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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还请你好好珍惜。
依然记得自己刚来西大时的心情，激动中夹杂一丝

胆怯，新鲜中带着些许羞涩。很多场景都还历历在目，
但现如今，已毕业离开西大。

我的大学，在别人眼里也许是比较完美的：在学生
会中担任要职，保研到重庆大学继续深造，常在比赛现
场或公益活动中现身......用外人的话来说就是大学生活
多姿多彩，爱情学业双丰收。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虚度
了很多大学时光，自然也留下了很多遗憾，现将其写
下，希望看到的学弟学妹们能有所收获，不要让自己的
大学生活留下遗憾。

关于学业
我的专业是新闻学，按理说，新闻学子应该都有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风采。但是很遗憾，在
专业知识没有学牢固的基础上，我的文采也没有达到新
闻学子该有的水平。那在学习上，我都做了什么呢？和
许多人一样，平时不认真看书，考试前才集中精力去复
习，勉强考出了好成绩，但是专业知识也只是在我脑海
里一闪而过，没有深刻的记忆。

以前偷的懒，就“报复”在研究生阶段了，专业知
识掌握不牢固，在研究生期间还要抽出宝贵时间去巩固
基础知识，真是“活该”呐。所以，把专业知识学好，
就是为以后读研读博打好基础。上大学，本身就是来学
知识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本专业，都应该好好学，如果
专业知识都不好好学，那你来大学是学什么的？

新闻学本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实习在

专业学习中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是，本人除了在校内
几家校园媒体实习，以及在 《南宁晚报》 的毕业实习
外，再没有其他实习经历了。看了一下周边同学丰富的
实习经历，我真是自惭形秽。

在大学期间，实习是了解本专业、增长职场经验、
丰富个人能力的重要途径，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利用寒暑
假或者课余时间去本专业对应的单位实习，这样对你明
确自己的就业方向很有帮助，如果想读研，也可以明确
要读本专业的研究生还是跨考其他专业。

关于恋爱
“大学期间不谈一场恋爱真是浪费了”，相信这是不

少人都有的想法。
花枝招展的女生和朝气蓬勃的男生让整个大学校园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处于花季的人儿怎么会不期待遇到
自己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呢？

很 幸 运 ， 在 大 学 期 间 ， 我 遇 到 了 我 的 “Mr
Right”，他现在已经保研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为两个
人都保研了，所以大四一年没有找工作的压力，没有学
习的压力，于是我们天天腻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其
实我们都挺幼稚的，花了大把时间谈情说爱，却不知道
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能力。太沉迷于恋爱，导致大四一年
都在原地踏步，甚至已经远远落于人后。

我认为，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后互相扶持，
共同进步。花前月下不适合现阶段的我们，处于成长阶
段就应该以学习为主，比如一起去参加公益活动、去实
习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两个人很容易不务正业，等

醒悟时才知道后悔。
如果两个人两情相悦在一起了，这是件好事，但

是请不要花太多时间你侬我侬，依然要以学习成长为
主。如果你还是单身，相信你的另一半会出现的，只
是迟到了一点，所以，你更应该把握好大学时间来丰
富自己。

关于能力
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些有某方面特长的同学，他们可

能英语很棒，可能做家教做出了名气，可能运用专业软
件很熟练......但是，你身上有一样拿得出手的技能吗？

我没有。
我真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技能，我一直觉得如果我

本科一毕业就找工作，估计只能每月拿两三千的酬金，
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任何精通的
领域，没有在大学期间专门培养和训练自己某方面的技
能。按理说，新闻学子写作能力应该很强，口头表达能
力也不差，但是，我在这两方面确实还很欠缺。我想，
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没有掌握好本专业的必备技能。因
此，学弟学妹们最好多了解一下自己专业需要哪些技
能，在大学期间去刻意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

如果你不喜欢本专业，那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来培养能力，如果你喜欢舞蹈，那你就报舞蹈培训
班，让自己的舞蹈跳得更好；如果你喜欢英语，那你就
把英语的听说读写各方面能力都提高，让说英语像说母
语一样顺溜；如果你喜欢写作，那你可以去各大文学创
作平台来发表自己的文章......你在特长上花的时间和精
力，说不定会在今后求职或者生活中帮助你。正所谓

“技多不压身”，利用大学时间，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
力，对自己大有裨益。

总而言之，大学是一道分水岭，明确自己的目标，
充分利用好大学的美好时光，利用好大学丰富的学习资
源，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让自己不断茁壮起来，不要让
自己留下遗憾。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学生）

请把握好你的大学时光
●莫敏丽

一夜东风百树花，晓晴池上戏鱼虾。
翠华拂槛闲庭闭，薄雨收寒柳色发。
御鸟衔出千万绿，飞花散入两三家。
佳人好景春长伴，掩面春风笑与答。

和风寻有迹，无处不春霖。
树郁山幽寂，泉深水暗涔。
窗含千里画，水应万年琴。
相与情无限，沾衣共此心。

诗二首 ●马俊旭

赋得山溪同游

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星空，里面珍藏着自出生
以来最美好的回忆。正是这些细微的回忆散发出来的微不足道
的光亮，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我们心上一盏温暖的烛灯。它们于
人生黯淡之时，点开我们嘴角的微笑，照亮我们前行；也于岁
月安好之时，供我们把盏言欢。

毕淑敏的散文集《在雪原与星空之间》写的就是那片她珍
藏在内心深处的星空。那是她在西藏当兵的日子，那是她远离
平原的岁月，那是她直面严酷的大自然的时光。十一年的青春
岁月，她离开繁华的北京，在藏北高原上，与冰川雪岭为伴。

在那个八月里都需要穿棉衣的地方，在那个一眼望去除了
冰便是雪的地方，她见到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死，她经历过在缺氧的空气和
寒冷的天地里拉练时倒在雪地上的冰凉和麻木，她感受过在雪地里露营时的
害怕恐慌，也体会过三人一起用结组绳攀登险峻的高峰时突然下坠的恐惧。

也是在这个一片白茫茫的地方，她见到了澄澈的蓝天和星空，她见到了
纯净的狮泉河在奔腾中凝固，她也在露营时与战友一起尝过那帐里的雪。在
那个人烟罕至的地方，她用医学仪器称过一颗葡萄干的重量；在那个缺少浪
漫的绿色军营里，她与朋友为一根银色的回形针而欣喜；在那个生命难以存
活的严寒环境中，他们为种一棵向日葵、为养一头猪而激动；在那个远离家
乡、难有鲜菜的高原上，他们因一吃一喝而满足。一个苹果罐头、一颗糖、
一张照片、一封信，都是他们开心的理由。何况，在那里，还有无话不谈的
朋友和共度生死的战友！

那个让人望而却步的雪原！就是在这样的平凡与珍惜中，变成了毕淑敏
心中珍藏的星空。尽管，她依旧记得，曾经的某一天，她在攀越海拔六千多
米的高山心脏似在胸膛炸成了碎片，她俯视着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欲图假
装失足跌落悬崖。但这些曾经经受过的苦难，已悉数成为了她的过去，化成
了星子在她心中闪烁。

所以，毕淑敏才会说：“你必得一个人和日月星辰对话，和江河湖海晤
谈，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株草耳鬓厮磨，你才会顿悟宇宙之大、生命之
微、时间之贵、死亡之近。我认为在年轻的时候，有机缘领悟这番道理，是
一大幸运。”

她定是因在雪原上待上了十一年，才能明了宇宙之大吧；她定是见过不
一般的生死，才懂得死亡之近、生命之微和时间之贵吧！我无法确定，但
是，我知道，她所庆幸的，是在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里，经住了自然、雪原与
生活的磨砺，因而才能获得不一样的心境和她所珍藏的那片星空。

谁说我们的星空里只有美好的回忆呢？原来，我们曾经受的苦痛也会化
成幸运的星星，在我们心中闪烁。而这，恰好是最闪亮、最难得、最珍贵的
生命之星啊。

我相信，当我们不再纠结于苦痛时，我们也将拥有一片星空。它将照亮
我们内心深处，让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常怀希冀与微笑。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学生）

11..《岛上书店》
作者：加•泽文
索书号：I712.45/2122
馆藏地址：北三楼中文社科图书借阅室（二）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岛上书店是间维多利亚风格的小屋，

门廊上挂着褪色的招牌，上面写着：没有谁是一座孤
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

A·J·费克里，人近中年，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
上，经营一家书店。命运从未眷顾过他，爱妻去世，
书店危机，就连值钱的宝贝也遭窃。他的人生陷入僵
局，他的内心沦为荒岛。就在此时，一个神秘的包袱
出现在书店中，意外地拯救了陷于孤独绝境中的A·J·
费克里，成为了连接他和妻姐伊斯梅、警长兰比亚
斯、出版社女业务员阿米莉娅之间的纽带，为他的生
活带来了转机。小岛上的几个生命紧紧相依，走出了

人生的困境。

22..《病隙碎笔》
作者：史铁生
索书号：I267/4146
馆藏地址：北三楼中文社科图书借阅室（二）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是作者的经典作品之一，是一部充满

深刻生命体验的人生笔记。全书用生动优美而通俗的
语言，探索我们都要面对的人生命题：命运、爱情、
金钱、人性、信仰、健康的心灵、向上的精神……字
字珠玑，充满智慧。

作者从身患尿毒症、接受透析开始，用四年时间
写成，是在深刻的困境中,对神性和人生终极意义所做
的一次艰苦卓绝而又辉煌壮丽的追问与眺望。

33..《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
的家国记忆》

责任者：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组编
索书号：D619/63
馆藏地址：北五楼中文社科图书借阅室（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内容简介：本书依托中国照片档案馆收藏的珍贵

照片，聚焦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普通人的生活变化，
通过照片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人与事，书写当代中国
发展进步的故事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4..《马克思画传: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纪念版》

责任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编

索书号：A716/3
馆藏地址：北五楼中文社科图书借阅室（一）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在编录大量历史图片的同时, 还

汇集了中外名家有关马克思生平的美术作品。其中有
中国美术家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景仰和热爱之忱
精心构思、精心创作的国画、油画、版画、水粉画、
素描和雕塑。 （图书馆供稿）

自扶贫号角吹响以来，在祖国的
大地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扶贫
人物，他们为了做好扶贫工作，鞠躬
尽瘁，如黄文秀、朱新文等等。跟他
们一样，我也奋战在脱贫攻坚的第一
线。作为一名驻村工作队员，从办公
室到地头田间，从五谷不分到熟悉各
种农作物，从不知如何与老百姓打交
道到与村民打成一片一起加班，我明
白了“脚上没泥走路飘”这个道理。

驻村扶贫，是为贫困户把脉问
诊，去除穷根。初到村里时，我想着
最穷最难的群众是怎么样的呢？于是
我来到了贫困户刘业财家。他是一名
年老的肢体残疾人，儿子和儿媳妇是
智力残疾人，其中儿媳妇卧躺在床
上，大小便失禁。当时他们住在阴暗
潮湿的泥砖老房，在一个简陋的角落
烧火做饭和吃饭。村干部们说“假如
没有国家兜底帮扶，这家人就是要饿
死的”。我便思考着该如何使他们的生
活变好？我们给他做危房改造，在旧
房旁边盖好砖混结构的新房；为他一
家人上了户口，办理了养老保险、低
保和残疾证；通过小额信贷与产业奖
补给予他们分红收入。这正是国家的
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给了刘业财一
家生机和活路，也给了我们驻村队员
为民办事的信心！

驻村扶贫，是与老百姓同甘共
苦，为民办事。在村里工作是辛苦
的，风吹日晒不可避免，但好在有村
支书带我一起走在村屯乡间，遍访贫
困户，我还常常听他讲述着他在1979
年参加越战的故事。在村里吃饭是不
方便的，前后不着饭店，可村干部们

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虽然环境不是
很整洁，但大家总能像一家人一样聚
到一起吃饭。黑夜里村委办公室是亮
堂堂的，我和大家一起加班，不知不
觉会到深夜才结束，而这样的加班让
我很有劲头，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

在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日夜中，
我逐渐成长，既和大家有了感情，也
想为群众办些实事。在一次走访中，
我发现村中有一户人家有两个小孩辍
学，便与这户人家的家长谈心，告诉
他们放任子女辍学是违法的，而且教
育才是阻断贫困传递的良药。我还常
把《广西日报》送给他们阅读，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还到学校联系校
长，帮他们的孩子完善入学手续，最
后使这家辍学的孩子重返了校园。还
有一次我发现一户贫困户家里有五个
残疾小孩，我将他们的具体情况撰写
成文发布在网上，寻求帮助。没想到
得到了社会爱心人士的响应，他们自
愿捐助了近 5 千元的善款。某文武学
校的校长还领养了两个适龄残疾儿童
到学校免费就读。这让我更加明白
了，只要驻村扶贫的善意和诚意不
变，就能与老百姓开辟一片友谊的新
天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脚下沾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走在乡间泥路上，我沉淀着期望老乡
奔小康的真情。我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为献礼祖国70华诞而努力！

（作者系法学院2013级学生）

（作者系林学院2015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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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上没泥走路飘
●童聪

● 碧湖文苑

我同大多数人一样，一直都知道
张爱玲，即使之前没有看过她的书，
也知道类似：“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
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
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
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
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
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
颗朱砂痣。”这样的语句。但一直没想过
去读她的书，直到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
扬的马思纯发 《第一炉香》 读后感事
件，我以吃瓜心态想弄清楚这场纷争，
才想起还没有读过张爱玲，于是借来她
的短篇和长篇的几本开始阅读。读了一
些之后，她在我心中的形象越发立体起
来，书如其人，华美、苍凉，仿佛一株
顽强盛放的曼珠沙华。

曼珠沙华，魅，凄，谲，张爱玲的
作品，字字句句、章章节节，都弥漫着
浓厚的曼珠沙华的感觉。她的描写有极
强的个人风格化，奇谲的描写一气呵
成，把流动的印象捕捉出来形象地描
写，常有让人想拍案叫好的冲动。以其
代表作 《红玫瑰与白玫瑰》 中的一段为
例:他开着自来水龙头，水不甚热，可是
楼底下的锅炉一定在烧着，微温的水里
就像有一根热的芯子。这女人把右手从
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
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
了个头，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溅了
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
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
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
这短短几句，就把电影画面生成到了读
者脑海，高超精妙的文字在她的书中比
比皆是。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说：“我

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我
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
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张爱玲笔下的人
物，大多是些滚滚红尘中挣扎的男女，苍白

凄凉是他们的底色。她的小说笔法冷峻到严
酷。她擅写男欢女爱，男女暧昧的情爱游戏
她写起来行云流水、丝丝入扣，但她总是毫
不犹豫地戳开人的丑恶与阴晦，把它鲜血淋
漓赤裸裸地带到你面前，虽残忍，但那就是
不美好的现实，你从她那里得不到希望，她
笔下的爱都不怎么美好，现实、复杂得裸露。

张爱玲的文许是她取材环境的原因，多
像曼珠沙华般色彩浓郁，满是镂金铺翠、丹
楹刻桷、衣香鬓影，笔触太细腻了，但感觉
又很无情，冷眼旁观着自己作品里人物的悲
喜，不，喜很少，主要是那阴郁复杂的悲，
迷雾似的魔障，生动地逃也逃不开，不伦、
不该好像都变得不重要起来，被赤裸裸的现
实裹狭着，让人透不过气。粉饰出来太平、
故作出来温情，那从不是张爱玲。就连常被
人认为是唯一的团圆结局的 《倾城之恋》 的
结尾也是意味深长的:“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
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
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
全把她当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
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她笔下的爱情甚至丑恶得赤裸，好像在
那个年代，人们不配拥有单纯的爱，所有的
爱与恨，丑与恶，都被时代裹狭着，生冷暗
凉，好似在那个时候那里的空间，人们呼气
都不顺畅，被压抑着踽踽独行，现在的人对
未来用争取奋斗之类的，那时候，叫谋划，
鲜艳的旗袍靡丽的梁栋也点亮不了的晦暗。

张爱玲虽多写男欢女爱，格局不大，但
她的角度却是新奇前卫而大胆的。《沉香屑》
中堕落成妓女的薇龙，《心经》中爱恋父亲的
小寒，《金锁记》中用枷锁劈杀儿女的七巧，

《半生缘》中错失爱情无力挣扎的曼桢和牺牲

自 己 又 碾 杀 妹 妹 的 曼
璐，《色戒》中以为是爱
的王佳芝......尤其是我看
到 《心 经》 中 的 父 女
恋，许小寒和许峰仪不
伦的父女畸恋，徐峰仪
享受并纵容着女儿许小
寒对自己的禁忌爱恋，
但随着小寒的长大担心
难以挽回，于是找了一
个和小寒相似的女孩子
并背叛了家庭，留下哭
闹无用的小寒与母亲。
当 时 我 感 到 震 惊 又 震
撼，在上世纪四十年代
的中国，在旧思想还没
完全退化的时代，父女
恋太过大胆了。

张爱玲的文笔繁密、层层叠叠，一会儿
场景，一会儿人物，过渡得又极其自然，她
像一个电影导演，把一帧帧画面描写给你，
把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铺展给你，韵味十
足。

我还记得我读 《金锁记》 的时候，读到
结尾处：“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
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
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
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
家的人恨她。”张爱玲把这个变态人物的心理
刻画得极为入骨，一举一动都很传神，这种
自己一个人的不幸，要身边所有人都不幸来
为她的不幸陪葬，自私、低俗、粗粝、怨
毒，弄得身边所有人恨极了鄙视极了她，连
自己的儿女也要亲手毁掉，一点点地将恶毒

陋习浸染教化，看不得身边所有人的清静幸
福，像一个恶臭的狙虫，无所不用其极的要
把所有幸福毁掉。并且把这种恶毒教习给自
己的儿女，一代一代，一个又一个的七巧，
永不消逝，这才是最可怕的。

书中主人公虽多为俗世男女，但并不乏
深刻，把赤裸裸的人性揭给你看，时常压抑
得人不能喘息。这也是女明星马思纯发 《沉
香屑第一炉香》 读后感引众嘲的原因所在，
没有读出张爱玲的深刻，简单一点就是把张
爱玲作品理解成了青春伤痕小说。

玫瑰色的旗袍，曲折玲珑的身段，冷峻
的眉眼，用浮华的丝线随手一织，便织就一
幅四十年代各色男女悲欢图，那图的色彩，
浓烈得像曼珠沙华的颜色，这便是张爱玲。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学生）

华美苍凉的曼珠沙华
——读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

●张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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