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霞光染透天边的云，过渡出柔软的粉色，倦鸟掠过林间的

树，只留下摇动的枝桠，山水画卷以天地为轴，展开在世人眼前。

若是你问我画中最特别，唯有这段时光是我不变的答案。我们通

过一张考卷相遇在晚风温柔的夏天，于是也在烈日骄阳的夏天

跃入人海，各自灿烂。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来时稚

气未脱，万般皆是未来的模样，别时翩翩君子，千种万种都是心

之所向，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筵席，总会人走茶凉，可依

然有人相信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总会遇见。我们曾憧憬未来，

但现在好像更怀念昨天，虽然舍不得，但是离别的钟声总会响

起，曾经拥有过的我们，不在一起时会不会想念？我的生命中曾

有过很多个夏天，但没有哪一个，会如今夏。可纵有千古，横有八

荒。我们前途似海，也来日方长。

鸡鸣的晨早，楼梯间总有高声朗读英语的声音；傍晚的夕阳

拉长了不知谁的影子，这时有人刚从图书馆走出来；周末每场大

大小小的社团活动，所有人热情不减，而我们从不缺席。转眼，昔

日还在听课的时候发呆憧憬未来，而今将迈入社会亲手描绘梦

想。当青春的回忆逐渐褪色，淡出记忆。想象在毕业多年后，缓缓

翻开时光慢递而来的时光之书，它将替你小心翼翼掸去记忆的

尘埃，从前被宝贝的美好回忆瞬时跃然纸上，时光的印记从眼前

划过。

一幕幕，一帧帧，我们看见了当年的玫瑰花、小夜灯、百威啤

酒，操场上彻夜不归的友谊，还有怀揣梦想的自己。这是很好、很

长的一生，感谢可以在最好的年纪遇见，承蒙时光厚爱，伴我成

长一程再一程。我回望来时的路，一步一步都无悔；我提笔写的

故事，一撇一捺都值得。

并不是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遇见八十年，这香樟满园的地

方成就了她的第一个耄耋之年，却不像老人步履蹒跚举步维艰。

她在山河动荡中发芽生长，如今巍然挺立需要人们仰头观望。从

草房里到现校址的次次变迁，致知穷理始终长存心间。

就这样，科师走过了八十年。而我有幸与她共度了近四年的

时光。她包容每一个生命的野蛮生长，最终成就自己的辉映堂

皇。从宿舍楼走到教学楼要十分钟；操场的灯每天晚上十点准时

关闭；图书馆外面的长廊六点就有人在背书；音乐广场的小喷泉

每年都会开两次。她见证了一批批优秀的学子在不同的地方闪

闪发光；她记得每年夏天向她挥手作别的每一位孩子；她永远记

得我们奋力奔跑、勇敢而热烈地奔赴热爱；她也从未忘记我们迷

茫懦弱、不甘却又不敢直面无助的自己。无人知晓我们之间的故

事，但人人都知道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样子。

空中鸟儿飞翔，水中鱼儿游弋，大地万物生长。我站在她面

前，很荣幸参与了她的第八十年，永远无时无刻散发光，只愿我

与科师共发扬。

忆往昔，踏入大学殿堂的稚嫩；看今朝，迈出校

园的意气风发。四年的求学时光，转瞬即逝，我们洗

去铅华，褪去稚嫩，变得更加自信，多了归去，也无

风雨也无晴的淡然。匆匆四年，回首来时的路，经历

的事，历历在目，皆在心间。

毕业季，最忆是同学

四年的朝夕相处，从彼此互不相识，到现在的

相知相惜，同窗的存在无疑是校园生活回忆中最耀

眼的一抹底色。不管是学习之旅的相互鼓励，还是

生活情感的相互扶持，期间尽是感慨与无限回忆。

曾是占座带饭的工具人，也曾是两情相悦的信使，

点点滴滴，勾勒了青春的美好画卷。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学习强国，学习

党史，提升政治理论素养；我们温习书卷，品读诗

词，增强文化素养。这是一群忧国忧民的读书人，会

为疫情期间确诊病例的减少而欢呼雀跃，也会为名

家巨星的陨落而感伤落泪。心怀家国天下的有志青年，懂得彼此

珍惜的同学之义。这样的同学情，怎能不相忆。

毕业季，次忆是恩师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心怀感恩之心的毕业

生，最感谢与难忘的人，就是自己的恩师。他们兢兢业业，润物无

声。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不论是上课的严谨认

真的学术态度，还是生活上的无微不至，他们如蜡烛般燃烧自

己，点亮我们的求经问道之路。感谢恩师导吾以狭路，示吾以通

途，期间亦师亦友，这般恩师，怎能不相忆。

燕山脚下，渤海之滨。今日的科师如海面升起的朝阳，以其

万丈光芒照亮和温暖我们学子的理想。日光熹微，洒在集体教室

的长桌上，映着学习者的轮廓。落日余晖，晚霞逸秀亭，月光下，

在邀月廊的古色古香长亭里，举杯邀月，共享诗词。

毕业季，再忆是母校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图书馆，精神的天堂。在

一排排书架中穿梭，任由思绪在书山辞海中游荡。依窗扶身，任

指尖在书页典籍中翻越，这是世间最美的模样。

文明精神，野蛮体魄。母校不仅有对月长吟的长亭，也有八

百米的体育跑道，操场上的看台，足球场的风景，篮球场的情绪

高昂，为进球欢呼，看青年的雄姿英发，活力四射，真真是自古英

雄出少年。这样的母校，怎能不相忆。

相识于初秋，相别于这个盛夏，期间点滴如歌，唱得是青春

无悔。纸短情长，道不尽离别赠言。愿此去繁花似锦，归来仍是

少年。 相逢总是在九月，因为九月有秋实，让人满怀希望。

分别总是在六月，因为六月有夏花，让人无限憧憬。

我们带着希望走过大学四年，有收获有汗水，因

为拼搏过；有彷徨有失意，因为迷茫过；有难忘有珍

惜，因为经历过......毕业季，离别季，总是带有伤感的

味道，但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作为师范生，

你们中的大多数都将走向向往已久的教育岗位，成为

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相比于 2020届毕业生，你

们的毕业季又是何其幸运，至少人生历程多了一份不

可或缺的仪式感和值得珍藏一生的美好回忆。你们的

毕业季，又恰逢党的百年华诞，即将走向社会的你们，

和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道，都恰是风华正茂，希

望你们学以致用，永葆教育初心，不忘立德树人使命，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作为辅导员的我不知是不是岁数大了开始变得

絮叨，还是心有所念放不下，在你们即将离开校园的

时候还想再叮嘱几句。

一、关于工作

我一直认为，医生和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

业，一个治病救人，一个教书育人，一个是生命的守护

神，一个是灵魂的工程师。我们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医

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挽救人民生命，

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打赢了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我

知道，青春热血的你们面对家国有难，同样会奋不顾

身，同样会义无反顾，但术业有专攻，习大大说“教育

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而你们即将投身的基

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是为祖国的下一代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的伟大事业。

希望初入职场的你们，不要被生活的琐碎磨平进

取的锐气，不要被世俗的习气吞噬内心的纯粹，就像

袁隆平院士所说“人就像一粒种子，我们要做一粒好

种子。”才能在祖国的教育事业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为国家多培养一些像钟南山、吴孟超、李兰

娟那样有能力、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二、关于读书

大学毕业，绝不是学习生涯地终结，而是新一轮

学习任务地开启，比如职业发展、自我成长、人际关系

等等，读书则是投资最小收益最大的学习方式。步入

社会的你们，卸下工作的压力，还有生活的琐碎，捧着

手机刷刷网剧、玩玩游戏也许会成为你们大多数人的

精神娱乐方式。一日两日不见其差异，时间久了你就

会发现，总有些大咖是你姿态低到尘埃里也无法对话

的，总有些话题是你绞尽脑汁也接不住的，工作的磕

磕绊绊也多是能力不足所致。而读书，不仅能让我们

拥有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还能修炼高尚人格、仁爱

之心和家国情怀。

读书，是这个不太公平的社会里对所有人都公平

的一件事。也许现在的你并不富有，但读书的确能带

来好运，让你未来可期，就像《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

外卖小哥雷海为；也许现在的你并不优秀，但读书能

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白岩松所说“多读书，虽然

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能够保障你更好地面对命运。”

更何况我们未来要走的路，若要给学生一滴水，老师就

要有一桶水，否则怎能更好地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三、关于健康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青年

一代没有强健的体魄，何谈建设强大的国家。所以习

大大还特意叮嘱年轻人要爱惜身体，不要总熬夜。

大学四年里，每到换季的时候我总是惯用强制的

口气要求你们“谁也别让我看见大冬天露脚脖子”、

“哪个女生夏天都不能穿露脐装，乖乖地把小蛮腰裹

严实了”……现在想想我不知拉了多少仇恨，但我仍

然不后悔年复一年对你们的“命令”。“年轻无谓，年老

受罪”，更何况现在疾病越来越年轻化，没有什么比健

康的体魄更重要。

你们毕业不久后，工作的应酬、生活的压力都会

接踵而至，纵然如此，我依然希望你们能做到不熬夜，

坚持运动，因为不良生活习惯是威胁青年人健康的致

命杀手。拥有健康的身体，不仅能使我们免受疾病的

痛苦，还能让我们领略到人生的更多精彩。作为辅导

员，一定关心你毕业后飞得高不高，但更在意的是你

飞得累不累，希望若干年后相聚，你们每一个人都能

够好好的，这才是老师最大的心愿。

我们常说祝你万事如意，那是因为人生十有八九

不如意，尤其在你们刚刚踏入社会之初，一定会遇到

很多挫折、磨难甚至是打击，但是别忘了，无论经历什

么，都要积极锤炼健康的体魄和平和的心态，它将是

你一切成功的基础。

分别总是在六月，

初夏嫩绿的垂柳，

还有河面掠过的白鸥，

在这座多风的小城里，

我不会忘记你，

科师，带不走的，是四年的回忆。

和我在开发区的校园走一走，

走到艺术楼的尽头，

坐在图书馆的门口，

畅饮一杯祝福的酒，

忘掉离别思念的愁，

祝你，一路顺风！

（作者系我校教育学院副处级辅导员）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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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似海 来日方长
□ 化学工程学院 王泽宇

浪漫是心底最柔软的存在
□ 文法学院 李铭轩

祝你一路顺风
———写给我的 2021届毕业生

□ 白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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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于我而言，是心底最柔软的存在。

我喜欢独倚凉窗，看片片落叶渲染的色彩；我喜欢一季落花，

无意粉饰岁月荒芜；我喜欢一抹墨香，挥笔写下心中思念；我喜欢

处处美景，谱写出一片情怀。世间所有美好，是我自认为的浪漫。

我极爱那春意盎然的季节，极爱突如其来的雨。雨声的滴

滴答答，如佛前禅音，似泉水舒缓温柔。朦胧间，我看见飘逸的

身影在雨中旋转，我想慢慢靠近她，穿过蒹葭苍苍，漫过前世情

缘，不顾一切。勇敢追寻所爱，是我自认为的浪漫。

望眼远方的灯火阑珊，夜晚的宁静，天空的深邃，让心灵更

加敏感。晚风轻抚，花蕊的香气迷人，让人缠绵于甜蜜的深渊；

在外游子漂泊的心，在孤独的境地幻化为薄雾轻纱的念；圆圆的

淡黄的月盘，透着柔和皎洁的光，将无尽的眷恋洒落广阔的人

间。张望着寻找清澈的眸光，找寻明净的心灵。对人间善良的期

待，是我自认为的浪漫。

寻梦，在浅秋的故土。缠绕指尖的豪情，倾泻在空白的试卷；

金榜题名的欢喜，流露在无数挥汗如雨的日夜；一声值得的坚

定，回荡在九月的校园。捧晨间清露，为奋斗增添陪伴；剪一缕秋

水，尘封不可回首的流年。风中的沉香，是努力后的收获；一树花

开的嫣然，是圆梦的未来。奋笔疾书的日子，是我自认为的浪漫。

岁月悠悠，研相思于墨；花开几许，空半阁楼台。思念缱绻着

日日夜夜，岁月的窗被折磨的破破烂烂。一程山水，只想为你奔

赴而来；一段时光，只会因为有你精彩。清风阵阵，吹动不平的心

弦；一声笛曲，忆起碎片的童年。对过往的心心念念，是我自认为

的浪漫。

捻一朵鲜花，将心中的爱与喜欢，羽化成所有的浪漫，珍藏在

世界的倒影中，寻觅心灵的安然，欣赏万物人间。回首处，许是无语

凝噎，轻触那一树花开，赴约与自然的盛宴，漫步树林，伫足仰望，

愿世间的平平淡淡婉转成风景。心念纯净，是我自认为的浪漫。

浪漫于我而言，是四季，是万物；是回忆，是流年；是欢喜，是

期待；是世界，是人间。我认为的浪漫，是心底最柔软的地带。

比九万五千公里还辽阔的心
□ 外国语学院 吕梓怡

石田裕辅曾言：“有一颗比九万五千公里还辽阔

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方米的椅子上。”

在逼仄狭窄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于理想的辽阔与

现实的拥簇中迷失自己，错失身边的良辰与美景，不

懂珍惜，就无法拥有，不拥有，便只剩叹息。唯有心怀

理想，把握当下，才可不致拥挤窒息，落入“窠臼”，在

生活的罅隙中顶住四面八方的压力。

而如何在这不断前进的历史中实现人生的意义

与价值，仿佛才是往来人们希望探知的。无论是北岛

石破惊天的“我不相信”，还是三闾大夫“朝饮木兰之

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性灵珍摄，知识分子的生

命出走皆是基于对当下自我的清晰认知，这也彰显了

其九死不悔的生命价值。

又如，鲍鹏山先生将中国文人分为四类。其中“顺

世者”便是积极融入社会，与时俯仰。而“傲世者”则远

离社会，在山林中冷眼窥世，一如老子，一如庄子。他

们与那些不相为谋的“顺世者”都机警地认识到抓住

时下人们思想的重要性，只有把握当下时刻，才能将

自己的理论更好地实践和推广于社会。所以他们的思

想更加有力，一针见血地批露社会弊病，以至于流芳

千古。“顺世者”与“傲世者”二者虽不为同类，却共同

致力于其时当下，也共同服务于现时社会。

珍惜现在，并不是教我们时刻与时光对立斗争。

在坚持与时光抗争的态度的另一面，《周易·乾·文言》

中“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更符

合自然变迁的方法与态度。与其为挽住时光而不断采

用极端的手段，不妨顺应天时，毕竟我们终究是活在

这世间的人。而一味地顺应变迁，又无所作为，其终将

只是成为失去精神价值的麻木的人，与时偕行，表露的

更多是发展的观念，是自身素养与时代相适应、相促进

的要求，于是我们希望探求这要求下付诸的行动。

“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一个愿与光

阴长相共处的人，自身流露的一定不是单纯的，一味

的锋芒，而是适当的刚强与柔韧。在瞬息万变的汹涌

时代里，做好充足的准备，经受千难万苦的磨砺，其后

一鸣惊人，又可不忘初衷，此必将会与时光俱留，而非

昙花一现后又不期沉落。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东西，

必然是承先启后，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而不是顶着古人的头

颅作为标榜。当今时代，出门有高铁，抬头有神舟，深

海有蛟龙。生活在当下，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但欲戴王

冠，必承其重。我们同时也肩负着实现中国梦的重任。

吾辈青年自应立高远之志，以勤为径、以苦为舟，且看

少年芳华。正如毛姆所言：“唯一重要的是永恒的现

在。”但愿追求与时光共存，依靠深厚的底蕴与精神价

值，而非一味寻求浮华的外表与碑记，在洗去铅华之

后成为最后的永恒。

史铁生说过：“且视他人之凝目如盏盏鬼火，大胆

去走你的夜路。”不必在意他人怀疑的目光，关注自

我，专注当下，眺望未来，你能看到九万五千公里的绚

丽与多彩。

我愿秉守一颗比九万五千公里还辽阔的心，站立

在脚下不足一平方米的椅子上，知白守黑，素月归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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