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轰隆隆，轰隆隆”在这个月明星稀的夜里，一辆绿铁皮

带着我和我的梦想离开了家乡。这一路，上千公里，十几小

时。长街萧瑟短亭凉，烟花碾尽灯火光。列车，给我的第一印

象是别离，也是成长。孤身一人去向外地求学，我带着梦想

毅然北上，这一段旅程，用梦想和勇气开始。

第一次记得绿铁皮，是全家外出探亲。那时候，我问妈

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坐这个大铁皮呢。妈妈说：“它载

着人们的思念，带着各种各样的爱。”当时不懂，后来大了，

换自己一步一步上去的时候突然就懂了。上车的不只是

我，还有我的梦想，我想闯荡的心，还有亲人的牵挂和祝

福。列车，它总能轻易的触动我，它带我归家，也带我四处

流浪。但至少，停车的地方，有你熟悉的思念，有令人心醉

的泪眼朦胧。

“从前的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

人。”列车，也载着爱情，葳蕤生光。异地恋相见的一瞬

间，十几个小时的疲惫都不如她一笑。我见过热泪相拥

的情况，我羡慕他们的感情，非但没有因为距离变淡，反

而日益升温。我羡慕这样从一而终的爱情，但我从未想

过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有过任性的举动，蜜里调油的

日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好难

熬，于是，我带着我的爱和期待去向了他的城市。那座城

市真美，我从车窗看过去，远远的，我觉得这座城市在发

光。让我想到张爱玲去见胡兰成的那一幕，“发光的不是

这座城市，是因为有

你。”列车，这一次承载

的是欢喜。

说实话，我生于北

方，长于北方，却迷恋

了南方十八年。《南

下》的小调让我魂牵梦绕。我喜欢江

南柔和的风，喜欢金陵动人的湖水

月色，喜欢开封神秘的风情，喜欢苏

杭温润的少年郎。我知道，这四年，

与它无缘，但我想去看看，金陵十二

钗的落花流水，汴梁河水的柔美，江

南水巷的油纸伞，苏杭淡淡的桂花

香。列车，带着我满腔的思念和往日的遗憾，一路驶向南方。我去了

烟雨迷蒙的成都，去了秦淮风月的南京，去了曾错过的杭州小城。我

贪婪的嗅着空气里湿润的青草香，打一把油纸伞漫步巷口，我努力

找寻着错过的他的气味。南方，是梦想啊，我终究要离开，回到我风

沙迷乱的北方去。我感谢创造出火车的人，他们让我了却遗憾，让我

对未来满怀期待，让我可以轻易去到我爱的那座城市，轻易的看到我

想见的人。

我曾倚车，踏遍世间繁华；我曾以轮，看遍锦绣河山；我曾以轨，尝遍

百般滋味。列车啊，它不仅仅是一辆车了，它更像是一个人，带着别人的喜

怒哀乐，悲喜梦想，踏上旅途。，行驶在以轨铺就的星河里。我曾倚车，遍寻

老友，一壶酒，一个友，不期然而遇；我曾倚车，意气归家，走出半生归来仍

是少年；我曾倚车，追寻他，辗转千里，满目柔情。

我那一叠叠车票，有欢喜，有迷茫，有期待，有悲伤，那些，全是我的成

长。你的车票里，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在凌晨的车厢里，看见疲惫睡去的

大叔，看见满脸笑容的姐姐，看见充满好奇的孩子，看见满怀期待的追梦

人，也看见归心似箭的少年郎。列车，它让一个个故事相遇，让追梦的人相

见，它带着一个个梦想在夜里飞驰。嘘，不要说话，星星听见了会害羞的。

它是旅程的开始，也是旅程的结束。真好，我可以遇见那么多故事和有趣

的人。

我曾倚车，踏遍世间繁华；曾以轮，峥嵘归家；曾以轨，行过万千星河。

我在驶来，你呢？可是在和我相遇的路上，还是在明月星辉的夜里安睡。我

在等你，以轨以轮倚车用心。

夜深了，灯亮了，思绪不断飞扬，回味

……

记忆的扉页是那般透明，我看见一座老

房子，一片古老的砖墙，上面盖有刻着花纹的

墙头砖和枯萎的爬藤植物，简朴而宁静，古老

而柔美。这座老房子经过岁月的洗礼，脸上已

经刻出一条条深深的皱纹，但房子里的灯永

远亮着，温暖了我的生命，见证了我的成长，

诠释了爱的伟大。离巢的鸟儿永远怀念老式

灯泡发出的柔和的光。

灯光下的小女孩趴在土炕上写作业，沉

默寡言的外公外婆坐在火盆旁边拨动着火

炭，时不时的看看她，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

他们的眼睛会发光，充满了爱，尽管什么都不

说就很美好。小女孩有时会缠着他们陪自己

玩儿，外公外婆总会给她做一些新鲜的小玩

意儿，外婆的手儿巧得很，她像一个手工能

手，剪刀在她的手里灵活摆动，不一会那一张

张的纸摇身一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花，形态不

一的小动物，十分逼真，小女孩心里美滋滋

的。外公会用树杈给她做弹弓玩儿，还有自己

一点一点刻成的陀螺，是那么的精致，小女孩

的心里乐开了花儿。

那优美的灯光，像一个明亮的眸子，让小

女孩仿佛远离了黑暗，置身于一个有着明亮

天窗的梦幻乐园，那灯光下的一幕幕，温馨而

又美好，小女孩忘不掉那灯光下的夜夜陪伴。

有了灯，不再害怕夜晚没有星星和月亮，因为

满满的都是爱。

微弱的灯光下，只见一位年过六旬的老

人坐在灰暗的灯光下，正在为小女孩做过冬

的棉衣，她从一堆布里挑选最柔最软的那一

个，她从一团团的棉花里找最厚的那一团，她

戴着老花镜，眯缝着眼，左手拿着针，右手拿

着线，在离灯光最近的地方把线引进针里，她

又比划了一遍又一遍，把棉花和布一点一点

的缝在一起，生怕缝的不好，生怕小女孩不喜

欢在这一针一线中，包含着老人对小女孩多

少的关心与呵护，在这些粗衣麻布中，融进了

老人毕生的心血与全部的爱，她想把最好的

一切都给小女孩。

冬天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

藉，一种期盼，驱散了不安，寒冷,承载着回不

去的时光。慢慢的，小女孩长大了，小女孩要

离开那间老屋，离开那温暖的灯光，离开那

用生命爱她的老人。小女孩哭了，看着灯光

发呆，眼泪在灯光下闪烁，那一幕幕在她的

脑海里回放，她要走了，她的心很痛很痛，她

舍不得老屋、灯光，更舍不得她无比深爱的

老人。

古街的老房子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只是裂痕早已爬上了门窗，昏暗的灯光掩盖

着老人的疲惫，黑夜的幕布遮饰了老人的孤

独，也牵动着老人的心。在灯光下，还可窥见

老人安详的脸庞。

如今被各种各样刺眼的灯光笼罩着，总

给人一种闷得透不过气的感觉，而在一片喧

嚣之外，却有一处灯光，它没有霓虹灯那样绚

丽多彩，没有太阳灯那样耀眼，也不像灯笼那

样充满着喜气，它散发出的是昏黄暗淡却柔

和的光。

透过灯光，我仿佛看到了在深夜盼着夜

归的小女孩的老人……老人点亮了小女孩的

生命，灯光照亮了小女孩的整个世界，灯光下

的老人是小女孩的生命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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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4
烟雨朦胧中，微微的梅花树，烹，沁月倾心一壶茶，

花羽飘凌雪路上，我依躲在树旁，盼在梦外，想起走过

的千山万水，朦胧中，我又迷恋在哪处过往中？

一忆，云霞在瓦砾上微微轻落，时间摩梭，我在故

宫身旁，轻轻述说着我卑微的爱恋。朦胧的夕阳，照在

它红色的瓦上，披着落霞的衣裳，每一秒，都让人迷茫

在真挚的宫殿里，不知，哪里不值得陶醉，不知，哪里不

令人迷恋。眼泪落在古老的城墙，曾经，隐隐约约的人

们走在这里，曾经，无数梦想在这里交汇。我是那盛世

的强者，在那浩世下，看这灿空下的盛宫朝阳。我与它

在这时间的路途中，点下它内城的辉煌。卧在玉镯，佛

像，帝王器的柜台面前，我黯然无存，我仿若这宫殿的

一曲虚无，夕阳下的它，是那隔世的圣殿。烟雨朦胧中，

我走过故宫。

二忆，时光与它翩然轻擦，无数伟人无法将她遗

忘，我在黄河边，看着它那黄色的浪花，她那浩然的声

音，让每一个生命都望而止步，瞬间，时间只在她那里

流逝，你若已经静止，身旁只有她的声音，一切都已经

飞逝，思绪在此刻，静寂了，世界，望着那卷卷河水。烟

雨朦胧的回忆，在那闪电划破苍穹，星月为她隐耀的夜

晚，我若为苍穹的雄鹰，望她那突破时间的傲慢。她的

浪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心魂，是我们每一次的不

言放弃。烟雨朦胧中，我走过黄河。

三忆，雨滴，落满了亭林，时光回眸，我走在杜甫的

草堂。我忘记歌声中对杜甫的思念，衣裳，沾了雨花，这

里，曾放了烟花，这里，曾有人将青衫沾湿。雨很凉，我

想你，曾经，也在这里望过雨吧，叶子，垂下，收敛双翼，

心灵，像那敛翼的叶，在这轻轻述说每一个卑微的想

法。我迷茫在亭下，迷茫在，岁月里，杜甫草堂，是迷失

者的归所。记起那句，知不可为而为之。烟雨朦胧中，我

走过杜甫的草堂。

回忆在此刻停止，雪落在梅花树边，茶，微温，我迷

恋走过的每一处，留恋每一处，让我着迷的深韵。烟雨

朦胧中，我曾走过千山万水。

烟
雨
朦
胧
中

我
曾
走
过
千
山
万
水

□

数
学
与
信
息
科
技
学
院

刘
炳
宏

烟雨朦胧中 我曾走过千山万水
□ 工商管理学院 朱晨玥

与科师相遇
□ 文法学院 李嘉馨

远山间绕着雾丝
湖面上波光粼粼
碧波拍打着船舷
宽阔无垠的海面
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
很远很远
就看见了科师宁静似岩的身影

那些过期不候的车票
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

坚持的理想和信念
有的如同烈火
有的如同荧光
但你知道吗
在科师的每一天
都没有后悔与遗憾

从大一踏入校园开始

每一学期的结束
用尽全力 努力备考
接受检验

从清晨跑操开始
到夜晚门禁声响起
一天之中
人来人往 在宿舍、综合楼间不停穿梭
一间间在教室里的人去了又换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科师人都将以最大的热情拥抱生活
在这里，原来我们遇见了最好的自己

夜晚 教室灯火通明

照亮整个科师
黑夜让孤独变得深邃
盏盏明灯却驱赶了黑暗

映射笔头 奋笔疾书
校园洋溢着青春气息
即使身处冬季
到处都透着活力

小岛上
有山河 有湖海
还有写满了故事的科师
走了那么远的路 终于在这里与你相遇

不经意间相遇
不经意间开始

最终 不经意间分开
所以
珍惜相遇
珍惜作为科师人的每一天

佛说：每个人所见所遇到的都早有安排，一切都是

缘。缘起缘灭，缘聚缘散，一切都是天意。

———题记

幼时随着父母工作外出打拼而辗转各地，父母走

南闯北最终决定在北京停留。

那时候记忆是朦胧的，带着一股雨后芬芳泥土的

气息。隐约记得，那是一座普通的老北京的四合院，木

质的床散发出发霉的味道，老式笨重的电视机放在角

落，将木门关上后，也依旧会有丝丝的冷风钻过木门的

缝隙闯入屋来。

初秋的老北京是多雨的，是那种牛毛细雨，一般是

夜间或者午后开始下，落在身上很是舒适，每次清晨在

我还未睁开眼时，迷迷糊糊中母亲就为我穿好了衣裳，

牵着我的小手领着我踏着湿润的微黄色落叶走过大街

小巷。

在矮小的我看来，那青色的石墙仿佛高大无比，无

法跨越。

在北京待了几年后，有一天母亲突然停下手中的

活认真的对我说，“妹珠，是时候回去了，回到我们的家

乡。”

“我们的家乡是哪里？”幼小的我有些疑惑不解。

“福建。”母亲望着窗外，眼睛中仿佛闪过泪光，我

不知道母亲在为何透过窗望着远方落泪，而我对家乡

却没有任何概念。

火车开始缓缓的启动了，车厢内的人很多，有些吵

闹。母亲把我放在靠窗的位置，让我看着无数的房屋，

人群，树影浮现又很快的被火车落在了后面。火车行驶

过轨道碾压石头发出的声音十分有规律，在这种氛围

下不知不觉中我就睡着了。

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车速明显的慢了下来，车厢安

静了下来，还有些人没有醒来，午后的暖阳照进一束落

在桌子上，可以清晰的看见尘埃在阳光中不停的浮动，

一个黑色的隧道过后，一个空心圆柱形的房屋出现在

我眼帘，父亲不知何时醒来，他沉默片刻说。

“那是福建土楼。”

那时候土楼带给我的感动，以至于当我多年后在《大

鱼海棠》中看见那熟悉的轮廓结构时，依旧热泪盈眶。

福建是一个多雨的地方，不同于江南水乡那般温

柔，而是拥有一种清冷安静的感觉。每次抬头望天空

时，总能看到大片大片的白色云朵。

我就读的中学附近就有一座寺庙，名为“梅峰寺”。

一日突然下起了豆大的雨点，路过梅峰寺的时候，我毫

不犹豫的躲了进去。

从正门进入，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香火气息，或许

是经过了雨的洗礼，那种气息若有若无的缠绕在空气

中。寺庙里十分的安静，除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暴雨

已经过去，只不过还淅淅沥沥的下着细雨。

雨水淋湿了冰冷的石阶，从上往下流淌下来，像许

多河流一样分岔出了许多支流。我轻轻抬起已经浸润

的脚踏在湿润的石阶上，可依旧发出了沉重的脚步声，

在这清冷的寺庙中格外的清晰。头顶上是古色古香的

屋檐，顺着石阶一路向上，在雨丝朦胧中可以看见宏伟

的大殿。

我爬上阶梯抵达大殿，站在大殿的正门口时心跳

落了一拍，正对着的是佛祖的偌大的金身。跨过门槛，

右手边有一位老者，花白的胡子，由于脸颊凹陷所以颧

骨十分的明显，他静坐着闭着眼。我并没有打扰他，而

是独自点了几根香火，跪拜，最后插在殿前的香炉中。

雨还未停，我立在大殿前，可以看见寺庙中所有的景

色。那一瞬间，我竟有些感动。恍惚间仿佛回到那时幼

小的我站在石巷中的情形，那曾经围住我的高大城墙，

最终消失不见了。

庭院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簇桃花，在雨中反

而生出几分朦胧美，泥土上散落着几片粉色花瓣。寺庙

的钟声响起，我的脑海中浮现这样一句话。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从一朵花里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曾经的我迫不

及待的想要走出去，去领略不同的风景。却不知，我早

已走过千山万水。

雨终于停了，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

佛祖，不知什么时候，老者已经醒来，看着我满脸微笑。

清晨，晨光美好，抬头仰望万里晴朗的天空，阳光穿射薄雾，便又

迎来了一个今天。初生的太阳照在脸上，草坪上，露珠在闪闪发光，清

凉的微风在身边抚过，有时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花香。这就是我的今

天，我的韶华，我的青春。

但光阴于我，何谓？晨光、晴空、微风、花露仅此而已吗？寸金难买

寸光阴，光阴匆匆，飞逝十九年，我走过了十九个春夏秋冬，这便是逐

梦吗？

何为我梦？往天空架一个彩虹般的梯子，每往上一步，都拾起不

同颜色的梦，直至拾起所有颜色，通向幸福。如此唯美，却只是睡时所

想。初三的课堂，有着刷刷的写字声，在那最不懂事的三年里，每个人

懵懵懂懂的追着自己的梦。高三的课堂，那声音更加急促了。在这有

甜美苦涩和最有激情的三年里，每个人更是有着憧憬的大学和美好

的大学梦。那最后的铃声一拉响，我们六年便悄然流过了，那一天，是

六年的最后一天，是六年的尾巴，不知那时你在想什么……

青春韶华，有些偶遇，但我们有时行色匆匆，有时不敢靠近，如此

就真的错过

了。不管曾经

的梦是否实

现，现在，也

如那般重新

追逐起来了。

青春是一个

短暂的美梦，

当你醒来时

它早已消失

无踪。的确如

莎士比亚这样说。如今，站在大学里现在的我们梦想应更大，更高

远。《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意思是：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

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

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古老的话语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华

夏儿女。

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让世界为之震撼，为之敬佩。在历史的

长河中，有屈原在汨罗江的纵身一跃，有孔融谦和的让梨，有林则徐

在虎门霸气的销烟，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和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壮言。还有岳

飞，辛弃疾，李大钊，夏明翰……他们都是有梦的人，他们都是逐梦的

人，他们还为别人创造了梦。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的梦想。

海子说：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

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

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我们中华文化薪火相传，民族精神生生

不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应由我们来承担，弘扬民族精神的

这把火炬也应由我们来举起。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少年不可不弘毅，乘风破浪一路向前，不甘

平凡不甘落后，无畏荆棘，无畏任重与道远。以梦为马，我们定当不

负韶华。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 园艺科技学院 张一丹

我喜欢的作家七堇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有最

朴实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哪怕天寒地冻，路远马亡。”是

的，我们都要有遥远的梦想，因为那会是我们在黑暗中前行

的光亮，让我们永远不会迷茫也不会失去方向。

你的梦想是什么？

是成为一名高端的科研人员，为祖国奉献你全部的青春？

是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栽培万千桃李？

是成为一名医者，救人于生命边缘？

还是说，你想要环游世界，去看阿拉斯加的海岸线，挪威

的极光，高原上壮丽的日落和这人世间所有的美丽与孤独。

是否有人嘲笑过你的梦想？

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她）们自己做不到，就告诉你，你也

做不到，其实你不知道，你配得上你那看似遥远的梦想，因为

路就在脚下，而你以梦为马，终有一日能够抵达。

你是否正在为了你的梦想风雨无阻的前行？

梦想之所以难以实现，是因为理想和现实之间碰撞所产

生的巨大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很多人在抵达终点之前迷失方

向，陷入这生活中光怪陆离的诱惑。你是否每天都将自己的

梦想挂在嘴边，却无法舍弃温暖的被窝，无法摆脱手机的诱

惑，或者你是把你手边的事推到明天，推到后天，推到下周。

这看似是一件被你一直推脱的

不经意的小事，日积月累却成

为了你梦想的缩影，而你不知

道是你自己在这样微小的细节

里将自己的梦想越推越远，直

到某天你蓦然发现不知何时当

初的梦想竟然变得如此遥远。

可是依旧有人不惧怕前方的路

途遥远，为梦想披荆斩棘，用充

满力量的双臂扛起自己的使

命，那一双双流过泪的眼睛装

满了希望；这些人他们不分昼

夜的运转，风雨无阻的前行，那

些从他们指缝间流逝的时光滑过飞鸟的翅膀变成了光亮，落

在他们的肩上，就是这样的时光让他们变得耀眼，从人群中

脱颖而出成为我们口中优秀的人。

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

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

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

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前风云千樯，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

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只是生命中普通的

一天”。

三毛说过“我来不及认真年轻，待到明白过来时，只能认

真的老去”那么，到底何为“认真”？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事都是

非黑即白，为了简化，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只需遵循四个

字———不要后悔。“认真的年轻”，在我看来，是应当牢牢地抓

住年轻时美好的时光，不停地完善自我，追寻梦想，把每分每

秒都过得“值得”。你要知道，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

努力的自己。

实现梦想哪是说说而已，每一个实现梦想的人背后都有

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岁月，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流下了你意

想不到的汗水和泪水。他们风尘仆仆赶来拥抱他们梦想，又

继续奔向更加美好的远方，他们以梦为马，从来不曾停歇。

如果你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就在你的

前面等你，而你要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 化学工程学院 钟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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