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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和熟悉的城市告别，
罗盘转动，指向远方
我在起点线站定，
风沙扬起，思索该去向哪里

如果骑行，世界是两只车轮的距离。
如果徒步，丈量大地靠双脚的毅力。
若横穿国度，最好去看看札幌的雪景。
若踏遍十横，不如去寻找梦中的森林

做一个背包客，背一台相机。
穿越晨昏线，或在极光中颤栗。
不论高山盆地，不怕酷暑氧稀。
就算没有星星照明，仍选择踏步前行。

风沙散去，去哪已不是问题
踏出起点线一步
星河流淌，月光满地
只为与崭新的美好相遇

2014级中药专业（1）班 邓昊旻

一个地点， 一个动作， 一个念
头， 甚至一个片段， 都会是一个起
点。它们可能是一个阶段的开始，或
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始， 也许是一
本书的开始， 亦或是一段情感的开
始。

一个婴儿的啼哭， 是一个生命
的起点。那是最初的起点，是我们人
生中与所有人最为相似的时刻。 后
来，我们相继拥有过无数的起点。当
我们第一次背着书包进入学校，带
着无数的憧憬、 兴奋与好奇看着周
遭的一切， 我们的人生从此有了自

己的主题 -- 成长。中考，它确定了
你人生的一个转角， 或许还决定了
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人生态
度。高考，它确定了你即将生存的城
市，你的未来，或许还决定了你会拥
有的家庭，你的一生，甚至是一切。
这两个人们常言道的转折点， 也是
起点。

当你走进大学， 又发现这是一
个与当初截然不同的世界， 无论是
对比不同的境遇，对比相处的群体，
对比不简单的情谊， 还是对比曾经
的幻想。可能会有一次次的彷徨，一

次次的自责，一次次的上前，一次次
的决心。每一个向前的步子，每一个
转角的决断，都是又一个起点。最大
的不同，是面对所有抉择的时候，都
不再有父母的参与，只有你自己，于
每一个踏入大学的孩子们而言，这
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你是打游戏
看电视剧碌碌无为， 还是拼命奋斗
过这段年华， 你的未来是辉煌或是
黯淡，由你决定。

起点存在于微小， 亦存在于宏
大。 回顾历史洪流，神农尝百草，岐
黄之术自此流传千年；商鞅变法，致

使秦国独占七国之首； 鸦片战争打
破中国坚固的围墙， 中华民族从此
饱受近百年的屈辱；1949 年天安门
广场上国旗飞扬，国歌激昂，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开启一个新的世界。
再看世界波澜，启蒙运动发起，信奉
神灵的人们开始信奉自己， 世界开
始向一个新的方向飞跃。 三角贸易
进行，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预示。
黑船事件，让当年的日本改变方向，
不再做小国， 而是成为一个未来世
界大战主力之一的帝国。

起承转合，一个起点，确定了一

段历程、一段精彩的“起”，而中间的
“承”、“转” 还是由人的选择来叙述
的，最后成就一个“合”。一个好的起
点，并不能确定一个好的结局，但足
以改变一个你， 改变一个故事的走
向。

当你想要完成一篇文章， 落笔
的那一个瞬间； 当你想要实现一场
旅行，刚踏上路途的那一个步伐；当
你离开父母独自闯荡， 收拾行李的
那一时潇洒； 当你即将拥有一段美
好的感情，蓦然回眸的那一场邂逅。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起点。

今何在说：“每个人都在西游。 ”《西游记》，
是陪伴每个人成长的故事，而妖魔鬼怪、九九八
十一难，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段缩影。 的确，每
个人都在西游的路上，每个人都必须忍受着紧箍
咒带来的疼痛。

当下，站在“大学”这个起点，我即将开始我
的西游。

窗外是一栋五层楼高的宿舍， 所有宿舍的
阳台上都晾满了衣物，拥挤中透露着点点温馨。
凉风习习，吹起米黄色的窗帘，像是蝴蝶一般抖
动着翅膀飞舞在这个同样有些拥挤的空间。 一
切都是那么陌生，陌生中又包含着一丝丝熟悉。
不太适应的气候，扑朔未知的前方，芦苇荡上始
终漂浮着湿湿的雾气，灰白的颜色，使人有种窒
息感。我不禁问自己：“这场西游，该如何走？”。好
在已经有人给了我启示，他说：“我很欣慰我们的
路还很长，未来还很远。 我曾经写过一句话：人
生最有价值的时刻，不是最后的功成名就，而是
对未来正充满期待与不安之时。 ”这样的话语，
让我暂时在大学入口处迷茫时，在悲伤不安中找
到了庆幸。

站于这个亦是人生转折点的起点， 过去的
一切早如云烟，随风过迁。 起点，意味着抛下曾
经所拥有的一切，名誉、成功、骄傲；起点，意味着
抛弃自己幼稚的那一面，同时也学会感激自己曾
经的幼稚；起点，意味着过去的终结和对未来的
展望，以及积极承担起肩上的责任·……亦如孙
悟空将五百年前大闹天空狂妄的自己给忘记，从

此跟随唐玄奘遁入空门，一心向西。 西游，西游。
在这漫漫征途中磨滑了石猴的棱角，悟透了西游
的意义。 正如唐玄奘所言，真正的西天是没有方
向的，因为它一直在你的心里。 这是起点也是终
点，我们在未来的四年中走过的不一定是物理上
的矢量距离， 而有所差别的一定是心所走的距
离。

还记得小时候看老版的西游记， 每次听主
题曲都会跟着唱， 其中有一句歌词至今仍然记
得：“哪怕是野火焚烧，哪怕是冰霜覆盖，依然是
志向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而与幼时高兴的心
情不同，如今更懂得了其中的含义。 回首自己的
每一个起点， 每一个都记录着自己成长的轨迹。
出发，行走，到达。这个起点注定是包含着辛苦与
疼痛的开始，有时候也不禁会想，若是当初选择
了另一条路会不会比现在的状况好一点？但是人
生没有绝对的好坏， 不论选择的是哪一条路，我
终究会站在这个起点学会成长，我终究是要独自
面对着这征途中的各种妖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艰难险
阻重重，却抵挡不住我勇往向前的心。 我听过最
美的句子就是：在最美的年纪里，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做最美的事。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向西，向西，去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悟空，

悟空，成长为那个强大的自己。
起点，走在西游的征途。

个 2013级针推（5）班 段昕妤

停在起点的火车，始发至终点；盘曲
山脚的公路，始至于山顶；拍打岸边的浪
花，始去到尽头。 开始一段路程，就必有
起点；准备一次奔跑，就必有起点；努力
一件事情，就必有起点。 而所有的事都是
有始开始，到终结束。

开始一段旅程，你要做很多的准备：
计划旅行路线，查看当地天气，了解风土
人情， 准备充足资金······开始是困难
的，计划路线时，你会发现这条路上的风
景比另一条路美，但是它却崎岖难行，你
也会突然恍悟自己或者是同行的人一起
会不会遇到危险， 你更会发现或许在天
气的影响下， 这条路没有你计划的那么
完美。 你查看的天气或许阳光明媚，万里
无云的，但是事实并非这样，它或许狂风
闪电，阴雨绵绵，让你丢掉了所有想游玩
的念头。 你所了解的风俗文化只是网络
上的片面之观， 而生活中是否也像网上
所说的那么美好， 那么与自己的生活与
众不同呢。 你算上各种玩乐支出，或许最
后用超的钱还是不在你的计划之中，而
这也是你从来都想象不到的。

我们从最开始的有旅行的想法，到
准备去旅行， 有多少人是自己败在了起
点上， 有多少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了，又有多少人是跨出了起点，努力追梦

的。
一件事最难的不是中间， 也不是最

后，难在起点。太多的人失败在了起点上，
太多的人连起点都没跨过就结束了，太多
的人都没有开始的欲望。

古人有云：“万事开头难。 ” 在最开始
的时候我们得有足够的毅力跨出起点，有
一个好的开始总 归是比没有开始过
好的。 有了开 始， 就不会怕
后面的一系 列困 难 ，
因为我们 都 已
经克服 了
最 困 难 的
事。

八佰伴 是一家小
小的蔬菜铺子发 展成为年销
售额达到 5000 亿日 元的国际流通
集团，分店遍布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个经
历了几代人的家族事业已经破产了，一个
时代的神话已经破灭， 由于过度扩张，再
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 一瞬间， 公司总
裁———和田一夫从一位拥有四百家跨国
百货店和超市集团的总裁，变成了靠借助
过日。 虽然光荣已然成为过去，但和田一
夫并不灰心，因为他打算在 70 岁创业，重
新开始。

70 岁的他在那个花甲的年纪里依

然在起点上重新开始， 年龄
不能成为终止的借口， 梦想
才是起点的开始。试问一下，
和他相比我们为什么不能在
起点上开始呢？ 我们拥有比
他更充沛的精神， 更多的时
间，更多的机遇，我们还从未
失败过， 我们是比他更渴望
能成功的人。所以，我们不能
让自己败在起点上， 不能还
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现实生活中， 并不是所
有人都懂得起点的重要性。
羡慕成功的人， 往往只看到
了成功者拥有的鲜花和掌
声， 殊不知这成功的背后有
多少鲜为人知的艰辛和困
苦。 成功的光环是由多少起
点凝聚而成的。 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新
的起点。当朝阳从东方的地平线冉冉升起
的时候，你是否任然在叹时光易逝，悲号
景难再。 每一天新的开始，便是一个新的
起点，而终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最终的
人生之路。 错过了一个起点不要紧，可是
希望你永远不要失去奋斗的起点。

终点固然美丽， 但它离不开无数个
起点的积聚。 人生是一个过程，让每一个

起点都留下你有力的脚印，认准自己的理
想目标，一直朝前走下去。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 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征服自己，从脚下开始。珍视生活
中的每一个起点，并踏踏实实奋斗，总有
一天会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始，在足下。

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

2013级药物制剂班 宋渝

时光如窗外的雪一般逐渐消融，不会再回来了，一年时光流走，又是
一个新的起点，生活也有了变化。 只要到过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 哪怕
那景色再美，那比赛再激烈，那风再温柔。太深的留恋就会成了羁绊，不仅
会绊住双脚，还会绊住未来。 今天，你所达到的高度是？

如果说今天有人认可了你所达到的高度， 也有人仰慕你所达到的高
度。 你也许与会自豪：你也许会觉得你的人生已经够完美。 如果是这样的
话，这是在固步自封，就象瓦特一样，从对社会做贡献变成对社会的拖累。
我们应该做的事更加努力的向明天迈进，然后踏上一个新的高度，就如同
诺贝尔永不满足于自己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只有拥有起点和不断的出发，
你才能天天进步。

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 如
同“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句诗一般，不经过重重困难的考
验，又怎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也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生活的暗淡。

我想在小草身上学会坚强，我想从大海那里学会勇敢，我还想从树木
那里学会沉着，我更想从仙人掌身上学会忍耐。这一切都是为了去经历人
生的风风雨雨，从而去学会品味精彩的人生。

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去问双脚，而是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不是问
双手而是意志。是的，正因为“那雪白的海潮，夜夜奔来一次次漫湿我那枯
干的心灵”，所以才能“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于是，想用青春的热血
给自己竖立一个高远的目标。这不仅是为了去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去
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那便是一种光荣；即使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
会因这一路的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

“在不停的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
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说，请不要害
怕困难，不断的在起点出发，因为攀过在“一座座山”后的那边就是你那心
中的“海”啊！

一个新的起点， 蕴含着一个新的道理。 牛顿的起点是苹果将头砸一
下，发现了地心引力；爱迪生在他母亲做手术时，用镜子将灯光发明了灯
泡。

一个成功的人，不论现在站的的多高，看的多远，但昨天都是普通地。
我还是相信那句话：没有永恒的冠军，只有不断的超越。

大学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分叉口，并不是终点。 所以在未来四年的大
学生活中我们不应该荒废掉高于其他人的那个起点， 所以诸君请在这近
乎平等的道路上奋发向前吧。

向上吧！ 我，你，所有的少年们。

起点
2014级物流管理班 双琪星

在大学的新起点中， 如果你发现这
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开始， 你是否愿意依
旧把善良当做路牌； 如果你的理想被现
实的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用冰冷的心
继续前行；如果你在起点处无力前行，你
是否愿意用心过好每一个温暖的午后。
请珍惜起点，善待起点。

如果迈出了第一步，那就要勇敢地往
前走，不需要犹豫与彷徨，一路上你并不
会孤单， 因为会有美丽而芬芳的花朵在
路旁伴你而行。 在起点处的出发就应该
像年少的毛泽东一样毅然， 不要害怕风
雨有多么张狂，要做一只勇敢的海燕，毅
然投入到暴风雨的怀抱中， 毛泽东走在
革命的道路上， 正是因为一路有众多的
革命战友和人民群众倾力相助， 他才能
成功建立新中国， 只要开始了那就不要
胆怯畏惧， 要坚信前方有一路美景在等

待你去欣赏， 要坚信一定会有晴朗而明
媚的终点在远方， 更要坚信在起点上出
发时的铮铮誓言。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新的起点开始之后， 更要勇于接受生命
的历练， 让生命的花朵在风雨的洗礼中
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明艳。 正如弃医从文
的鲁迅先生体现出来的坚韧品格一样，
在决定以警世文章为良药救世济人之
后， 面对黑暗的旧社会， 面对在 " 铁屋 "
中死睡的人们，面对庞大的邪恶势力，鲁
迅先生并没有向困难低头， 更没有一丝
怯意，而是愈战愈勇，艰难困苦有时尽，
鲁迅先生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文
章，敲打着世人麻痹的神经。 困难再强大
都不算什么，对于自己而言，经历困苦不
仅仅是一个起点的终结， 也是一个更加
强大的自己新生。

有些时候， 阻碍我们前进的并不是面前
难以跨越的鸿沟， 而是我们背负了太多
的过去，不懂得放下身上多余的包袱，轻
装前进。 多少人不明白只有告别了昨天，
才能拥有更加轻松的明天。 英国前首相
乔合劳治总是关上身后的门， 以此来告
别曾经的自己， 因为每时每刻都是一个
新的起点， 只有像乔合劳治一样关掉身
后的门，轻装前行，才更有力量去面对新
的远方，去征服新的困难。 告别过去就是
告别昨日的种种烦恼， 今日及未来的蓝
图才能更好地书写，告别过去，才能有更
好的起跑线，更快地到达理想中的终点。

人生的征途永远不会止步， 每次出
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看着长跑运动员
一圈又一圈地从终点线旁跑过， 直到最
后一圈才突破终点。 其实每一次从终点
线上越过，都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都是

一个新的出发点， 正是因为一圈又一圈
的积累，才会有最后一个起点的冲刺。 现
如今在大学的起点上，有的踌躇满志，准
备在大学中施展自己的才华； 有的却仍
旧迷茫，不知怎样正确地去对待大学；有
的则乐不思蜀，在大学乐园中放纵沉沦，
虚度光阴。 在起点之上，我们怎能沉沦自
己， 放纵自我， 如果我们暂时丧失了目
标，无力前行，那就应该学习朱自清看到
父亲背影刹那间的幡然醒悟， 来激励自
己战胜自己的惰性， 让我们在大学这个
新的起点上用心过好每一个努力的午
后。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未来，那
就请珍惜起点的每一步， 让自己不再酣
睡，不再彷徨，抓住起点，珍惜当下，且行
且珍惜。

告别过去 面对新生 2014级市场营销班 牛聪

一

学
生
作
品

十
月
的
那
些
事

2013 级中西医临床专业（1）班 杨京博
2014 级药物制剂班 马杨杨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