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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当你默然细数着星辰
也许，那只是蜕变的伤痕
是曾经绝望的孤坟
偶一回首
那逝去的青春
痛的很锥心
我，愿意相信
哪曾想她竟散落一地？
叮叮当当串联成华丽的回忆
回忆，回忆
只是有人忘了留意
潦草的言语
纠结的情绪
哪能形容她的离去？
逃避
怎可能轻描淡写一句？
或许……
青春的绿洲曾经是沙漠的醉意
但
心灵的弱水已学会忘记
因为它知道
青春是最初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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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者，国之重器也，而大学正是
磨制玉器的工厂， 也是一方养气圣
地。 大学，作为梦开始的地方，在这
里我们要养骨气，养义气，养天地浩
然正气， 而为了不让这个梦在毕业
时落空， 我们就要用一种以终为始
的心态去规划与度过大学生活。 这
也是我们人生中最集中的可以扬长
避短的时期，可以尽情折腾的时期，
所以如果谁的大学平平淡淡了，那
他就没有真正的理解大学的含义与
作用。 因为一旦失去激情的青春，便
永远也找不到了， 所以大学一定要
且行且珍惜！

对于大学生活， 我想说，“一个
人要自甘堕落，何人能阻；一个人要
成长，谁人能挡？ ”我们不必太在意
灰色的过去， 要知道过去只是一种
人生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 我们要

问自己的是“现在我能为未来的自
己去改变什么，能改变多少？ ”不问
行不行，只问做不做，生命有限，我
们没太多时间留给遗憾。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与其在别人的辉煌里仰
望，不如亲手点亮自己的心灯，扬帆
远航，把握最真实的自己，才会更深
刻地解读自己。

而成长是注定孤独的旅途，欢
笑之余，别忘了行路。 太多的鲜花与
掌声只会埋没自己曾引以为傲的天
性，让我们变得流俗，而要摒除这一
切，我们就要有所追求。 我们都是有
梦想有追求的人， 不要因为路途艰
辛就放弃了前进的脚步。 追寻梦想
的过程是苦涩的， 但只有经过磨砺
的人生才会拥有更多内涵。 不要让
不安的心被浮躁占据， 而是驾起灵
魂的翅膀在校园里汲取知识， 在不

同层次的人群里学着更好地做人。
四年的时间里坚持很难， 放弃却很
容易。 我们要始终坚信冬天来了，春
天就不会再远， 没有度过寒冬就不
知春的温暖； 没有走过沙漠就不知
水的甘甜； 没有经过失败便不懂成
功的喜悦。 因为年少轻狂，我们很可
能会失败， 可也正是年轻给了我们
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资本。“既然选
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梦在
路上，路在脚下，只因心中有梦，路
随之在脚下无限延伸， 而找不到任
何丝毫懈怠的理由。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 润泽以
温，仁之方也，仁者，心存仁爱，万物与
之为一；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
也，义者，急人之所急，坚守正义，捍卫
真理；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
智者，治学力求严谨，举重若轻；不折

不挠，勇之方也，勇者，不为外力所动，
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锐廉而不
怯，洁之方也，洁者，不随波逐流，坚守
本心，景行行止。 作为一个学者，一个
行者，我们要有自己的处世原则，有那
么一句话“当你的能力支撑不起你的
梦想，你就该学习”，且要学有所新，言
有所异！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何
必要做趋炎附势的一个，随波逐流的
一支，“想常人之不敢想， 言常人之不
敢言，为常人之不敢为”将是我们一生
的缩影，也是我们留给世界的最强音。
有棱有角，泾谓分明，我们就是要与众
不同！成长好比凤凰涅槃，纠结挫折在
所难免，而“十年磨一剑，只为一朝气
贯长虹”，无论前路如何，别忘了坚持，
欲望太容易放大，现实太容易妥协。也
许没有人为自己鼓掌，那就自己为自
己喝彩！ .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坚

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
却自知你了解。 生命是一项随时可以
中止的契约，信念在最诚挚的时候，却
可以跨越生死。梦想越是美丽，就越显
得遥不可及，可奇怪的是，一旦你下定
决心，它们便触手可及。

最后，我们要心存感恩，一个人
的成长，自然有很多人做了铺路的石
子；一个人也不能随便成功，成功都
是爱恨交织不可调和的产儿，所以功
成名就之时，别忘了“吃水不忘挖井
人”！

一生辗转千万里， 莫问成败重
几许。 有大海的呼唤我们就不能让
搏击的勇气在海浪中怯步；有蓝天的
呼唤，就不能让纷飞的翅膀在暗云中
退化，让更多的正能量给力青春，助
我成长！

君当如 2013级食品科学专业 张瑞

人生是一个过程， 从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
心应手； 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得不知所措到现
在的井井有条； 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最后的
平静；从曾经爱得过度疯癫到现在的小心翼翼。
在这个不可逆的过程里，我们只能沉淀，而后向
自己最想要的青春，一路狂奔。

很多电影和书的题材多数是：梦想、青春、
爱。 至于什么它们这么受欢迎，我也说不清。 或
者人在某个阶段总是会经历到的。 他们的年少
时期，他们的懵懂花季，他们的成长，他们慢慢
懂得的东西。 人，总是要有方向的。 梦想，可以
说是心中会发光的方向。 而青春是在它即将逝
去的时候最具有魅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又是一年临近高考，
有个朋友每天不断地刷着空间为高三的学弟学
妹加油。 这让我猛然想起正在为高考背水一战
的堂弟，而自己已经大二了。在此时的大学校园
又是一年毕业时，大四的也即将毕业了，校园里
常常有许多拍照留恋的学长学姐。

现在已经大二的我渐渐也将丢掉了青春的
尾巴。在即将逝去青春的时候，青春的就是让人
无限眷恋。在缅怀青春时又不得不去计划未来，
独自走在自己选择的路。 时常会觉得青春是一
个残酷的词，可又不明白它为何残酷。或许是因
为慢慢变得成熟，所以知道残酷，才会慢慢遗忘
了青春。

青春热血沸腾、激情飞扬、璀璨夺目、炫彩
斑斓。青春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有许许多多的眷
恋，青春就像一束正放的玫瑰，美丽而清新，让
人透彻心肺，感慨万千！ 但是因为起初的幼稚，
我们还没有明白青春的珍贵， 还没有来得及珍
惜，还没有学会珍惜的时刻，它却慢慢的流走在
我们不知不觉中！当我们真正知道珍惜、真正知
道留恋的时刻， 青春依然老去！ 明白是一个过
程，正如人生是一个过程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时
间来历练，可是历练成熟了，也就时光无多了！

有时候青春时代的梦想压得我们快要喘不
过气。有时候甚至想丢开它，独自去一个无人知
晓的地方。 不知不觉中， 梦想也随着我们长大
了，越长大就越明白要实现梦想的代价。进而去
权衡代价，去考虑这梦想如何实现，去怀疑这是
梦想还是梦幻……

青春时代的那些励志方面的书中， 有些里
面提到要学会坚持， 而且举了很多因为坚持最
后取得成功人。而在一些书中，里面也会告诉你
要学会放弃，学会转身另辟蹊径，然后重新寻找
适合你的道路。 可在现实中，我们身处其中，在
遇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很难分辨我们到底是
该继续坚持还是重新回到起点，做出新的选择。

青春走过了就流失了，不再回头，如果你在
花开的季节，忘记拍摄一些美丽的照片，等到错
过了花期，等到我们想起再去追忆的时刻，依然
不能回头，时光如水，无法追还。偶尔回头看看，
却发现自己已偏离了轨道，和现实越走越近了，
以至于丢失了那份纯真。 渐渐发现青春就是自
己选好自己的路并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青春的锦绣与贵重， 就是在于它的天真和
无瑕，就是在于它的可遇而不可求。唯愿青春多
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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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边的桃花开了， 湖边折
枝的人群渐渐退去， 淅淅沥沥……
我曾无数次的幻想过， 湖边的某个
角隅，哪怕是不起眼的地，会有我的
身影， 可是……那个可望而不可及
的地方， 那个曾让我为之着迷甚至
疯狂的梦想， 也只能成为青春里一
抹永远遗憾的潋影。 那些年，我们走
过的青春，那些年，青春里的记忆，
一切恍如湖底的藻荇， 油油的在水
底招摇，在灵魂深处，一次又一次的
撞击心灵。

那些年，我们初生牛犊。 从一个
村到一个镇，一个县，一个市，一个
省，一个国家，我们渐渐长大，我们身
边的圈子也在慢慢扩大。我们再也不
是曾经那个单纯天真到用眼泪来解
决一切问题的孩子。我们再也不能犯
了错误躲到爸妈身后偷笑玩耍，我们
再也无法用那双水灵透彻的大眼睛
洞察外在世界，嘴里不停地问十万个
为什么。 在青春的大道上，我们越走
越远， 以至于忘了当初为什么而出
发。

在青春的长河中，我们会聚八方
学子齐聚一堂，如小溪般精勤不倦汇
入大海奔流不息。 这一路，我们走的
太匆忙，曾记得，多少次课堂我们因
躲在抽屉里偷吃零食而被老师叫上
讲台，多少个课间我们因为同桌的有
意无意把那三八线擦了又画，画了又
擦。多少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们一起结
伴回家， 那段我们一起走了三年的
路，那路旁未曾改变过的风景。 三年
来，我们在初中的青春里奋发，在青
涩的年华里向上，向着奔赴一个重点
高中， 一个理想校园……还记得，多
少个夜晚，我们在宿舍点着台灯挑灯
夜战，多少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我们
裹紧衣衫在路灯下背化学方程式，又
有多少个周末的晚自习，我们放弃休

息的时间集体背那长的饶舌的人民
民主专政，背的脑袋如小鸡啄米眼泪
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只能咬紧牙关告
诉自己坚持再坚持。 多少次风吹雨
打，多少次迎风冒雪，我们一起，一起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在花园里解参数
方程，做立体几何，多少个日夜，我们

因一次又一次不如意的月考成绩在
足球场上发疯似得狂奔， 又有多少
次，我们因集体的荣誉激动得热泪盈
眶而紧紧拥抱在一起， 那个百日奋
战，成败一举的日子，那一条条“没有
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 ”“背水一
战，拼他个无怨无悔”“如果你不逼一
下自己，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
秀”的字字见血的特色鲜明的励志标
语，曾无数次的在我们失意时给我们
勇气和力量。 那一段让自己都感动的
流泪的青春，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

的青春，记得我被自己感动过……
青春的列车继续前行，行进了社

会的殿堂 -- 大学。 在这个青春飞舞
的殿堂里，我们斗志昂扬，加社团，做
兼职，交朋友，谈恋爱，听讲座，学技
能……所有我们未曾体验过的，都在
大学给了自己一个交代。我们不会再

像高中那样早起晚睡刻苦学习，也不
会再每天按部就班，三点一线，在大
学，翘课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唱歌
跳舞表演比赛成了我们的家庭作业，
那些年，我们走过的青春，是这样的
青春。

那些年，我们在青春的路上。 青
春，我们在路上，还记得中学校门口
那片绿茵茵的草地吗？那是那些年的
青春的天堂，那些年，我们一起在那
嬉笑玩耍打闹，那些年，青春在草坪
上。还记得通往校园的那条笔直宽敞

的柏油马路吗？ 那是每个星期五，星
期日人才交流的市场，那些年，青春
在路上。还记得高中那独具匠心的教
学楼，明亮舒适的学生公寓，洁净宽
敞的食堂， 那是我们青春奋斗的战
场，三点一线的生活，每天忙碌中的
充实，那些年，青春在奋斗，还记得云

南中医学院雕梁画栋的建筑 -- 翰墨
楼吗？ 那是多少次考试前我们疯抢的
阵地， 那是多少学识浩瀚的海洋，还
记得那个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上池吗？
那是多少情侣的梦她（他）湖。还记得
我们曾一起吃过的清真食堂，兰州拉
面，土耳其烤肉饭吗？ 还有那个医鉴
楼下你去了她没去的只成功了一半
的约会？ 那些年……，我们一起去过
的石林，抚仙湖，澄江，大理古城，彝
人古镇，丽江风情，罗平油菜花海，元
阳梯田，香格里拉，九龙瀑布……那

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点滴，那些青
春，我们记忆的天堂，你，可还记得？
青春，我们在路上。

那些年，你是否曾为一己芳容怦
然心动？ 那些年，你是否对某张俊俏
的脸庞一见倾心？ 那些年，你是否下
了晚自习还跟某个他徘徊在田径场
上，一圈又一圈？ 那些年，你是否在室
友酣然入睡时还躲在被子里跟你那
个她偷讲电话，偷发信息？ 那些年，你
是否因为她的几句话高兴好几天，又
是否因为他的某个无心的眼神，表情
郁闷一下午？ 那些年，你是否……那
些年，那个夏天，那个毕业季，你是否
把埋藏了多年的心里话告诉了你心
里的那个他？那些年，即将各奔东西，
你是否含泪微笑说出了那不切实际
的分手合约？ 那些年，那些青春，我们
在成长。

漫漫时光， 恍惚间已逝去，转
眼，园子里的桃花谢了，池塘里的睡
莲枯了，五行广场上的杏花也黄了，
依稀中我们迷茫在课堂， 穿梭在食
堂，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
恍如昨日， 我们漫步在青春的大道
上，品尝那苦涩而又甘甜的滋味，我
们徜徉在青春的旷野中， 吮吸那诱
人而又甜美的芬芳， 花园里多了忙
碌的身影， 自习室里多了零散的星
光，稚嫩的脸上添了一缕忧愁，跳跃
的脚步多了一份矜持， 澄澈的眼角
多了一丝迷茫， 柔弱的双肩多了一
种责任，把叹息沉淀在迷茫中，任青
春歌谣响彻云霄。

青春似火，绽放生命的激情；
青春似水，不畏疼痛撞击石岩；
青春似光，穿越黑暗照亮远方；
那些年，我们走过的青春，似萌

芽悄悄生长， 此刻绽放， 袭人馨香
……

2013级中西医临床专业（3）班 俞春

青春不言败

愿
唯

多
欢乐

人生数十载， 最美好莫过于青
春。但每一场放肆的青春都会有一道
道或深或浅的伤口，我们都不愿跟别
人分享伤痛，只好选择隐藏，选择一
个人承受，一个人流泪，我们因此变
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沉默，也没有
人会知道你心里面的故事，明白你的
故事里有过多少快乐或伤悲。而我大
抵就是这样的人。

每个人的青春背后都有一些不

为人知的故事，关键在于你是将之与
人分享还是让它尘封于记忆。 我的青
春没有惊天动地， 也很少诗情画意，
有的只是平淡与不甘。我从小就喜欢
争强好胜，但性格有些内向，这些特
征造就了一个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
苦干的我。 2012 年 9 月份，班主任的
一个电话将我狠狠的拽入了深渊，我
落榜了。 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高中
3 年我努力换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结

果，我沉沦了。
还记得，

高考结束后 ，
我信心满满 ，
没有选择在家
无所是事 ，而
是去工地上打
工。 在那里混
凝土的气味和
着炽热的空气
刺激着我，还
有那阴沟旁的
湿地升腾起的
味道直让人恶
心， 但我的内
心 是 激 动 着
的。 无论多么
恶劣的环境都
会败倒在我的
自信心面前。

因为我心中的支撑是：我们村在我之
前都没出过本科生。在这种苦难的环
境中一直熬到了 8 月末，我的自信心
也在一步步的溃败着，因为我始终还
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高考的消息，直至
9 月份班主任的一个电话， 从那开
始，任何事情都与我无关，我的生活
一片漆黑，我甚至觉得曾今那个早起
晚归努力学习，自信满满，在工地上
拼命的家伙是那么愚蠢和可笑。虽然

现实是悲痛的，但我说过我是个争强
好胜的人，我选择了补习，开始了更
艰苦的一年。

“青春不言弃，青春不服输”，喊
着这样的口号，一群和我一样的倒霉
蛋开始了“高四”之旅。 这一年里我
承受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煎熬，但是那
颗稚嫩的心却在这种超负荷的压力
下成长了。那一年，我变得成熟了。如
今我身处大学校园伫立回首，现在已
脱去稚嫩的我想对记忆中那个在风
雨中不屈不挠的自己说，“你的努力
程度造就了如今的我”。

大学一个学期过后，班里的许多
同学还喊不出对方的名字，这是多么
搞笑的事情，我深感疑惑。 但是不久
前的一次素质拓展活动给我的心里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整个班分
成两队，每队两个异性的队长，然后
进行七轮的报数比拼，输的一方要抱
拳鞠躬对赢方说：“愿赌服输，恭喜你
们”，之后还要做俯卧撑，第一轮输的
做十个，第二轮输的做二十个，以此
类推，但第七轮要做 120 个，这对缺
乏锻炼的队长们（由队长代替队员们
受罚）来说可是要命的。 当然赢方有
个福利就是当输方鞠躬抱拳时可以
两手叉腰仰天大笑。 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男队长，当拼到第六轮时我和一个
女同学已经做了 110 个了， 但很不幸

最后的 120 个也该我们做。 记得游戏
刚开始时同学们玩得不亦乐乎，但是
到第四局开始，赢方已再也笑不出来
了， 当我和一个女同学做第七轮 120
个俯卧撑的时候我早已体力不支，手
脚发抖，但也只能硬撑着。 这时教官
说话了，他说，“我跟受罚的人只是现
实社会的一个缩影，有时因为我们的
轻心， 我们的不在乎而导致他人受
苦， 而这受苦的人就是我们最亲的
人。 ”这时许多同学已经掩饰不住内
心的自责了，都哭了。 虽说在活动中
我们在肉体上经历了痛楚，但却营养
了精神。 同学们都互相倾诉了各自的
秘密，我们变得更友爱了。

许多人的青春是冲动的，不计后
果的。 青春是资本的确没错，但这资
本是别人给予的，我们没有资格去挥
霍，在我们无忧无虑，肆意微笑的背
后总有一些爱我们的人在为我们抛
抛洒汗水， 哪怕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于是我决定了不再继续玩闹，不让青
春离我而去。 我要自己来把握青春，
哪怕以落寞的姿态前行，哪怕仍然看
不清方向， 哪怕现在自认为一无是
处。

让我们铭记青春那些淡淡的忧
伤， 使过去的迷茫与无奈停留于此，
踏着青春的快拍昂首阔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