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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4

陌生城市里静静等候数星星的机会，静静等候陪我数星星的

你，友情步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彼此生活中忙碌着，我们知道，

忙碌是个真实的理由，牵挂却是不变的主题。曾经的熟悉，今朝彼

此的样子在忙碌中渐渐远去，但心中有彼此，面对未来我依旧满

怀期许。

友谊由一个缘字开始，友情全凭一个信字延续，朋友全靠一

个心字长久!友谊在空间的来往中加深，情义在时间的流逝中求

真，心意在空间的交流中坦诚，距离在相互的问候中靠近，心愿在

彼此的祝福中验证。我们的交谈中没有谢谢二字，因为不需要。此

时我只想说———青春路上有你，不孤单！

涩涩青春，蒙蒙雨季，我们相遇。你贴心，所有小细节都有你

的温暖在；你认真，一切问题都不会轻易在你这略过；你爱笑，任

何困难都挡不住你对生活的热爱……有你在的地方，犹如童话般

世界，没有压力，没有烦恼，唯有你的微笑。忙中作乐，春暖花开，

我们相知。在我无聊时，是你陪我说话，在我无助时，是你帮我解

决问题，是你陪伴我走过失落的日子———我最好、最知心的朋友！

依然记得，回头，总会有你在。看到你，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什

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担心，因为，你就是我心灵的归属地。张

爱玲曾经说过“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

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

了，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茫茫

人海，你我之间的那份遇见，恰在我最美的年华里，不乏温馨，不

乏浪漫。你，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是我今生永恒的温暖。

朋友是什么？朋友不是书，它比书更绚丽；朋友不是歌，它比

歌更动听；朋友应该是诗———有诗的飘逸；朋友应该是梦———有

梦的美丽；朋友更应该是那意味深长的散文，写过昨天又期待未

来。朋友，生活是大海，那么，你我就是友谊号航船，往日从惊涛中

驶过来，未来的骇浪也会冲过去———你坚信，我坚信！

一路走来，有你的关注，岁月生香。你的陪伴，我的温暖，你的

鼓励，我的动力。左手刻着我，右手写着你，心中充满爱，当我们掌

心相对，心心相印时，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

岁月无言，

我们静度时光，

平淡，静谧，安详。

它不知不觉从生命中走过，

带走了我们的稚气，

带走了我们的单纯，

带走了我们的激情，

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猛然回首，

留下的只有难忘的记忆。

岁月无言，

它悄悄地走，

我们

也静静的

从单纯走向成熟，

走过难忘的花季。

岁月无言，青春已逝

一串串脚印写满忧伤。

揉一把薄雾，

剪一段惆怅，

举一杯浊酒，

敬无言的岁月，

静度的时光。

岁月无言时光静度
□ 外国语学院侯静红

我的青春

就是那片麻雀飞过的天空吧

哗啦哗啦过后

依然会有淡淡的鸣响

有人说，青春是红色的，一如校园里

的花前月下；

有人说，青春是灰色的，一如自习室

里的无限惆怅；

可我觉得，青春是绿色的，一如橄榄

绿般青翠欲滴，朝气蓬勃，充满了希望。

将时钟拨到三年多以前，颇有颓废

的大学生活让我一时找不到前进的方

向，尽管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夏日的

某天徜徉在校园，抬头望见一条征兵标

语“莘莘学子携笔从戎，参军报国建功立

业”，儿时那模糊的理想此时变得突然清

晰起来，当兵去！就这样，自己偷偷瞒着

家人报了名，心想可能也过不了体检，就

算过了体检，后面还有诸多门槛，然而偏

偏“事与愿违”，各项指标都符合，心里暗

喜的同时也感到些许担忧，父母会同意

吗？老师同学们又会怎么看？认为自己会

不会疯了，放着好好舒服安逸的大学不

念，却偏偏要去遭那些罪。然而青春有的

时候真需要疯狂一把，在向父母具体详

细地“摊牌”后，出乎意料，父亲却是很支

持我的做法，很平淡地说“长大了，去闯

闯吧”。有了这层慰藉，接下来的日子便

开朗了许多，体检，政审，定兵等一套程

序顺利走了下来，巧合的是，二十岁生日

那天接到了武装部的定兵通知，此时距

离上火车还有五天时间。也就在那一刻，

第一次感受到了离别的思念，突然怀念

起这熟悉却又要即将离开的环境了。

走的那天，舍友送我上的火车，胸前

的红花感觉与周围悲伤的离情别绪有些

冲突，眼里泛着泪光却强忍着没有让其

涌出，车轮隆隆地响起，我知道，以前的

一切要暂时画上一个句号，一个陌生的

世界即将等待着我去探索。

这一别，就是两年。

两年，727天，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

自己清楚：经历过新兵连的茫从，感受过

连队最底层的磨练，也体会到了当老兵

的思考与成熟。在单杠上“前扑”过，在石

子路上血迹斑斑地爬过，也在无数个体

能训练到后半夜哭过，也在无尽的跑道

上晕过、吐过，也曾一整个礼拜为了迎接

检查而每天只睡过四小时，也在年三十

的晚上在哨位上伴着那轮月亮守护着万

家灯火……不过，可喜的是，我坚持了下

来。在种种磨练之中，我学到了部队以外

所学不到的东西：学会更加坚强，学会更

加果断，学会更加执着，学会懂得珍惜，

学会微笑着面对所有不期而遇的挑战和

所谓不可忍受的事情。在部队，让我明

白，人的潜力，真的是无穷无尽。

我感受到了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

情，而这种感情，一辈子或许也不会淡

忘；我感受到了“直线加方块”的简约，直

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以前的作息，“豆

腐块”是每天早上的必修课；我感受到了

挺过“魔鬼周”的畅快，这种“许三多”式

的坚持，我很珍惜。

两年时间转眼就到了，由于工作训

练等方面都比较好，我带着两个优秀士

兵，一个嘉奖光荣退伍了。驼铃声起，两

眼朦胧，人生中第二次戴上了大红花，只

不过这次哭的更加厉害，永远地离开了

曾经守卫过的第二故乡，离开了曾守卫

过的那片胡杨，离开了朝夕相处的班长

还有那一帮亲爱的战友们，下一次再相

见，估计也是若干年之后了吧。

转眼，脱下军装已一年有余，回到久

违的校园，物是人非。两年时间，我把青

春献给部队，部队却在潜移默化中深刻

地改变了我许多，不再是曾经的弱不禁

风，而是标准的八块腹肌；来到宿舍的第

一件事，我铺好了没有褶子的床单，把被

子叠成工整的豆腐块；坐在椅子上，跟同

学闲聊，看到老师进门会下意识地站起

来，双手紧贴裤缝线，跟朋友聚会告别，

甚至不由自主就举起右手，想要给对方

行个军礼；新生见面会自我介绍，“各位

战友好”的话差一点就脱口而出……

朋友说，我“中毒”太深。当然也有许

多人问我当兵值不值之类的问题，每每

这个时候，我便会翻出我以前军旅中的

点滴给他看，手指拨动之间，他也会渐渐

地明白我当初选择这条道路的正确与

否。假如当年没有去当兵，或许，研究生

考过或没有，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城市过

着平淡的生活；假如当年没有去当兵，我

的生命中就不会拥有那段扛枪的岁月，

我的人生就不会拥有那一抹魂牵梦绕的

橄榄绿，生命中就会缺少一份血性。当

然，也体验不到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担当。

两年，人生中一个很小的“子集”，不

过却让我改变了许多，成长的路上，走一

些别人所不曾达到的地方，便会看到不

一样的风景。

如今，已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节奏，

想起了两句话：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怀念生命

中的那抹绿，期待，明天会更好。

你的陪伴 我的温暖
□ 学生记者 王凯悦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轼《浣溪沙》中的这几句诗词至今仍记忆犹新，尤其是末

句总能使我浮想联翩。心中的那片向往是对时光的追忆，对儿

时那份纯真和无忧无虑的追求。回忆往昔，我想那份坚持大概

就是这般“清欢”。

清欢者，清明澄澈之欢愉。它并非大欢、狂欢，更不是贪欢。

当今社会难得清欢。且不必说官场的送往迎来、商海的接洽交

易多在灯红酒绿的狂欢中完成。你看那大家小户的娶嫁丧葬、

聚会派对，又有哪一个不是讲究排场、极尽奢华。似乎缺少了这

般大欢、狂欢，便淡薄了本就很淡薄的人情世故。更有甚者，在

追求世俗的“狂欢”中迷失了方向———鲸吞的奸商在狂欢中倒

下，无餍的贪官在狂欢中落网，纸迷金醉的暴发户在狂欢后倾

家荡业……这些贪欢之士的结局无一例外都与他们的坚持南

辕北辙，与他们的理想背道而驰，更与他们心中的那份清欢倒

驰逆行。

这是一个嫉妒浮躁的时代，还有几人会停下匆促的脚步欣

赏路边的簇簇浓荫？又有几人愿静静等，慢慢染———等那冰雪

消融，染那多次与寒流斡旋对抗的花瓣。

莫言居然将烟写的这般经典：烟恋上了手指，手指却把烟

给了嘴唇，香烟亲吻着嘴唇，却把内心给了肺，肺以为得到了香

烟的真心，却不知伤害了自己！是手指的背叛成就了烟的多情，

还是嘴唇的贪恋促成了肺的伤心……人生如烟，岁月无痕，烟

自作多情，却把自己烧成灰！辗转一生，多少人为了那份“背叛”

奔波着、为了那份“贪婪”迷失着，又有几人还坚持着那份清欢。

一天很短，短的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一年很

短，短的来不及细品初春，就需打点秋霜。总是经过的太快，领

悟的太晚。急景流年，花开花落，岁月蹉跎匆匆过。与轰轰烈烈

相比更值得你我坚持的也许是那淡泊名利的清欢，与纸醉金迷

相较更值得你我坚持的也许是那耐心寻梦的专注。

杨绛在《一百岁感言》中感慨道：“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

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让浮躁的状态平静下来，把张扬的性格

稍作收敛，使冒进的步伐变得缓慢。感情只有淡然一些，才会细

水长流，用不竭；心境只有清欢一些，才能舒适自由，无束缚。

无限蔓延的浅浅雾霭，逐渐模糊不清的视野，心中的那份

坚持如此若即而又若离的存在着。黯然的天空，细细渗出阳光，

逐渐的晕染了整片浅色的天际，我想最终我总会领略到清欢的

奥义！

这一路，走走停停，生与死，冷眼一瞥。行者，且赶路，唯有坚持，

历尽千帆会发现，最让你满意的可能不是结果，是你从未改变的初

心和一个人总在奋斗着的旅程。

（一）

路上的我们，一直在坚持着的，是那颗爱你们不变的心。

还记得那时的我们吗？那是我曾经支教过的大山里，那里有我

认识的一群最可爱的孩子。

可能是想带给孩子们更多的陪伴，想带给他们一个丰富多彩的

寒暑假，想为了完成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带给他

们更多希望，或许仅仅是，当初看到招募令时成全自己内心那份悸

动。得以使我们这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大山

里，与那里的孩子发生了联系，给他们带来一节节丰富多彩的课堂，

与他们一起上学放学，让他们能在多样的活动课发现自己的兴趣爱

好，去走进那些或许从小失去父母陪伴的心灵。

我的孩子们啊，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手牵手走在放学回家的

路上，山里的石子路很不好走，我都不知道你们每次靠着多大的勇

气顶着烈日走完这几个小时的山路，但当你们挺着小小的身躯为我

探路时，我总是忘记了这一身的疲惫，而听了你们的一句“老师，我

觉得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让我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也愿意，那

时的天空那么明亮，清澈不含任何杂质，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所以再

难得路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坚持走下去。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

的勇气，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还记得那首教过你们的歌吗，你

们总是喜欢唱的那么大声，秦河的星星那么明亮，每当听到这首歌，

脑海中总是会出现你们的笑脸。遇见了便有不会断的联系，不管是

之后的加入工作组，绘本制作，以及偶尔接通的电话，来往不断的信

件，所有的老师们，所有的志愿者们还是会在这路上坚持走下去，为

了心中那份不变的初心，为了完成和你们的约定，为了看到你们的

世界能因为我们而变得有一点点不一样。

（二）

我们一直坚持着的，是内心对自己的那份期许。

清晨，六点半的自习室里已是有了些许人，走进去只听见自己

的脚步声，走廊上亦是到处充斥着急促着的背书声；中午，十二点的

图书馆里看到的是累的在桌子上小憩一会，醒来继续奋笔疾书的

“战友”；夜晚，十点多的图书馆成了整个学校最亮堂的地方，大家总

是等到最后阿姨来“赶人”的那一刻，“唉，要是再有五分钟，让我把

这道题写完就好了”，这恐怕是很多人的心声。

这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总会有人会担心我们会很累，但

是我们却觉得自己的每天会很充实，因为我们想要欣赏到最高峰的

风景，亦更享受着勇攀高峰的过程。我会更沉浸在刷题的快感，做出

一道题目小小的激动，与千百年之前科学家的思维的碰撞，与同学

探讨问题时内心的收获。在这些面前，再多的“苦”已经不值得称道，

认定的事情就必须全力以赴不是吗？也要感谢这些日子，塑造了一

个更加宁静的我，一个更加专注的我，一个更加执着的我，使我更加

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想要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三）

转眼又是一年夏天，你听那树荫里传出的舍我其谁的蝉鸣，他

们愿意在地下沉睡十几年之后来到这个他们等候了一生的舞台，来

这里吭声高歌三十个日出日落。他们在为自己坚持着，成就夏花般

短暂的灿烂。世间万物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于我们每个人，每天不

也都在为自己的期待努力着，可能只是一件件平凡小事，可能总有

山水阻身前，再坚持一下吧，前面就是，到达太阳升起的地方。亦如

高考时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我做了十年一梦的壮举，到最后关头任

是粉身碎骨，我可能放弃它吗？此息尚存，此梦不死。”

努力走向更远地方吧，累了你可以停歇但一定不能放弃。你看

沿途的灯次第亮起来了，驱散尽你身后的影子，就像填满的海水不

曾辜负了蔚蓝，光明也不曾辜负你的跋涉。

行者且坚持且赶路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 杨怡

人间有味是清欢
□城市建设学院 李亚雄

忆记生命中的那抹绿
□ 机电工程学院 宋战胜

夏花初绽

似绫罗玉瑾

氤氲地铺满柔软的心海

昨夜，是谁的笑容

撩拨了我的心房

在梦里萦绕，萦绕，又徘徊

仿佛很远却又很近

风轻拂眉间的惬意

掬一捧芬芳

缱绻在时光的碎念里

可否容我

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轻轻的呢喃着你的名字

生怕惊扰了一朵花儿的美梦

我的心是那样的虔诚

在红尘的路口徘徊

只想再一次与你相逢

又一次闯入那嘴角上扬的梦境

梦里依然是那片风景

有阳光鲜花还有你

红尘陌上山高水长

我叠字为念深情的你

似花香漫过指尖

似柔情栖息纸上

我曾说会用一生为你写诗

你曾说愿一世醉在我的诗行

风过时

轻敲絮语依着文字而行

一纸诗行写就了一生的念想

就这样

你从我的梦里走进了我的心扉

隔着时光与距离

用文字勾勒出

搁浅在记忆里的碎片

你说

我们会不会

在下一次花开时

相遇

开到荼蘼
□ 教育学院 赵孟娇

在一个秋风染凉的下午，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窗外那一抹

温暖的秋阳直射脸颊，惬意、舒服，泡一杯带有苦涩且不乏清香

的柠檬水，想到自己已经踏上了青春的末班车，恍然，回忆起

来，青春是一段被阳光亲吻的时光，温柔初见，荏苒如诗……

惜青春———披星戴月，破釜沉舟，纵然前路茫茫，依旧不惧

风浪，扬帆起航。

穿越时光的隧道，记忆已被拉到高中的朦胧，依旧清晰的

是我们在一起奋斗的时光，郎朗读书声在耳畔回荡。还记得吗？

无论春夏秋冬，或是流金铄石，或是风刀霜剑，无畏的我们总是

手持笔录，挤出跑操前仅有的几分钟，也要把知识重复一遍。还

记得吗？高中记忆里最熟悉难忘的班主任语录，“不苦不累，高

三无味；不拼不博，等于白活。”“破釜沉舟，拼它个日出日落；背

水一战，干它个无怨无悔。”即使我们睡意袭来、昏昏欲睡，也会

被老师的话激励的马上精神抖擞，即使之前自甘堕落、不思进

取的同学，也都变得踌躇满志。那段时光真令人向往，我们一起

为梦想奋斗，一起为理想拼搏，我们总是天真的坚持，粪虫蜕变

能饮露于秋风，腐草化萤能耀采于夏日，跨过生活中山重水复，

终会迎来命运的柳暗花明。我们浑身充满力量，纵然高考的门

槛将我们判若云泥、天各一方，也永远忘不掉记忆中奋斗的青

春，如儿时的胎记，已永远深刻在我们温暖的记忆里。

懂青春———岁月不静好，心却很安宁，清凉的歌开在年轻

的心中。

踏入大学校园，一切都是想象中的样子，依旧记得那年夏

天，晴空万里，我们有着不上不下的分数，怀揣着梦想，缘聚在

这里，生命若歌，起伏跌岩，声起声落，我们都是歌者。我们一起

吃饭，一起上课，一起在节日里欢呼。我爱听花开的声音，轻轻

地，悄悄地，一直深入灵魂里，一片芬芳；我爱听青草发芽的声

音，妮妮喃喃，脆脆的，嫩嫩的，沁到心里面，一片碧绿；我更爱

听我们在一起的声音，在操场上欢笑，在花树下歌唱，在大路上

蹦跳，把青春的美好，快乐还有骄傲，都毫不掩饰地挥洒在天空

中，生活中。常常有种感觉，我生活在诗歌里，生活在青草碧天

中，生活在二月的花香，三月的鸟鸣和春天的细雨中。轻吟着平

仄流年，每每在轻舞霓裳处倾听灵魂的呼唤，指尖轻触的时光，

总会荡漾成温和的微笑，纵使模糊了青春，却典藏了生命中最

纯真的厚重。

悔青春———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

风悲画扇？

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我是幸运的，那年杏花微雨，在特别

的场合，遇见了特别你，少年，你干净的脸庞和温和的回眸一

笑，早已融化了我年少时的梦，你轻柔的耳语带走了我幽暗的

日子。初见，我不知道结局会怎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有你，

生命像开了花般的美丽，一起谈笑风生，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你

站在阳光下对我微笑，你成为我心中的秘密，陪伴我走过那一

季的青春飞扬。诚然，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少

年像我理想中的模型一样，复制粘贴似的出现的时候，发自内

心的我并未准备好去接受，真可谓有缘遇见，无分深交，何为情

深，奈何缘浅。少年走了，带着他的理想更上一层楼，古今往来，

最恨离别，应了那句“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我的

青春，你曾路过，美好抑或

遗憾，走下去抑或错过，有

过你陪伴，就已温暖。

我有梦想，所以很踏

实，很快乐，去拼，去闯，即

使摔得粉身碎骨，头破血

流，即使一无所有，明天醒

来，至少，还有青春。

某个秋意浓浓的午后

时光，这是我的独白。

品一口柠檬茶，虽有苦

涩，但带有清香……

午后时光我的独白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李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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