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4 责任编辑：罗 兵 吕 桢
电子制版：陈媛媛
学生编校：李宗玉 陈海浪
新闻热线：0871—65918181
E—mail:tcmjzz@163.com

青春·未来

时光匆匆，五年晃眼间就过去了。 我仍旧清
晰地记得刚入学时的情景，整个校园里都是忙碌
的身影，大家满脸带着喜悦。 刚刚走进大学校园
的我们对于学校拥有一个美丽的“情人湖”而新
奇不已，对校园充满中医特色的建筑风格也满是
喜欢，对即将面临的大学生活更是充满憧憬。 就
这样，怀揣着梦想，我们上路了！

那一年，花季的我们
在我看来，如果说人生是一个过程，那么大

学就是一种经历，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那么大
学必定是书中最美的那一页。她没有我们想象中
的那种激情澎湃，但却让我们多了一分理智和稳
重。 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社团，那样单纯的
生活近乎完美。每天可以一门心思的听着老师讲
课，随心所欲的参加各种社团活动，随时约上三
五好友聊天逛街。也可以期末考试时备上各种零
食挑灯夜战， 像个愤青一样批判各种社会现象，
为寻求一份安宁，开始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出
于对大学的好奇及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参加了记
者站和青年志愿者协会两个社团，这两个社团也
是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在记者站我接触了
很多老师和同学，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优良
的品质。 记者站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又像是一个加油站。这里有很多亲密无间的好朋
友，没事的时候大家一起学习办公室软件，学习
画画，书法，摄影。在孤单无助的时候这里会给我

带来温暖，在迷茫的时候记者站的老师会给我指
引方向。 在青年志愿者协会，我参加了很多志愿
者活动，如书林敬老院敬老，安宁支农，照顾流浪
儿童等，在这其间，我结识了很多喜欢做志愿服
务的朋友，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明白了自己的
努力也许对别人有不一样的意义，自己的微笑或
许也会给别人带来微笑，我享受着这份快乐。 记
得那时偶尔缺钱也会和朋友一起去做做兼职，日
子艰辛却很温馨， 也算是大学生活的调味剂吧。
至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全班十一名，对于
那时的我似乎感觉也还满意。 但是现在想想，其
实这也算是大学的遗憾了。 大学里，自己放在学
习上的时间太少了，没有好好珍惜在学校学习的
日子，总认为学习马马虎虎过得去就好，但这也
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今后的路上，我会把自己大
部分时间放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自己的专业
技能上，坚守自己的理想，并且付出努力，让自己
的青春更精彩。

青春，奋斗的季节
对于我来说， 考研的日子是我大学五年里

最为认真的时期， 也是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
从决定考研的那一刻起，我放下该放下的，心无
旁骛。每天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进教室，感觉整
个人充满正能量，暖暖的阳光照在桌子上，就这
样开始一天的生活。 慢慢的我也开始习惯这一
切，习惯每天早上看看自己订的计划表并认真的

执行，习惯晚饭后在教学楼下背会儿书，习惯每
周五痴痴的等待《爸爸去哪儿》的开播，习惯无聊
的时候和老宋去菊花村的菜市场逛逛，习惯无助
的时候给亲人打个电话发发牢骚，习惯孤独的时
候去呈贡看看自己最好的朋友，习惯没事的时候
去老班的办公室坐坐，总会有所收获。对于考研，
有些感受也许是不能言传的，考研的每一天都锻
炼着我，这其中的酸甜苦辣让我有了朝着人生目
标前进的勇气， 更增添了一份完善自我的信心。
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走出一条专属于自己的人生
道路，即使那路到处都充满荆棘，即使那路每一
步都是那样的泥泞，那样的坎坷，也得让自己去
踩，去踏，去摸索，去行进，那样的路才是自己最
真实的写照，最充实的人生。 古人云：“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因此
一旦决定了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付出就一定
会有收获。

一路上，你们是最美的风景
高尔基曾经说过：“真正的朋友就是在你获

得成功的时候为你高兴，而不是捧场；在你遇到
不幸或者悲伤的时候会给你及时的支持和鼓励；
在你有缺点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会给你批评和帮
助”。即将接近大学的尾声，我很庆幸的说我收获
了这样一群朋友，我们有只有我们才听得懂的语
言，有我们才有的秘密，有独属于我们的豪放，你
们在我成长的路上给予我莫大的鼓舞和奋发向

上的力量。记得在哭泣时，是你们的一个拥抱，一
句“不哭，还有我们”，让我无比温暖；记得在我取
得进步时，朋友比我还高兴的那个瞬间，让我觉
得喜悦有人分享，我并不孤单；记得每一个生日，
都会有你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让我感到自己其实
很重要；记得你们总把友情放在第一位，为了几
个人的小聚会经常冷落男朋友，虽然知道下次要
注意，但是下次一定仍旧是重友轻色；记得我们
总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吵架，但是总是害怕对方会
受伤，总是吵也吵不散；记得我们经常在各个公
共场所不顾形象的自 high，直到周围的目光全部
朝我们这边投来， 我们仍就继续着自己的话题，
像是一群相见恨晚的知音；记得我每次举办的活
动，参加的比赛，你们都会来捧场；记得我们一起
压过的马路，看过的风景，吃过的路边摊。有人说
过：“在快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
会认识朋友”，这就是友情，随着流年，看着发黄
的老照片，仍会激起心中的那缕漪涟。

写在大五的尾巴上
青春的我们会有疼痛，会有泪水，时常会感

到迷茫，时常需要一双手的引领。 但我们要不忘
在平淡中回味精彩，在艰辛中享受快乐，在点滴
中学会坚强，一直向着阳光奔跑。 最后感谢我的
母校，感谢陪我一起成长的父母，老师，同学，衷
心的祝福每一个人美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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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培芳老师：“希望你们继续保持忠直诚信的品德！
希望你们继续保持礼貌谦虚的人格！希望你们继续
保持宽厚坦荡的心胸！ 希望你们业有所专，坚持自
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底线！ 希望你们打拼事业时，
珍惜亲情、友情和爱情！ ”

贺婷婷老师：“希望同学们在将来的工作生活中不
要好高骛远， 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设
计切实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 有的同学勤奋踏实，
诚实敬业，适合于做产品开发工作；有的同学外交
能力强，善于沟通，应聘销售工作也许是理想的选
择；有的同学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到国有企事业
单位或政府机关做事，自然很有前途。 很快就要步
入社会了，大学生们既要有凌云之志，又要有脚踏
实地的精神，一味地好高骛远，只能处处碰壁。 ”

孙赟老师：“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
的脚步。今天你不用力走，明天就要用跑的了。如果
无法避免，那我们能做的，不过只是把自己变得更
强大，强大到能够应对下一场挑战。 ”

2010 级中药学专业 4 班 唐国涛 “希望学校未来
发展越来越好，希望学校的基础建设会更好。 ”

2010 制药工程专业 1 班 史独天 “时间过得真
快，且行且珍惜。过去的都过去了，以后要更珍惜身
边的每一个人，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

2008 级护理学专业 1 班 杨谨 “我想对学弟学妹
们说：一是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毕竟这是关系到自
己未来的事； 另一个就是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好好的谈一场恋爱吧。 ”

2010 级应用心理专业 付永钦 “我想对张文昊老
师说声谢谢，老师很有胸怀，很有天分，是大学里很
难得的好老师， 是他引领着我从迷茫里走出来，带
我看清自己的路，让我找到目标。 我会一直记得张
文昊老师，我要一直坚持我的路，无论多苦多难，决
不放弃。 ”

2010 级市场营销专业 1 班 雷自权 “真的就要离
开了，四年间，我们经常抱怨这个母校，抱怨她的食
堂，抱怨她的住宿，抱怨她的网速，可当我们走出这
个校门时会瞬间发现她的好。大学的同学也都快走
完了，我们走向自己的梦想，走向自己的远方。未来
的路或许一路鲜花掌声，或许一路坎坷泥泞，但无
论如何，都希望朋友们走的好，能够幸福、平安。 大
家都期待若干年后的聚首，我相信，那时我依然会
记得我们在炎炎烈日下军训的一情一景，一定会记
得大家一起喝酒的无眠之夜，一定会记得大家朝夕
相处亲密无间的日日夜夜。 ”

2010 针灸推拿专业 王同学“对学校，曾经抱怨，
曾经感慨，如今只剩满腔留恋！ 学校是我们的第二
个家，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当真正走上社会后，才会
明白，学校是一个倦鸟的归巢！对老师，非常感谢老
师们的关心和爱护。对学弟学妹，给大家三条忠告：
第一，学习排第一位，理论知识要过关，好好学习，
不要以为时间很多，浪费一点没什么。第二，学会做
人，扩大自己的交际圈；第三，好好谈一次恋爱。 把
握好青春，把握好未来。 ”

2010 级护理学专业 4 班 王晓洁 “要说的太多，但
是想留下最有用的。 送一句话给学弟学妹们。 要明
确自己的方向，确定就业发展的目标，特别是从实

习开始就应该把自己定位好。 同时，大家平时要多
读书，关注社会时政，开阔视野，现在储备的知识，
以后很多时候都会用上。 ”

2011 级研究生 阎渝 “要学会把阅历内化成自己
生活的态度，要珍惜每一天，每天睡前觉得这一天
没有白过，要有收获，有收获总是好的，要好好学中
医，还是有很多人都需要中医的。 ”

2011 级研究生 欧金涛 “希望学弟学妹们要学会
如何与别人共处，如何快乐地享受生活学习，要学
会在时间中慢慢沉淀自己，学好专业技能，要懂得
有得有失， 要真正培养出综合素质其实是很难的，
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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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2012级
针推专业（2）班 宋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