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乍闻寒鸟音凄渺，疏疏雨凉风峭。

老树湿沉，新蕊暖逸，低燕轻伶回绕。

骄阳谢了。

正林爽风清，籁歇人少。

脉脉秋思，黯云先渡欲相告。

寒蝉噪鸣渐悄。子规啼去也，萧气难拗。

可怜黄花，丝丝惨瘦，别有伤心无讨。

桐弦慢调。

念缀草流萤，浴蟾清沼。

写入琴魂，断肠声杳杳。

齐天乐·秋思
□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 曹雪晗

当我愿如云一样潇洒漂泊，却有

风的羁绊，您告诉我要坚持不懈；当
我愿像鸟一样自由飞翔，却有弓网之
惊，您告诉我要临危不惧；当我愿如

流水负载而轻扬，却有壁垒之阻，您
告诉我要行而不畏。不论前方的路有
多么黑暗，只要有您在，我就能信心

百倍，大步向前。感谢您，我的老师。
感谢您，老师，是您让我明白，我

们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困难中积
聚力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是您让
我在最痛苦的日子里仍然相信，我可

以。老师，您是值得我用尽一生去铭
记的人。
第一次见到您，您戴着一副圆

框，金丝边的眼镜，镜框上好多地方
因为这些年的风吹雨打，已经磨损得

不成样子。小小的镜框不但没有遮住
你的疲惫，更是把您眼角的鱼尾纹完
全暴露。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有一

种错觉，我觉得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的老先生一定穿越了。我一直觉得我
应该送您一身长衫。我一贯是个讨厌

条条框框的人，不用说，光是看外表，

我就肯定是对您没有什么喜欢可言

的。如此，也就算了，上了两次课，我
发现您不是穿越了，简直是老先生的
加强版啊!右手水杯，左手戒尺简直

就是您的代名词。那我就不能说我不
喜欢您了，可以说，有一个词叫讨厌。
尤其是，当我因为和周公约会和您可

爱的小戒尺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我
就对讨厌这个词的理解又深了一分。

春天梅香几分，夏日松柏犹葱，
秋时菊花妩媚，冬季雪莲冰洁。转眼
间，我已经高二了。可是，您知道吗，

一年的时间并没有让我改观对您的
态度。不过，也没关系了，因为我即将
要离开您了。临近放假的那几天，我

心情总是莫名的好，顺带着，发现其
实我也没有那么讨厌您了。不知道有

多久，我和您不再有交集。直到……
那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不

知道别的理科生是怎么认为语文课

的，反正我一直觉得，对理科生而言，
语文课就应该是休息课。当我正在梦
里和周公约会的时候，砰的一声巨

响，您推开门，朝着我冲了过来。也许

就是一秒钟的时间，你就站定在我桌

前。我一个激灵，就把桌子上精心搭
建的用来掩护我睡觉的堡垒摧毁了。
我心想完了完了，这老师肯定是来抓

我睡觉的。然而，事实证明，确实我错
了。您没有责罚我，只是在经过我身
边的时候，幽幽飘进我耳边一句：小

子，不许睡觉了，我知道你能行。
老师，您知道吗？我一直以为您很

讨厌我这个不求上进的坏孩子；我一
直以为您已经不想再把心力浪费在我
的身上；我一直以为多年以后你最多

只会记得我是一个爱睡觉的学生。
上个假期，我回学校去，才辗转

从别的老师口中得知，其实，您经常

说起我。您说我：总是爱睡觉，可能是
学习真的太累了；不冷落冷落她，她

是不会自己觉醒的；该给她点鼓励
了，要不该泄气了。
老师，感谢您，多亏了您，我才能

站起来。你知道吗？您就像是春天的微
风，把新意和蓬勃吹给我；夏天的凉
风，把知识和理智送给我；秋天的强

风，审视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冬天的寒

风，无情的吹走我们的缺憾和污点。

老师，对不起，一直以来没有明白

您的良苦用心，您为我做了许多，我却
从来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说过。
老师，您知道吗？其实我现在很

佩服您，您不是音乐家，却把一个个

陌生的拼音变成了一首动听的歌曲；
您不是画家，却把一个个难认的字词
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您不是园

丁，却把一个个祖国的花朵培养的如

此美丽；您不是太阳，却温暖了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房。

老师，对不起，这么久了，才敢对
你说出我的心里话。

一年又要过去了，老师，您辛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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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

西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题记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

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

三种之境界。然而纵观古今，凡是有大作

为大成就者必然历之，此所谓，理想，奋

斗，成功。然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社会

的发展，能够逐步经历这三种境界的人

少之又少。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若

要有所成就，应该守住一颗宁静之心，方

能取得成功。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

天涯路。”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此句以

西风刮得绿树落叶凋谢，表明当前形势

相当恶劣，但在乱世之中，唯有能够真正

爬上高楼，居高临下高瞻远瞩，才能清晰

地看到远方，看到天涯的尽头，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地方。这是取得成功的基础，正

所谓，只有拥有明确的目标，树立远大的

理想，才能够看到

形势发展的方向，

抓住问题的主要矛

盾，从而为实现理

想而努力。试问，现在正身在大学里的我

们，当初是为什么选择踏入大学的校门，

接受高等教育？可能对于刚刚踏入校门

的大一新生，会说，我们要学习更多的知

识，了解更多的文化，从而丰富自己提高

自己，当毕业后能够找一份收入可观的

工作，能够回报含辛茹苦将我们抚养长

大的父母。也许对于熟悉了一年大学生

活的大二同学，当初我们也有和他们相

同的理想，那么，请问现在的自己当初的

理想还剩下多少。而大三是一个尴尬的

年级，有的为了考研每天埋在做不完的

题海里，有的为了多考几个证报班让自

己不能有轻松的周末，然而更有人成天

无所事事。大四的学长学姐，每天都在面

临找工作的压力，开始埋怨自己在这四

年里不曾多看几本书，多学一门课程，开

始回忆自己再也不会拥有的四年，遗憾

自己没有为当初的理想而努力。

大学里无非有四种人，为学习，为树

立明确的人生价值观，为有明确的职业

规划，为娱乐。然而想要有伟大成就者必

定要有明确的理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出自柳永的《凤栖梧》。很多人看到这句都

会认为是情诗，然而王国维所描述了如何

为此下定决心而努力奋斗。人瘦了、憔悴

了，但仍终不悔，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还

要坚持奋斗，继续前行，为了事业一切都在

所不惜，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没有平坦

大道，要敢于创新，也要善于等待。这是

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坚持不懈努力奋

斗。试问这种境界，谁能真正体会？也许

这也是那些成功人士回首自己的过去，

会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吐出的一句话吧！

这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无法理解和体会

到的一种情怀，也是我们想要通往成功

必须经过的一段路。现在有许多明星，我

们只看到他们在台上光鲜亮丽的一面，

又有多少人了解他们在台下所付出的努

力呢？比如张杰，当代华语乐坛领军人

物，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签约唱片

公司，后因与其不合而解约，参加“快乐

男生”止步于四进三，期间经历了他人生

中最黯淡失落的时期，否定，流言，一时

风波四起，但是张杰从来没有放弃过唱

歌，始终在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出道十年，张杰始终在奋斗，即使没有人

支持他、没有人理解他，都没有放弃过，

到如今，张杰的名字传遍全亚洲，也留在

了“全美音乐盛典”，当他回首自己的过

去，他感谢所有支持他的歌迷，朋友，爱

人，同时也希望一切归拾，重新再来。

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

播，人生不会苦一辈子，但会苦一阵子。

当我们带上这种心态前行，也许会让你

收获意想不到的感动。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出自辛弃疾的《青玉

案》。王国维用此句来指在经过多次周

折，经过多次的磨练之后，逐渐成熟起

来，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也能明察秋毫，别

人不理解的事物也能突然豁然领悟贯

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成功，恍然间由失望

到愿望达成的欣喜。人人都向往成功的

喜悦，可曾知那“寻”的艰辛，经过无数的

挫折，多年的苦旅，慢慢的成熟，长期的

积累，最后达到了成功。

成功是房子，理想便是砖瓦，奋斗便

是沙石；成功是大海，理想便是汇聚小

溪，奋斗便是滴滴雨水；成功是乐章，理

想便是音符，奋斗便是曲谱。理想不是供

赏玩的清泉，不是随四季变化的轻风，不

是任由东西的白云。奋斗是水流击石的

声响，是守候黎明的星辰，是在严冬里展

现傲骨的松柏。我们虽没有李白“人生得

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潇洒豪

迈，但理想尤其明亮，奋斗独显刻骨，成

功更显骄傲。

党的十九大，是包括广大青少年在内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青少年，作为党和国家的新生力量，该以怎

样的姿态来迎接这一盛事呢？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那么大学生的“初心”与“使命”是什么呢？

大学生们对于他们的初心大都具有具体的规划，即按照学期

分配任务，在大一，学好基础课，融入学校环境，提高自己的人际交

往能力，参加学校的组织与社团；在大二，学好专业课，通过专业证

书考试，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大三，准备实习与考研的准备；在大

四，进行考研或找工作。

应该说，大部分的大学生的“初心”是通过大学这个平台，锻炼

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知识，考取专业证书，以及完成相应的职

业技能鉴定，从而找到更好的、适合自己的工作，进而为国家的建

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大部分的大学生的使命是报答长辈，进而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即尽心尽力的完成自己的工

作，更好的服务社会。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讲努力学习，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能

力，做到知行合一，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珍惜韶华、敏于求知，练就过硬本领；大胆创新、

积极探索，谱写人生美丽诗篇。

青春的美丽，不是街市流行的名牌时装；不是吉他弹奏的缠绵

忧伤旋律；不是身体摇摆时忸怩作态所谓的潇洒。青春是一种态

度、一种精神，一种勇往直前的冲劲、是为了理想而拼搏的不懈的

激情。在党的指引下，青春的道路充满动力与生机。共产党员的那

颗初心，正是源于他们的信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斗中，共青

团团结一切抗日青年，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救国革命中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缅怀共青团波澜壮阔

的历史，凝心聚力跟党走；要传承革命先辈的牺牲精神，传递历史

的声音，促使全党忆苦思甜、深刻领悟红色革命历史精神蔚然成

风，为建设幸福美好家园贡献青春力量。

我们这一代青年，正处在两个百年目标的奋斗期，两个百年也

将在我们的手中建设完成，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也是责任重大的一

代。我们应该要像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代那样，积极投身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我们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学生记者 孙寒芳 刘怀特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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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轻触纸张，摩擦的声音此起

彼伏，心静怡然，仿佛这种感觉遗忘

许久，一个人的心绪如何，也间接影

响了那文中的韵味，或轻描淡写的淡

然，或浓墨重彩的发泄，种种情绪，跃

然纸上。

已经许久不曾静下心来，写一篇

属于自己心情的散文了，也不知，生

疏已久的笔头，是否依旧？转眼间，大

学时光已匆匆流逝一半，回想起那些

已成型的散文，心中不免有些小骄

傲，但更多的却是，怅然若失的感觉，

一种莫名的忧伤萦绕心头，淡淡的，

品不出是苦还是涩，但慢慢的，我知

道了，我失去了什么。

果然，和数字公式打交道太久

了，让我渐渐遗忘了，我爱的文字，我

爱的感觉。但也幸好，我能重拾，不过

再也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再也找

不到组合优美的文字了，我仿佛，已

经渐渐丧失我的能力，也许说是退化

更为贴切。呵，我爱的已离我而去了

吗？我该如何找回那丢失在角落的

你？

今日，很庆幸，不知为何，无所事

事的我，不再用无聊的事情打发时

间，有一种感觉，仿佛破土而出，从撕

裂的口子中，逐渐涌现出来，快的仿

佛要蒸发掉了，但也渐渐的，又趋于

平静了，而这种平静，让我心情舒畅，

我知道了我喜爱的文字带给我的快

乐，我曾经不小心丢失了它，幸好，它

还没有抛弃我，再次让我找到了它。

这种感觉，真好！

这种喜悦，让我在写字时，不由

得笑出了声，在别人的眼里，或许像

个傻子吧。可是，我却真的很开心。有

你的陪伴，我想，我有种使不完的力

气，可以让我干更多的事情。你是我

力量的源泉，是我精神的食粮。或许

你觉得这只一个夸张的形容词，可我

却觉得，此时此刻，这种形容才是最

恰当的吧？

笔尖上的美好时光，面对纸张傻

笑的我，交织在一起，缠绕，不离不

弃，不知，你能找回你所失去的初心

吗？不知你能找到让你快乐的事情

吗？祝愿所有的人，我的学姐学长们，

我的学弟学妹们，我的同龄人们，以

及我的老师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快

乐，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

越来越向南方移动的太阳给予北方的阳光越来越少，片刻的

温暖普照成了我们一天的幸福时刻。

校园里满地的梧桐叶，有的已经碾压成泥，还有的变的很黄很

黄做着最后的挣扎。一派落败，满腔遗憾。很喜欢树，最喜欢一排树在

一起的感觉，晃动着，晃动着。眼睛自行构图，树荫和天空组成的清

新，树枝与米色砖文的呼应，又或者大树和那树下笑的花枝乱颤的青

春少年。很美，很美。总有着让人莫名的感动。没了叶子的树，挺立着，

有着最后的骄傲，想起了刘同的那本书，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想起小时候最喜欢的季节就是秋天，没有冬天的酷寒，夏季

残存的余温还很舒服。那时水果还是按季吃，橘子还是最爱的，停

不下来的拿起一个又一个，从来也耐不下心来。干净橘络（特意查

的学名，有降火功能），三两口就能搞定一个，有时想学着那些细致

的小女生，一瓣一瓣吃，从来也做不到，渐渐的人也越来越粗糙。

后来渐渐秋天便成了书本里的古诗，说不完的愁绪道不清的

哀叹。情与景的关系也从开始的结识到了后来的答题必备。秋天慢

慢成了个伤心的季节。若能读上一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定

能敞亮些许。

高中时代喜欢上了春天，因为校园里有个小花园种着桃树杏

树苹果树……明媚的阳光，蓝蓝的天空，还有那白白的云，万物复

苏，微风中都带着百花盛放的甜腻气息。即使到了晚春桃花杏花苹

果花已没了踪影，揪一串小商店旁的丁香花，放在水瓶里，上下颠

倒，浮浮沉沉;花，香沁水，神圣沉静。此时越发苦涩的橘子也比不

上香甜西瓜在我心中的地位。

上了大学，没了语文题，没了小花园，来到了陌生的城市，秋

天，带着些冷意的风，比以往来的格外的早。还是银杏树，还是梧桐

叶，还是有那些拾起落叶的身影。置身于飘落的叶雨中，看着那旋

转飞舞的精灵，想起了那年细致吃橘子的小女孩，想起了趁着我们

上课结伴去小花园拍照的女老师，想起了那个楼梯间在旁边使劲

跺脚又飞快跑开的男生，想起了那个总是陪我遛弯的女生……捡

起一片银杏叶，梳理它的脉络，细细摩挲，点点思念。一场秋雨，一

场寒，有人在等伞，有人在等雨停。枫叶依旧痴心血染，这个秋天多

了思念。

秋天，或是温婉，或是香甜，又或寒凉。诗词，或是思念，或是扬

志，又或悲怆。秋天还是那个秋天，它浓了又散，散了又浓。因为你，

有时悠然安静，有时热烈激昂，有时勇敢阔达，有时抑郁忿然……

天高云淡随心动，仅仅一个你，秋天变了又变。

路过人世间一场红尘，请细品洗尽铅华直至古今的这首小

诗———秋天。

细雨纷飞，秋思无垠
□文法学院法学 刘新茹

笔尖上的美好时光
□学生记者 程方圆

人生三境界
□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数学 贠亚楠

谁能对深爱淡漠生疏

谁能对眼泪熟视无睹

谁能把经过脱口而出

这一生爱过恨过的狼狈幸福

谁能对至亲凉薄有礼

谁能在梦中埋葬心事
谁能轻描淡写别离

那些泪眼婆娑难舍难分的经历

只是答应对你绝口不提

对你若旁人般圆滑有礼

最终对你的所有痴迷

转变为深夜脱口而出的梦呓

只能责备我风雨中长大

遇到一点爱就当成家

这一生看过的云卷晚霞

不及你低面浅笑眉间半点朱砂

而你，依旧是我遇见过的最美的风景，

无关是否在一起，无关是否有未来。只是我

和你的故事我还没在回忆罢了。陪着我等雨
停，在我的记忆里。

最美的风景
□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李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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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 施苑摄

摄影施苑

摄影施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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