是可以相遇在一起他们就像一个个流动的

故事，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以各自的方式经

过，而车站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母亲拉着我的手，我们经过车站，就这样

过了很多个盛夏的傍晚，打发了多少平淡的岁

月。已经过了很多年，车站外的城市变得越来

越高耸，城市和人们都愈发地绚丽，什么都不

一样了。在车站，徘徊着的我们正如同故事外

的旁观者，无意窥探到陌生的生命轨迹，同时

自己也被窥探着。就在那时母亲告诉我，在车

站，唯一不变的就是人们急匆匆的脚步。人们

总要追赶着将要出发的火车，追赶着飞快前进

的时代，追赶着明天，追赶着他们稍纵即逝的

生命……

后来，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终于有一天，

那个只能停靠绿皮车的火车站送走了最后一

趟列车，和许多东西一样成为了历史本身，成

为了一个时代的注脚。某个傍晚我和母亲再度

走在那个曾经象征着远大前程的广场上，感到

灵魂的某一部分也随着那个车站停泊在过去

了，我终于相信那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在那年的一个早晨，母亲和我坐着出租车

去了新的火车站。司机一路上抽着烟，把窗户

开得很大，他说他从前就是干“黄牛”的，天天

在火车站附近混，后来没法干了，就来开出租

了。新的火车站依然是繁忙的脚步，似乎只有

这一点才是真正永恒的。我们在候车室等待了

很久，终于那趟高铁就要到了。我站在了检票

口，忽然间，仿佛时间静止，所有关于过去的回

忆如同温暖的漩涡将我周身包围。那是我第一

次要去往大学的时候，母亲在玻璃门外看着我

渐渐远去———在九月一个有雾的日子里，我记

得。她向我招了招手，很快人流就冲淡了我和

她的距离。那是上午的八点四十，在车站。

在车站
□文法学院 吴玮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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