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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4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细润

的春雨滋养着初春的土地，恍淡

的春云蕴吐着温柔的春光，走在

泥土上，会有惺忪的回弹，好让所

有的春芽一下子能破土而出，蜂

拥着融入蓬勃的春意。

在农村长大的我，对土有种

别样的情怀，雨后泥土的芳香似

乎有强大的治愈力。平凡的泥土

中更承载着深厚的力量，蕴藏水

分和肥料，给种子以希望，给耕者

以收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泥土无言，却载承担着亘古不

变的质朴、厚重。“土气”，本是地

气的意思，却不知何时成为不时

髦，跟不上潮流的代名词。

上大学时，来自农村的我是

个“土气”的女生，但是和班中一

位来自南方的男同学相比，我的

“土气”瞬间被秒杀！这位男生黝

黑的圆脸，始终操着一口浓重的

方言，一件深色的外套穿了四年。

大学期间，他这股浓重的“土气”，

一点都没在北方繁华的大城市中

串味。他学习成绩优秀，高数和统

计学尤为出色。他待人随和，深受大家的欢迎，尤

其是女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用西南方言讲统计学

的诙谐和乐趣。对于同学们的问题他总是特别耐

心的解答，甚至经常错过食堂的饭点。毕业十五

年，大家建立微信群互相联络，最后发现群里唯独

没有他，网上搜索他的名字才知道，他博士毕业后

已经成为家乡所在省份一所著名高校的知名教

授。他没有微信、QQ等联络工具，甚至大家把他

在公开场合的照片发到群里，发现他依然是黝黑

的圆脸，黑色外套，除了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更

加沉稳的学者气度外，几乎与大学时没啥变化！大

家在群里热烈的回忆着和他一起度过大学时光，

倍感亲切，又为之动容。时隔十几载，他的“土气”

不但没减还愈加浑厚，想必他质朴、执着、热忱的

“土气”正是涵养了他严谨有为的专业造诣，也必

定因这独特的魅力受到身边人的喜爱与尊重。

如今，我成为一名大学辅导员，每每忆起大学

时光，都会因为自己曾经“土气”的大学生活倍感

充实而温暖。我的同学们也未曾彼此较量“土气”

而看低谁，偶尔的相聚，网络上的沟通，大家用最

“土气”的方式倾心相待，遥相祝福，同窗的友谊像

在“土气”十足的酒窖中，酝酿得更加醇厚。

每年 9月新生报到的时候，都会迎来一张张来自

祖国各地淳朴、稚嫩的面孔。新学期伊始的班会活

动中，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都会齐刷刷的注视着

我，略带倔强的小“土气”洋溢着认真可爱的少年

感。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课堂上的低头族多

了，淳朴的模样变化了，有的甚至被过分的妆容修

饰得认不出是那位曾经的新生。

诚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精致的妆容，得体

的穿戴无疑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尤其在互联

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他们随

时关注着世界的最新动态。影视综艺中俊男靓女

霸屏，外貌协会颜值把控，追星族，美颜，P图大肆

横行，快手、小红书、抖音等 APP不知有多少主播

教你如何化妆和穿戴。大数据下的偏好推送让你

对喜好的信息应接不暇。对美的过度关注甚至超

过了对学业的追求，而“土气”一词变得更加鄙夷

不堪。

作为老师，我不反对学生们追求美，因为美丽

的事物是赏心悦目的，但是如果把外表的美当成

美的全部，美的内涵就会被误解，缺乏内在美的关

注，内心的苍白和贫瘠就会凸显。托尔斯泰说过：

人不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其实

回归一点“土气”，你会更可爱，才会更美丽。

有点“土气”的你，更真诚。即便懂得了“换头

术”般的妆容技巧，也要展示真实的自己，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接纳自己的模样本就是对遗传基因

的感恩和尊重，保有生动鲜活的表情才是你真诚

的风采。那种“土气”的淳朴恰似原始森林的一株

绿树，恣意生长，却能量满满。不要让厚厚的粉底

遮盖住笑靥，不要让过粗的眼线和过长的假睫毛

遮盖眼中清澈的光彩，不要让千面一妆的僵硬和

虚假裹挟了你的青春。“土气”的你本来就是满满

的胶原蛋白，满身的青春律动，生动的表情，亲切

有礼才是最真诚而可人的你。

有点“土气”的你，更踏实。大学四年是人生当

中最美好的时光，韶华当值，风华正茂，确实让人

升起对美好的无限向往，向往烂漫的爱情和更美

丽的自己。于是急切的向高中“土气”的自己挥手

告别，用精致的妆容和潮流的穿戴修饰自己。但是

再美好的时光终会结束，大学生活，我们究竟要的

是什么？脚踏实地的上好课，打下坚实的理论功

底，锻炼好各种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自

己将来走向社会或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当

你流连于各种 APP学习化妆的时候，别人正在埋

头苦读；当你犹豫着今天该穿哪套衣服才最帅气

的时候，别人正在操场上晨跑得挥汗如雨；当你逛

街淘宝搜罗时尚元素的时候，别人正在社团中为

新一期的活动苦思冥想……得体的穿戴可以一朝

学会，得体的表达却需要内在修养的日积月累。现

在的“土气”是为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

情上。这样的“土气”是踏踏实实的在青春的路上

大步朝前，向理想的目标日益接近。

有点“土气”的你，更轻盈，“土气”的背后是简

单、干练，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太多繁琐的牵绊。

不需要名牌的包装，青春的本色就是你最亮丽的

品牌，矫健的身躯就是你最时尚的装饰。你可以穿

着舒服的鞋子快步走向图书馆或教室，而不用顾

及精致高跟鞋的蹩脚；你可以随时放下书到操场

上跑步，而不用在意过长的裙子绊住你的双腿；你

可以随时自然大方和老师交流问题，而不必执着

今天的口红合不合适；你可以伏在社团的板报前

画下你心中的蓝图，而不必担心缤纷的油彩弄脏

你精美的衣服……轻盈的你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用孜孜以求的姿态，拍打锻炼着自己稚嫩的羽翼，

为未来搏击长空积蓄力量。

有点“土气”的你，更善良。绝大部分同学完成

学业都需要依靠父母，期间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

父母辛苦劳动的所得。然而，过多的追求“洋气”，

就意味着需要父母更多的钱来支持所谓的时尚潮

流，这无疑会给父母增加负担。如果能减少一点外

在的攀比和无畏的花销，回归朴实的大学生活，不

仅是为人子女的一份孝心，还是体悟父母供养自

己不易的感恩之心，更是以此激励自己努力进取

回报父母的拳拳孝心。百善孝为先，善良的你，必

定是可爱的你。

“土气”是不忘初心，不忘本来，不忘根本。身

穿一件条纹衬衣、脚穿手工老布鞋，“土掉渣”的布

鞋院士李小文，却让中国站在了学术的最前沿。身

为院士，他肯定买得起精致的服装鞋饰，但他把自

己获得的奖金设置了助学金，把毕生的心血和精

力献给了科研和教育事业。

袁隆平院士自己常年守在稻田中，更是把“土

气”设成门规：“你下不下田？你不下田我就不带！”

深耕田野，是袁老一直践行的科研姿态，脚踏实

地，不辞辛苦。冒着“土气”的朴素坚持，却成就了

杂家水稻之父的神话！

戍边的战士们经历风吹日晒的脸庞“土气”得

让人肃然起敬，什么精致的妆容在他们黝黑的面

容前都会自惭形秽，黯然失色。那是甘做界碑，无

畏坚守的铮铮铁骨，是奋不顾身，寸土必守的悠悠

赤子心，是任何奢华的化妆品都修饰不出来的英

雄气概！

还有我们学校农生学院的老师们，经常奔波

在乡下的山间地头，帮助农民培育颇具地方特色

的板栗、樱桃、草莓等优质农产品，并解决技术性

难题，让农民脱贫致富，过上了好日子。这些老师

们浑身带着“土气”，而正是这一身“土气”给老百

姓带去了“财气”和“福气”。

多一些“土气”吧，漂亮的服饰不如健美的身

材，精致的妆容不如一颗善良的心灵，再“洋气”的

打扮不如你奋发

有为的“才气”。

“土气”涵养一个

更有力量和责任

担当的你，多些

“土气”是为了与

大地贴得更近，看

天空才会更远。这

份脚踏实地的“土

气”，才是新时代

的你逐梦未来的

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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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万物复苏，鸟语花香，鸟声里有着希望的感觉；夏天骄阳似火，夏山如碧，蝉

鸣混合着莲花的香气弥漫在空中；秋天，硕果累累，桂花飘香，瓜果香里有着收获的

幸福；冬天，白雪皑皑，寒风凛冽；风雪声中有着梅花的清香。四季有着四季不同的景

象，读书亦是如此。相同的一本书，不同的季节阅读有着不同的书韵味。

春季读《平凡的世界》，我读出的是孙少平和田晓霞超越阶级和身份的凄美的爱

情故事，但是其中有着冰雪融化成涓涓细流的震撼；我读出的是孙兰香成为一名知

识女性内心的坚定和不同，就像迎春花开昭示着希望的到来；我读出的是金波无反

顾地向藏族姑娘告白的勇气，就像经过了冬天的萧瑟，柳树依旧吐出枝桠……这让

我在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充满了对知识渴望和爱情的憧憬。

夏天读《平凡的世界》，我看到的是黄土地上农民勤勤恳恳的劳动，汗流浃背但

是乐在其中；我看到的是孙少安大胆的顺应着改革的浪潮开砖厂的豪气，无所畏惧

地奋斗着；我看到的是在抗洪过程中，田晓霞———一名记者身上的责任和无私，就像

夏天的雷声一样透露出强大……这让我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季节里内心还有着拼搏

的动力。

秋天读《平凡的世界》，我感受到的是陕北朴实农民收获庄稼的喜上眉梢，空气

里不仅弥漫着瓜果的甜香还有农民的笑声；我感受到的是孙少安决心去黄原市打拼

的底气，不甘一辈子在农村的想法；我感受到的是田润叶在李向前受伤后才做回一

名妻子的责任……在肃杀的秋天中，让我顿生珍惜眼前人和物的想法。

冬天读《平凡的世界》，我听到的是孙少平在煤矿里感伤师傅的哭声，响彻天地；

我听到的是王满银回到家时孩子们和兰秀的惊讶声和笑声，惹得邻居们前来围观；

我听到的是金家兄弟被警察抓走的警车声，一片寂静……白雪纷纷，大地茫茫，双水

村的故事还在继续着。

每个季节阅读时的书韵味不同，但是书里的清香总是相同的。《平凡的世界》的

清香是无论是在阴沟还是在一些明朗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让心灵充实起来。充实的

心灵给人前所未有的勇气，不卑不亢的情怀。

《平凡的世界》之韵
阴 文法学院 王月

总是在月圆的夜晚想起故乡来，朦胧中，在倾泻的光辉中勾勒出故乡的轮廓，心

似乎被一根细细的丝线牵引着，隐隐的疼。

倦鸟知还，落叶归根。小时候总想着离开家闯闯，如今求学真正离开家来，却又

想家了，不禁笑骂自己一句“矫情”，思绪却不知不觉，又飘到故乡去了。

故乡的早晨是最有生气的。太阳藏在山后面，只偷偷的露出一点脑袋瞥了一眼村

庄，这庄子的生灵就按捺不住了———大公鸡高昂着头，一边大声打鸣一边走来走去；

大黄狗也闲不住，精神抖擞地跳来跳去；村口的老牛别过头，潇洒的甩了甩尾巴；小鸟

们神气极了，扑腾着翅膀在茂密浓绿的树冠中钻来钻去……袅袅炊烟升起，给这世间

添了几分烟火气。而当时年幼的我，正嘟着嘴，背着小书包，不情不愿地准备上小学

去———再不能疯似的和小伙伴到处撒野，反倒在那上学路上多了一只小小身影。

故乡的正午，阳光最为热情，知了哑着嗓子不知疲倦的叫着。一瓣甜甜的西瓜，

一根凉凉的雪糕，便能让人幸福一整天。而已步入中学的我，也长大了许多。知道在

奶奶纳凉时轻摇蒲扇，知道对妹妹细心看管，还知道那上了锁的日记本，锁不住少女

的心事，就如那正午的阳光，放肆而又坦荡。

故乡的傍晚，红日西落，天边会晕染出粉红色的云霞，我可以透过那盘旋的树

叶，在平静的湖面上看天空的垂影。风温柔的吹过来，挽着我颊边的碎发，金色的余

晖洒在我身上，似为我镀了一层光。已开启高中生活的我，青春正好，却不再任性鲁

莽，开始稳重起来，也开始感到疲惫。那无穷无尽的课本习题像沉重的大山，那激烈

的学习斗争如那泛滥的洪水……但我不怕，我会全力以赴———现在虽然辛苦，但我

要见到明天的太阳！

故乡的夜晚，是十分俏皮的。萤火虫提着灯笼，你追我赶，嬉戏着，围着你绕。绕

啊绕，绕啊绕，绕的你发晕，恍惚中像是置身星海中似的。小蛐蛐不甘示弱，但说不上

奏曲，反倒像那牙牙学语的稚童，清脆的喊了几声，便不愿开口了。而这时已经是大

学生的我，却远在千里之外，不能再嵌在故乡中了。只能对着这圆月，诉说着这挥之

不去的情愫。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对于漂泊的游子

来说，故乡，永远

是一帧珍贵的水

墨丹青画，永远是

心灵依靠的温馨

港湾。走过山山水

水，走过流年岁

月，游子的跫音无

论落在何处，那一

缕心头萦绕的乡

思从不曾有半分

的消减。

人言落日是

天涯，望极天涯不

望极天涯不见家
阴 教育学院 王春艳

曾游西塘古镇，满怀春意尽赠。老树尽新柳，千里桃花相送。如梦，如梦，

清风烟雨重重。

———《如梦令·曾游西塘古镇》

提及春天，三月的江南算是我见过最美的春天了，就算把世间所有温柔

都给了江南三月天也不为过。来到这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生命的气息，古老

的小巷和弄堂却流淌着新鲜鲜活的血液，几个月的寒冬和几千年岁月仿佛从

没有在它身上留下痕迹。映入你眼前的是一个高贵的美人，她既有充沛的生

命力更有时间的沉淀，让你有足够的耐心慢慢的发现三月江南的美与韵味。

邂逅江南的春，第一站一定是西塘古镇，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世间

极美的水墨画就隐藏在江南水乡。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花开半边天，这样温

柔的话语便是对西塘古镇最美的评价了吧。长街小道，我打江南走过，东风不

来，三月的柳絮不飞，漫步在长街古道中，白墙在雨水的冲刷下晕染出一幅幅

自然的水墨画，不禁抚摸着弄堂白砖上的雨痕，就像穿越时空，嗅到唐朝繁华

的气息，别有一番意境。

走过弄堂，便来到水乡小溪，桥头浅闻船桨声，只见晨雾不见人，说的大

概就是三月的烟雨江南吧，如人间仙境般浪漫。走进路旁的留宿自己的民居，

阳光一寸寸地涨，低语呢喃，云翳斑驳的窗棂，有几只啁啾的鸟儿踩过，留下

浅浅的印记，几缕古韵的墨香，在润湿的空气里面酝酿。这是典型的江南民

居，经过走廊一排排的迎春花和兰花，不能难看出屋主的淡雅之情，走下前院

的台阶，院子里也是别有洞天，杏花树挂满了白花，桃花也已经开放，经过昨

夜一夜的雨，稀稀落落的花瓣打湿在青砖上，惹人惋惜不已。粉樱与白色的桃

花相互映衬，色彩明丽，又不失雅致。

回头间便看到天空，三月天空的湛蓝是不经意间的心动，云彩的粉嫩是

期待已久的浪漫，三月的云彩是轻飘飘的绵软软的，像一团棉花糖，格外惹人

喜爱。西塘古镇的三月被翠绿色包围，连溪水都是墨绿色的，任谁看了都心旷

神怡，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与繁华，难得有悠闲漫步的时

光，可以尽情享受古镇的轻柔还有淳朴的民风。午后，与屋主各自坐拥一把竹

椅，备上一壶龙井，三三两两的啾啾声，竹叶的簌簌声，主客的嬉笑声交织成

一副闲散会客图。

傍晚，远处西沉的红日，为寂寞的天空铺上缕缕橘红。归巢的飞鸟疲倦的

掠过，化作道道黑点嵌在了天际。苍翠的古道上过路的行人不急不慢的赶着，

再大的事也没有享受此刻的早春夕阳更大。路两旁的酒肆也早早的掌上了灯

火，柔和明亮的灯笼下伴着一声声吆喝，让远行游子想起了家。“咚———”远处

忽的传来一声悠长的钟声，一时间，飞鸟的鸟鸣声，行人的赶路声，酒肆的吆

喝声，仿佛都被消融在了这一声钟声里。此时有声，此时无声，只留下心里的

祥和静谧。

在烟雨江南等一场春的邂逅
阴 外国语学院 刘旭慧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微风拂过，捕捉到暖暖的

气息。轻听，红杏深花舒展的声音；轻吟，迟日江山丽，春

风花草香的故里；轻看，红入桃花嫩，新归柳枝绿的美丽。

三月的春季，踏着无限温柔的脚步已悄然来临。

清晨，初生的朝霞从地平线缓慢爬起，太阳的光晕折

射浅蓝的天空，将单调的色彩打造的透澈纯粹。像听到了

某种号召，鸟儿扑棱扑棱翅膀，飞出沉睡了整个冬季的巢

儿，舒展着自己的歌喉，唱响春天的声音。走出了寒冷、孤

独的冬季，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变化的新奇。你看，新生

的翠芽莽莽撞撞，张扬着生命重生的意义；你瞧，粉红的

花蕊娇嫩欲滴，羞涩着人间芳菲的惊喜。春风轻轻，带着

新鲜的泥土的香气，带着叮咚作响的乐章，带着细细闲谈

的低语，我看见了春天的模样，她是个情窦初开的姑娘，

她正微红着脸在明媚的阳光下低吟浅唱。

春季的雨有些扑朔迷离，它像是姑娘洒下的泪珠，一

点一滴，由点到线，淅淅沥沥；它像是孩童玩闹的脾气，忽

快忽慢，变化无常，转瞬即逝。更多的时间里，它像“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诗句描述那般，无声无息，飘渺安

逸。春季的雨有些美妙动听，雨水滴答在窗户的声音让浮

躁的内心得以平静；雨滴摩擦树叶的沙沙响声让孤独的

世界得以沉睡。春季的雨显露出春天的真实，她是个爱哭

又不善伪装的姑娘，她正流着眼泪伤感着爱情的悲伤。

春季的所有都值得欣赏，春天是宣纸上涂抹的几笔

写意，袅袅鹅黄着地轻垂，一泓鸭绿粼粼而起；春天是乐

章中跳动的几个音符，拂过冬日惨淡的空寂，续以大地绿

意生机；春天是精心勾勒的工笔，在清幽宁静的山中，明

月透过松柏落下清辉，清泉淙淙伴着古寺梵音。我知晓了

春天的心意，她是个追求美丽又脱离世俗的姑娘，她正低

着头细心梳妆打扮着自己。

听，春之细语；看，莺飞蝶舞；悟，生命传奇。春天只是

四季的轮回之一，却承载着时光光阴的牵挂，循环着深情

爱恋的过往，传递着超乎生死的哲理。尤其是三月的春

季，像孩子一样在懵懵懂懂中跌跌撞撞，慢慢成长。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又是一年春季。

听，春之细语
阴 文法学院 李铭轩

少年向来不识天高地厚，放眼处皆自负才高八斗。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最初模样，少年最初样，明媚似阳光，叫

人不敢忘。

你我亦是此间少年，坚守信仰，那是少年眼里，光的力量。

“富有神秘色彩的真名，遮盖眼睛的长刘海，敏感细腻的性格，高功能自闭症……”这些都是赋给米津玄师的种种标签。

这个大男孩从诉说自我的歌者，成长为能唱出大时代下人们共有心声的艺术家，这不仅凭运气与偶然机遇，更是那份淳朴且

深刻的信仰灌注。追捧的热度，没有改变他艺术觉知的锐度；舞台的宽度，没有改变他对待舞台热忱的态度，他一次次历练，

默默的带给我们怦然心动，心有戚戚的惊喜。

你我亦是此间少年，不忘初心，那是少年笑容，坦然的纯粹。

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这片芦苇坡，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一个真实的故事》曾讲述徐卓姑姑徐秀娟的故事。正如歌里所唱，23岁的徐秀娟为了救护走失的丹顶鹤不幸溺亡，成为自然

保护区第一位因公殉职的烈士。而徐卓的父亲，接过了守护丹顶鹤的使命，却在途中遭遇意外。家族里先后两位亲人因守鹤

事业而丧生，其悲痛可想而知，但这依然无法动摇徐卓守鹤的信念，她曾翻阅父亲的日记，找寻答案:“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

到内心的安宁。”面对外界的不解和质疑，她坦言:我希望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不是别人期待的样子。

你我亦是此间少年，大胆创新，那是少年之心，赤诚的追求。

温润如美玉，流盼有光华。京剧演员王珮瑜，女娇娥扮作男儿郎，勇敢地选择做“现代京剧推广人”，大胆将京剧与现代音

乐元素融合，以创新的方式，朗朗上口的旋律，让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领悟京剧之美，了解京剧通识，传承京剧光华，共同

徜徉于京剧次元。总敢于乘着娱乐的东风，飞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你我亦是这此间少年，最初模样也熠熠闪光。要把所有的夜归还给星河，把所有的春光归还给疏疏篱落，把所有的慵慵

沉迷与不前，归还给过去的我。明日之我，胸中有丘壑，立马振山河。

从现在开始，世界会记住我们的名字，记住我们的脸，那是我们最初的少年模样。

亦是此间少年
阴 食品科技学院 郭辛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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