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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作者柴静，中央电视台有名的记者。读这本书时，
正值高三。 时间少得可怜，但我还是挤出午睡和课间的时间看
完，内容至今难忘。 高考过后直到今天，我还在一遍遍的看，企
图从只言片语中了解那个曾经我不认识的世界。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柴静笔下的崔永元。 他主持的《实话实
说》这个节目我已经印象模糊，但是我记得他和本山大叔、宋
丹丹一起演的小品，这么多年过去了，白云还彪悍的活跃在舞
台上，黑土身体状况不佳退居二线，而小崔却是真的消失在观
众的视野。 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在他幽默风趣的声音的讲述
下，多少老百姓的心事从此有人听。 可我不知道的是，崔永元
竟然有抑郁症，我真的无法想象他上台前对着墙壁挥拳头、恨
不得把自己的脑袋也撞上去的样子， 毕竟观众眼中他总是潇
洒自如。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看到了他的努力，也许他的
努力就要淹没在各种新兴媒体的冲击下， 但是我相信我们这
一代也会有人愿意探寻历史的轨迹。

书中还提到了陈虻，这个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人物。 书的开
篇就提到他的一句话：不要因为走得太久，就忘记为了什么而
出发。 柴静以这本书作为对陈虻的缅怀：陈虻不死。 文中记录
了这么一段：时间在《东方时空》开会上说自己不幸福，陈虻也
不幸福。 他是说他们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
不能轻松地把职业当成生存之道。 陈虻说过“成功的人不能幸
福”，但听他说，就是真痛快。 后来再看周其仁谈产权制度的
书，非常抽象的事理，写来酣畅淋漓，也是那种极其痛快的感
觉，我当时想到陈虻，明白他的力量就在于逻辑。 这个逻辑，实
际上就是“真”，是“穷尽事理”。

生活中我总是做不到全心全意的只做一件事， 那么多机
会我都想去争取，那么多事情我都有兴趣，所以有时候会感到
力不从心，或者努力过后对自己的成果仍不满意。 我就在想，
什么时候出现一个能让我甘心付出生命去达成的愿望， 什么
时候我可以专心致志的只为一件事情努力。 但愿那天来临时，
我真的可以抛开一切，去实现最迫切的愿望，不管结果如何，
只期盼过程中的那份热血。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感觉好像什么
事情都可以将就着进行下去。

《看见》是一个记者把自己的经历总结而来的一本书，可
是我却从里面读到了普通人的历史。 每一次事件，由无数人物
碎片共同构成，也许有的人物起着关键作用而有的则不然，但
重点是，他们都参与了那个过程。 我无法像崔永元或者陈虻那
样强大，但重点是，我会努力做到像书中所说的那样：深刻地
认识事物，培养自己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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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足以让懦
弱者勇敢，让脆弱者
坚强，让迷茫者找到
出口，让徘徊者告别
弯路 ，但是，谁又能
真正领悟大学的真
谛 ， 谁又能读懂大
学？

大学前， 你可
能梦想着成为比尔·
盖茨之类的风云人
物，但是，你将来更
大的可能只是成为
一个平凡的大学毕
业生，毕业时找一份
满意的工作，然后挤
着公交车上下班，接
着盼望老板给自己
升职、加薪，最后，在
某个恰当的午后选
择自主创业。 或许，
这是大多数大学生
最终的归宿， 但对

“读大学， 究竟读什
么”的追问，会让你
在这条平凡的道路
上走得更快， 更稳，
更坚实……

当你捧着录取
通知书走进大学校
园，你便是一名大学

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些问题：大学
生和非大学生的区别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只是一
纸小小的学生证或毕业证？ 读大学，究竟又是读什
么？ 难道是读大学校园里的建筑，草木，池塘？

大学，不是技校，大学生和非大学生最主要的
区别不在于是否掌握了一门专业技能，而是拥有全
面、系统而深入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拥有深厚
的专业知识和勤于思考身边小事的习惯。 在人们的
印象中，大学就是一个由老师、学生、图书馆、教学
楼、体育场、学生宿舍等元素构成的一个集合。 可
是，这些元素都不能成为读的对象。那么，什么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读大学呢？

或许有人会说，用来读的只能是书，所以“读大
学”就是在大学里读书。 这个答案看上去似乎无懈
可击。 可是，如果读大学只不过是在大学的围墙之
内读书，那我们又为什么要花掉大把的学费和青春
来这个叫“大学”的地方读书呢？ 为什么不待在温暖
舒适的家里读书呢？ 为什么不在“野渡无人舟自横”
的野外读书呢？

可能很多同学刚进大学的时候会比较在乎学
校的硬件设施，譬如：学生宿舍是带洗衣间的公寓，
还是苏联式的筒子楼；图书馆、体育馆、食堂等建筑
是不是很气派；体育场有没有真草皮；教室能不能
多媒体教学；如此等等。这些真有那么重要吗？如果
是，那“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
有’”是不是该贬为无稽之谈？ 古语有云：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大学者，非谓有大
楼之谓也。 读大学，必先读大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读大学，
读老师，读同学，读图书馆。

要想走更远的路，既要马不停蹄的赶路，还要
尽量不走弯路。 为了不走弯路，一开始就要明确自
己的目标， 并且矢志不渝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没
有目标注定要兜圈子。 目标不能恒久，也照样可能
南辕北辙。 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人，我们或许会
“怒其不争”，而自强不息，勤奋刻苦的人如果因为
走了太多弯路而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会更加“哀其
不幸”。 故，读大学，读目标，读捷径。

“专业无冷热，学校无高低”这样一个命题肯定
会让热门专业和名牌大学的学生鄙夷不屑，也可能
让冷门专业和普通大学的学生满腹孤疑，然而这样
一个不可思议的命题却是让人必须接受的事实。 因
为，你只是你自己。 没有哪一个用人单位会认为你
代表了你的学校或者你的专业。 如果你行，别人只
会肯定你一个人，不会说你们学校的都很行；如果
你不行，别人只会对你一个人摇头，不会全盘否定
你们专业的所有人。 所以，请不要因为自己学校有
名或者专业热门就自以为是，也不要因为自己学校
不好或专业冷门就心灰意冷。 七十二行，行行出状
元，不怕专业冷门，只怕学艺不精。

伴随着大学学费和住宿费的不断上涨，勤工俭
学， 让一些同学进入大学后第一次有了挣钱的途
径。 可是，大学生究竟应该怎样勤工俭学呢？ 我认
为，对于贫困生来说，首先要做的不是挣钱，而是省
钱。 现实是，进入大学，有些女生将电脑当成了影碟
机，有些男生将电脑当成了游戏机，他们一边徘徊
于迪厅，网吧，酒店，KTV 等娱乐场所，一边又纠结
于那愈来愈薄的钱袋；一面为了好玩，一面为了充
面子，愈来愈多的大学生沦为了兼职生。 让勤工俭
学耽误了学业那就得不偿失了。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读，伤寒本草的博大；读，
黄帝神农的智慧；读，仲景时珍济世救人的奥妙。 读
感恩博爱之心，救死扶伤之责，玄壶济世之情，大医
精诚之志。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读大学，实乃读自身之品性修养。但愿，明天露

珠滑落之时，花园里多些忙碌的身影；今夜月出之
际，自习室里多些温暖的灯光。

《当下的幸福课》，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
时觉得很有趣，脑海中冒出几个问题：奇怪，
幸福居然要去上课？ 幸福不是每个人内心的
感受吗？难道内心的感受还需要别人教你吗?
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读这本书， 越读下去越
觉得有意思。当我读完这本书时我便明白了：
它是在上课，然而又不是，但它确确实实让你
懂得如何与幸福贴得更近， 如何去敲开幸福
之门。想知道幸福的答案吗？那就和我一起去
尝尝幸福的味道。

开门课：为什么让幸福徘徊在你门外
你觉得烦心、疑心、贪心让你失去了什

么吗？ 看不到太阳的光辉 ,闻不到花的芳香 ,
听不到活力的声音，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读
不懂幸福的永恒。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挣扎
是不是让你感到十分沉重？ 欲望中所谓的

“魅力”是不是让你迷失自己？ 对你来说不
断努力去完善自己是不是一种负担？ 这就
是不满足于现状，只剩下欲望，而完全失去
了幸福。这时就请你清醒，不要老想什么时
候才能比其他人幸福， 而是想一想什么时
候会变得幸福， 这时你就会走在通往幸福
的路上。昨天已成为历史，已经过去的事我
们无法改变，明天尚未来临，没有必要为还
未发生的事情担心忧虑。埋葬昨夜，焚烧过
去，活在当下，回归宁静。 让这一切的不愉
快都随时间流走吧。

清心课：幸福从心开始
清心，让心永远年轻，让心永远纯净，让

心永远美好。用一颗善良、热情、快乐、宽容的
心去善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即使是不开心
的也有各种滋味， 幸福就在这各种味道中蔓
延开来， 所以拥有一颗美丽的心你才会身处
幸福的天堂。拥有一个好心态，才会有明媚的
人生； 拥有干净的心境， 才会得到一路的幸
福。“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幸福亦是如此，追逐的时候，捕捉
不到，当你静下来享受那片刻的安宁时，此刻
幸福便轻轻滑到你的身边。 绽放你最美的微
笑，你的幸福最最重要，永远捧着一颗美丽的
心过每一天， 并且用它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
人。一颗心，一种美德，一种道德修养，同时也
是一种幸福。

平常课：上善若水几于道，厚德载物平常心
平常心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心态，是处变

不惊的泰然自若。 保持一颗平常心， 做平凡
人，自有享受平凡的乐趣，这平凡中的乐趣便
是幸福。放下浮华，放下躁气，放下不安，尝试
用一颗平常心去看这个世界， 得到的便是不
一样的美丽， 在这不一样的的美丽中你便遇
见了幸福。所以有时不是幸福忘了遇见你，而
是你忘了退一步。 当你从浮华的心态日渐走
向平和，在幽幽茶意中捧一本书，你会发现你

的心情已经融入到窗外明媚的阳光中， 变得
越来越轻盈，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快乐，越来
越灿烂。把握每一次难得的幸福，让幸福不再
难得，其实你会发现平常就是幸福。

挫折课：多一次挫折，多一次收获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

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失败了，只
不过是把一件事从头再来过，或许就是因为这
一次的失败才会使你最后更加完美。 在挫折面
前不要害怕，不要畏惧，否则它就会愈演愈烈
直到完全吞没你，相反和它斗智斗勇，你会有
更加强烈的决心和勇气。 不要抱怨，不要生气，
更别自责，而是应感谢生活，让你经受磨难才
更加坚强，感谢它给你重生的机会，因为逆境
和挫折是幸福的另一种称谓， 或许有过坎坷，
幸福在彼岸才会更加完美。 在挫折面前做一个
强者，强者也会有他意外的幸福。

赏一幅牡丹，高贵典雅；品一杯香茗，幽
幽清韵；读一本好书，意味深远。合上书，我想
了许久，回想一下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想想
书中所写的字字句句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
方，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书中所写的每一点，但
要努力让自己以后的每一天比前一天更开
心，更幸福，而不是在念念不忘已发生的事，
追悔过去。

闭上眼睛，回忆过去，满心幸福，不禁嘴
角上扬。

“好书伴我成长”征文比赛（来稿选登）

选择读这本书， 并不是因为它使数亿读者不禁动容落
泪，而是它阐述的故事是我们普通人的故事，它表达的爱是
我们所渴望得到却未发现早已拥有的爱。 刚开始接触泽泽
时，我把他想象成了自己。 像他一样，我们的童年都是那样的
爱幻想、爱捣蛋，会没有一丝顾虑地去爱一个人，也会毫无顾
忌地去恨一个人。 童年，不，是整个人生，它们都掺杂着快乐、
悲伤、感恩、仇恨……需要我们用温柔来将它们融合。

总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的泽泽，是旁人眼里每天挖
空心思恶作剧以至于远近闻名的小坏蛋。 他承受着太多的责
骂、暴力，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降生
的小恶魔，而不是圣婴。 没有人对自己温柔，我们又将如何对
他人温柔？

当你停止爱一个人，他就会慢慢在你心里死去。 看到找
工作到处碰壁的爸爸沮丧难过，泽泽想要唱歌让爸爸高兴起
来，不知道歌词意思只知道那是首艾瑞欧瓦多教他的摩登探
戈，爸爸焦躁中一时糊涂，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反而觉
得他是在捉弄嘲笑自己， 所以他亲爱的父亲以暴力回应了
他。 被抽打得昏迷过去的泽泽康复后找到了老葡告诉他，自
己被打得多痛，心里被划了多少道伤疤，告诉他 " 没关系，我

会杀了他，在心里杀了他。 ”在我们心灵敏感脆弱的时候，有
多少人被我们“杀死”？

其实我们都是善良的孩子，只是需要理解和关爱。 圣诞
节的当天，泽泽用激烈的言辞伤害了爸爸。 却在那之后，空着
肚子上街擦皮鞋， 只为了挣够钱给爸爸买烟作为圣诞礼物。
因为没能给小弟弟路易拿到圣诞节礼物他抱着哭泣的小路
易承诺，长大后一定给他买一辆车，哪怕是用偷用抢的也一
定会给他一辆车，然后把自己的心爱的小木马送给了小路易
做圣诞礼物。 一直以来，在泽泽的眼里工厂就是一条恶龙，每
天早上把精力旺盛的人们吞进去，晚上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
饿晕了，毫无活力。 那么，或许冷漠也是一条恶龙，吐出来的
时候我们的心已是伤痕累累。

人的内心是很宽大的， 放得下我们喜欢的每一样东西。
在泽泽的幻想世界里，他有一棵像兄弟一样会说话的小甜橙
树。 在那个世界里，冒险代替了恶作剧，没有责骂，没有暴力。
现实生活中， 他终于认识到人在出生前是不可以选择父亲
的，可是他还是依然幻想着成为老葡的孩子。 他总是爱悄悄
地去找老葡谈自己的奇思怪想，释放自己的委屈与悲伤。 在
那样的两个世界里，我感受着他们点点滴滴的温柔，发现那

个小坏蛋变得不再恶作剧，不再恨任何人，发现原来自己的
身边有那么多值得珍惜的人。 譬如说，我的朋友。

朋友，人的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以人或物
的形式出现，他都会扮演一个倾听者，亦或一个让我们不断
成长的引导者的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早已不能再躲在自己的幻想世界
里，脑袋里那只会唱歌的小鸟也终将飞走。 多少年以后，到了
该面对现实的年纪，现实会要求我们做一个有思想、会遵守
规则的乖孩子。 正如在泽泽的成长路上亲身经历的一切，那
棵因为修路而被砍掉的繁茂甜橙树，那个因为车祸离开的慈
祥老头老葡，这些胜于肉体疼痛的心灵疼痛让他终于明白了
什么是成长。

过去对于我们而言，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好似记忆被刀
刮过的鱼鳞一样，有些还留在身上，有些已经掉在水里，将水
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还混着血丝。 ”在那些
难以触摸的过往中，伴随着疼痛与幸福，我们终于还是茁壮
起来。 今天，我还是我，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恩赐。

《我亲爱的甜橙树》读后感
2012 级中药专业 2 班 满东琼

2013 级栽培与鉴定专业 乔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