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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百味

夏季的傍晚，我总会一个人默默地走在那条扬着尘土的小路上，
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在傍晚的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像是矗立多年的老
者用最为慈祥的眼神，去关爱他生命中走过的每一个过客，我慢慢地
迈着脚步，耳边充斥着蝉儿永不疲惫的鸣叫，抬起头，空洞的眼神看
不清崎岖的方向，尽管我知道，前面，还有路…… 郅

对面吹来凉爽的风，却夹杂着尘土迷了眼睛，我压低帽檐，试图
阻挡散落的尘埃，可是它们却随着空气进入身体，模糊了，我本该清
醒的意识。那是什么，我眯着眼睛，是从前么？郅

白晰的脸颊冒着疏密的汗珠，苍黄的发丝在微风中轻轻地飞扬，
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孩坐在河道旁，不知道在烧着什么，他的侧脸
在空旷的苍穹下竟显得如此孤单。我快步走上前去，停站在他的旁
边。他的眼眶溢着泪水，秀气的脸蛋上弥漫着散不去的哀伤。我静静
地看着他一张张的撕着手中精美的日记本，看着化为灰烬的文字，那
是属于青春的东西吧，也许也只有他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我默默地
坐在他的旁边，距离这么近，又那么远，风中混合着隐隐的啜泣声，看
着眼前散落的碎片，我好像看见了他失落的心境，“没事的，一切总
会过去的，要相信自己”我拍打着他的肩膀。“嗯”男孩轻轻地应允
了一声。郅

我拾起他身旁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可爱的女孩，甜美的笑容，长
长地刘海，眼睛泛着不一样的清纯。我傻傻的笑了，突然有一种无比
的幸福感，像是捡到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蓦地，一阵风吹来，空气中漫

着大量的尘土，我用手遮住眼睛，却看见眼前的男孩像尘埃一样随着
风飘走，手中的照片也化灰……我睁大眼睛，突然意识到这是属于自
己的青春，伸出手想抓住，却只有剩下灰尘。郅

脑海的记忆不停地翻滚着，我想起了自己烧完日记，大声哭喊的
样子。郅

我想起自己骑着单车带着依依穿过树荫的样子；我想起自己在
雨中独自漫步疯狂的唱着“伤城”的样子；我想起自己赤着双脚在河
道旁和泥巴的样子；我想起高三班主任讥讽谩骂的样子；我想起兄弟
们抱在一起，说“考不好，一起复读”的样子；我想起了，逝去的，青春
的样子……郅

猛地瘫软地坐在地上，脑中的记忆还在不停地敲打着神经，那是
什么，是我的曾经么，为什么这么近，又那么远……郅

我不停追寻的过往，我曾经挥洒的青春，如今却只能在幻梦般的
世界里寻找，属于我的记忆就这样在岁月的河流里慢慢的沉淀，突然
想起了张靓颖的那首歌，“这么近，那么远，现实和梦境相叠，月光皎
洁，水氲光线，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郅

我渐渐消逝的青春，我追忆的青春，就这么走了，以后的日子，我
要勇敢的面对，不要还像一个孩子一样傻傻的哭泣，我要有属于自己
的飞翔，摊开手掌，吹散刚刚的落下灰尘，我昂起头，前往自己的路。

（作者系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 062班学生）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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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十字路口，前后左右都是漆黑，看不见前途，只有站着，任恐
怖与彷徨侵袭着身体。恍然之间，一个人，拉着自己的手，似温柔的阳
光散发着生命的光芒，带着我走出黑暗，走出迷茫，走向光明。这就是
爱的存在。在这一路上，它一直都伴在我们的身边。郅
火车的铃声已经是最后一遍响起，身后的父母依然放不开儿女

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把家乡的特产塞了一袋又一袋，生怕儿女在他
乡受到委屈。火车的轮子已经在慢慢地启动，直到渐渐远去，渐渐消
失。身后父母依然不肯离去，依然向着看不见的火车挥着手，低声呢
喃着：娃，漂泊累了，早日回来。他们孤单的身影显得那么单薄飘摇，
但扯着孩子远飞的线的手却是那么的坚定，无论儿女走多远，父母的
心自始至终都牵 挂着漂流在外的游子。他们的爱是疲倦水手的港
湾；是沙漠旅人的泉水。郅

父母的爱，是最深沉的爱，不由得想起沈从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
话：“泉水在地底下流动，火星在灰烬里燃烧。”生活太残酷，忙于为
功名利禄奔忙的我们已经对父母细水长流的关爱日益麻木，但无论
我们怎样无动于衷，这份爱依然流动，依然燃烧，血浓于水的爱的情
感根植于我们的一生。也许它太深沉却又太平凡了，所以在日常生活
中常常被我们忽略，只有在摔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这份
爱的情感的珍贵与重要。郅
童年的记忆就像一片飘零的落叶，随着岁月的老化最后变作泥

土，儿时的伙伴如今已经一个个长大成人，天各一方。我们不再在池
塘边的秋千上荡秋千，不再一起玩过家家，不再问谁主沉浮，不再挥
斥方遒。岁月就像时间的盗贼，盗取你我的青春与狂欢。在生存的磨
练下，曾经的善良已经变成了虚伪的外衣，但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
会站在铺满月光的窗前，赤裸裸地袒露自身的内心，幻想远方的他或
她是否也在充满星光的夜晚下思念着你。在遭到生活的挫折的时候，
远方的一个轻轻的问候，就可以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挣扎，有人
和你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起奋斗。这种爱，是朋友之爱，是在纸醉金迷
的生活的一种醒酒剂；让我们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还感到有一份纯
真的感情存在。郅
走在迷茫的大街上，不知道何去何从。生活告诉我们不要相信陌

生人的话，不要吃陌生的东西，远离陌生人，这是社会的生存的规则。
则不然，曾经听过这么一个唯美的故事，在火车上，一个男孩忘记带
食物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让人饿得难受，上铺的女孩慷慨地把自己的

方便面递给男孩，出于对陌生人的戒备，虽然饿极的男孩不敢接受女
孩的方便面。女孩想了一个好借口，假说自己的手机没有电了，叫男
孩借手机打电话回家，说用方便面来交换电话费，男孩想了想，知道
女孩原来是有求于他才给他方便面的，于是放心地接受了方便面，男
孩就靠这一包方便面度过了这个饥饿的夜晚。等男孩回到家里面查
自己的话费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话费和女孩打电话之前是一样的。男
孩惊讶了，久经人生风雨的他不敢相信一个陌生人也会对无缘无故
的自己伸出援助之手。看完这个故事，有一刹那的心悸，现在的我们
是不是应该洗刷一下我们黑暗的灵魂，相信这世间好人多一点？郅
这是一种陌生人之爱，终于相信人性本善，只是在生活的磨练之

下心灵才会日益蒙上灰尘罢了，只要用清水洗刷，这灰尘就会很快褪
去，恢复人的本性。在 08年的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中，在甲流肆虐的
09年里，在 2010年的大旱灾难中，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互不相
识的我们，为了战胜困难，默契地走到了一起，为受难的人民捐款祈
福，互相鼓励，我们虽然彼此陌生，但我们因为祖国走到了一起，因为
困难走到了一起，我们是陌生人，但我们的灵魂是熟悉的，我们闪耀
着炎黄子孙的坚强体魄，闪耀着华夏儿女纯洁美好的心灵。郅
爱是一种牵挂，是父母对游子的担忧，是一个心酸而甜蜜的负

担。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只存在于千言万语中，存
在于嘘寒问暖之中。也许在你不经意之间，为你做上一桌丰盛的菜
肴，也许在你睡着的时候轻轻为你掖好被角。郅
爱是一种惦念互予，曾经的豪情壮志，曾经的互诉衷肠，互相的

分享，记忆中的那一份纯情，总会在空虚寂寞的夜晚不经意地浮现在
脑海，偶然回家的一次聚会都会成为那么珍惜难忘的记忆！知道彼此
在为各自的理想奋斗，就不由自主祝福其成功，在其遭到生活的暴风
雨打倒时送上一个最真诚的问候，这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是一种英
雄所见略同之爱，是惺惺相惜的爱，这种爱推动我们向前奋斗，奔向
我们的理想！郅
爱是一种默契，虽然你我来自陌路，却心有默契，在你跌倒在地

上的时候，伸出你的手，他的手，我的手，我们携手微笑着走过这段灾
难，迎来那风雨之后的彩虹。其实，当你伤心失败的时候，别伤心，这
一路上，爱一直都存在！郅

（作者系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2007级学生）郅

（一）郅
我在电话里对妈说，我恋爱了。她先是轻轻地噢了一声，然后问对方是哪里人，当听我说

是浙江的时候，她又嘀咕着那么远啊。隔着电话，我看不出妈脸上的表情，但从她平淡而泛着
严肃的语气中我还是揣摩出她的意味。我又忍不住笑她，谈恋爱又不等于嫁女儿，我说妈你
思想怎么这么守旧呢。郅

我把这件事告诉小安，他也跟着我笑。但我希望我遇到的爱情如此一般，相爱的人会一
如既往地爱下去，然后相守一生。郅
小安，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郅
1986年的秋天，他和她相遇在白石桥。郅
（二） 郅
我的故乡广南有一座古老的白石桥，她稳稳地立在河床上，美丽而又坚强地走过了几百

年。郅
白石桥是连接村南和村北唯一的通道。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村南的人到村北去种田，

也有不少村北的人上村南去买东西。南来北往，小小的白石桥包容着无数的相遇，无数人会
匆匆地错过，然而，也会有这样的邂逅。郅
那天傍晚的太阳依旧温和，阳光静谧地铺在河面上。她在河边漫不经心地洗衣服，他挑

着一担稻谷经过。风把她放在石板上的衣服吹到了河里，她站起身，想脱鞋进河里拿衣服，这
时他已先她一步跳进河里。河水刚好没过他的膝盖，他大步地在水里走着，追赶着被冲走的
衣服。等他把衣服递给她时，她不好意思地说让你把鞋子裤子都弄湿了。他笑着说没关系，刚
从田里收割回来，衣服都是脏的，就当先泡泡好了。她望着他湿漉漉的裤脚滴下浑浊的泥水
时，也忍不住笑了。 郅
然后彼此匆匆告别，一个提着衣服往北，一个挑着担子往南，走过那长长的白石桥。她回

头望时，已是一水的阻隔，只见那个夕阳下厚实的背影。 郅
（三）郅
我觉得我和小安之间出现了隔阂。因为每次我找他他都以忙为借口推脱，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会漫不经心，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会没有回应。我和小安的宿舍，不过百余米，他也不会主
动来找我，不会想我念我，或许真的是淡漠了。郅
但我还是想把那个故事写出来了。小安，上次没跟你讲完的那部分我发到你邮箱了，我希

望你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读者。因为这个故事有个我想要的结果。郅
1987年的夏天，他们结婚了。郅
（四） 郅
爱情就是在不经意间萌发的吧。郅
就像有什么东西相互牵引着让他们每天走向白石桥。她每次在河边洗衣服，总是抬头

望着桥南的方向，而他每次挑着担子路过，都会放慢脚步，然后走到她身边问候。郅
他有时会帮她从村南带来一两包盐、香皂，有了他的帮助，她不再需要每个月背着背篓

跑到村南去买日用品。她也会陪他去村北的山上砍柴，原本乏味的砍柴声会因为有歌声的伴
奏变得欢快悠扬。她最伤心的事是下大雨河水漫过白石桥，那时候她的心里会泛起绵绵的牵
挂。她总是透着窗户张望，雨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可以再相见。那个雨天，他还是挽着裤脚摸索着踏过白石桥，只
是为了给她送去一盒糕点。那些爱情，一点一点地垒筑，坚硬得如那些数百年也冲不垮的石桥。郅

当迎亲的队伍走过这座白石桥时，她幸福得如盛开的莲花。 郅
（五）郅
我们还是分手了，一如当初谁命中的那样，我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但我们还是爱了。 郅
妈，为什么我遇不上像你一样纯净的爱情，为什么我想要的守候抵不过浅浅一击。在一个清晰的梦里，她对我

说，你还是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值得你去等待，值得你去爱。因为确实会有一个人会不顾一切地爱你。郅
2009年 2月 14日，我走过故乡的那座白石桥。阳光依稀地散落在河床上，白石桥显得格外静谧。你在等着跟谁

相遇吗？ 郅
我决定给小安写下这样一封信，给他寄去一座桥的消息。郅

小安：郅
可惜不是你陪我走在这里，虽然当初你看完那个故事之后答应要跟我一起来看这座白石桥。然而，这一天，只

有我一个人。郅
傍晚的太阳依旧温和，阳光静谧地铺在河面上，像极了我梦中的那个情景。你还记得我们的相遇吗？2008年

的秋天，我遇见一个叫小安的男孩，在校园里的那座石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不求结果，其实我比谁都希望
爱情能有一个好结果。郅
我知道你的心什么时候渐渐离我而去，于是我开始静默地逃避，忍受，我知道你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微微。郅
微微，好像已经深入了你的生活。不要怪我太敏感，是她总是进我的空间观望，是她整天在你的空间给你留言，

如果我全然不在乎，那我又该对什么在乎。其实我从不说的心里的苦，你们只顾着自己的心自己的爱，只顾着要，顾
着追，顾着给自己的感情一个出口一个交代一个解脱，又何尝留意。郅
终有一天我决定离开，尽管曾经舍不得，尽管你会以为我无情。不过一想，推你离开的人，不是我又是谁，便又

沉静地什么都无法再说了。 郅
因为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最后伤害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郅
你来，我倚在心门静静向你笑，不媚，不拥；你走，我亦倚在心门静静向你笑，不哭，不留。郅
没有悲伤，没有欢喜。郅
在光阴的凌乱脚本里，不去寻找，没有遗憾，也忘了等待，我容许自己，做一次最先离开的那一个人。用清水洗

净的素颜，看一场烟火将落未落。我愿意闭上眼睛，为了看见更干净的世界。只是我怕一闭上，泪水就湿了眼睛。 郅
我望断这世间所有的距离，最远远不过一座桥。我们无法跨越这座桥，但我依旧会相信爱情，相信会有白石桥

之恋那样美丽的爱情。郅
那么，今天我在这座神圣的白石桥上，祝你们幸福。 （作者系化学化工学院精细化工 071班学生）郅

郅

她是个勤劳勇敢的妇人，她的一生是匆忙
苍白而又浑厚的。郅

这是她摄于 1998年 1月的照片，当时 77
岁，较之于村里的同龄人，她显得更为苍老：看
她脸上的笔笔深痕，宛若工匠师雕刻出来一般，
这是浑然天成的一生操劳的印证，一生的经历与磨难在
她脸上显得清晰可阅。她的双手如千年老榕的根，犹然遒
劲有力，似乎要稳扎这片养育她的热土。她身上的这件外
套是子孙们为她买的，头上的那顶帽子是二儿子为她戴
上的，这么一次隆重的拍照可以称为“如 08北京奥运一
样百年不遇”———拍照对我们这个清贫的李家族而言，稀
罕。她背后是一座两层高的村里历史最悠久的“第一洋
楼”，她三儿子的血汗，她脸上的表情透露出为儿子们感
到的自豪，外加对子孙们给予的爱的无限知足。郅
说她一生匆忙，是因为她一分一秒都在劳作着，也许

在拍照的那一刻她都还念着地里的庄稼呢！她的丈夫已
去世多年，她养育了七个儿女，个个健康成长，这在艰苦
的四五十年代可以说是个遥远的神话，至少在农村是这
样，但她却成就了一个不朽的神话。以《资本论》剩余价
值论为喻，她是个含辛茹苦的工人，无私地为七个儿女奉
献剩余价值，从不要求回报，而当儿女们不再需要这些剩
余价值相反想要成为她的工人时，她却不要，她只想活在
自己的当下，靠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因此她不接受儿女们
给她的米，甚至钱财，也不要田地，她把家族所有的田地
都公正地分给儿女们，自己却瞒着儿女们独自去开荒，独
自去创造，为的是防止家族陷入乡村里经常上演的棘手
的土地纷争，那是埋葬亲情的陷阱，她早有预料！所以，她

去拾稻穗，那些被别人忽视的稻穗，宁可饮尽蜚语，也不
把自己列入家族土地获得者名单中，好一个无私与自私
的矛盾融合。心灵手巧的她养的种的“东西”绝对是一等
的，我的小时候就在她的世界里完成，跟她睡跟她吃，偷
偷地接过她偷偷给我的零花钱……她的辛勤劳作一直进
行到她倒下的前一天……她曾告诉我，她小时候没读过
书。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时代，只有当她去挖雷公根的时
候，才能经过破烂的“男学堂”，她想听听读书声，看看学
习的桌椅，以给予自己脆弱的慰藉：“我未读过书，我不识
字，但我见过学堂。”这就是一个女人惨淡经营的小时候，
扛着被别人唾弃的屈辱，咽着别人投给她的一串串辛辣
的讥笑，去看不可能的学堂。她说我这一代是民主的年
代，是女性崛起的高潮，她有着勇敢前卫的“女权运动思
想”！因为她这么一种“女权意识人”的匆忙而失去了常
人眼中老人应有的“安享晚年”，所以她的人生是苍白
的，她一生的文字（文凭）空白（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曾会
写，更不用说自己的身份说明书）更成全了她一生的纯白
色！郅

她还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更多自己创造的幸福，并给
子孙们分享。善良在她的幸福海洋里蔓延———她是村里
最善良的老妇人，她种的许多能生吃的食物，都能无偿的
成为村里任何一个小孩子嘴中的尤物；她从不叫骂村里

娃，而是与其他妇人相倒背的超乎民主的呵护，她是村里
一道善良温存的风景线。身为壮族的她神奇般地会说五
种语言：白话、壮话、客家话、文堂话、桂柳话，这其中的缘
由我也不知，这是一个“老农村妇人”收获的罕见的深沉
的语言智慧……她在人间得到的众人抑或是社会回馈给
她的尊重，使得她的一生又是浑厚的。郅
这是她留给后代唯一一张相对清晰的近照，在一个

多达三四十口人的大家族里，这张照片被她最小的孙
女———我垄断。曾经，她想看到我一步一步走向大学，从
乡村小学到镇上初中到县城高中再到城里大学。可她才
陪我走到了我的高一就已离去，呼喊着我的名字而去，而
当时我却不在她的身边。2002年她倒下到 2004年八月十
五前一天离去，这一阶段是她失忆、神智不清的人生最后
旅程。在那时，她预言她的孙女，会走向大学。如今她的预
言实现了，她笑着，在远方……就像照片里回归安详的表
情一样，除了满足，还是满足……郅
她就是我怀念的，我爱的奶奶，拥有她时我不珍惜到

失去了才悔恨的

奶奶。（作者系
文 学 院 文 学
072班学生）郅

海在我的印象里是朦胧的，因为目光从未身临其境地眺
望过那里，只是在一个个电影的镜头里享受过摄影师的完
美技术。此时的海，给我一种不真实，就像梦一样，遥不可
及。郅
很想去看一看海，感受一片平静，体验一种澎湃，经历一

份释怀。滚滚而来潮水，抚摸着沙滩的背和那一双双小脚
丫，将那一排排快乐的脚印带进海的心。海风混乱拨弄着细
细的发丝，带着一种亲切和舒畅吹到脸上，吹到心里。那一
阵阵沙沙地海声，给人的不是喧嚣，而是宁静。站在海的面
前，辽阔澎湃震撼心灵，神秘的力量深深吸引着你，让人有
一种忍不住大喊的冲动，以此释放心中的激动和繁杂。郅
感觉好奇怪，只是眼睛里的一片水域，却能让人淡忘喧

嚣，淡忘烦忧，享受一份从未有过的舒畅……这应该就是海
的力量吧。只可惜一直未曾有机会去亲身体验这份感觉，却
又无法释怀这种憧憬，犹如梦想一般，总让人忍不住去奋不
顾身。郅

生活总是充满着惊喜和奇特，一切还来不及细想，睡意
还未完全消去，一眨眼，一抬脚，我已踏足在了北海的土地
上，虽然那天北风很冷，但欣喜的心情却愿意把北风当成海
风，把冷冽当成热情，把风吹当成拥抱，看来心情确有让人
疯狂的力量。郅

当阳光洒在脸上，当温暖涌上心头，北海的冬天就多了
一份难得的可爱，北海的风景也多了一种温柔的妩媚。坐在
车里，视线随着车窗外缓缓掠过的建筑和自然，心情被风轻
轻地一吹起，目光里就有了快乐，也多了一份期待，因为可
以看到真的海。郅

海在眼睛里出现的那一刻，心情里满是欣喜，同时也多
了一份激动，因为海送上一片白色的沙滩———天下第一滩
“银滩”。郅

踩在细细的沙滩上，我感到一种无力，原来海滩要帮我
卸下一身的包袱，因为在这里不需要那些多余的东西。谢谢
温柔的沙，于是我装起一袋永远纪念。海风中散发着海的体
香，虽然闻起来有点不习惯，但是我感到了一份亲切，那份
亲切与母亲的爱相似，纯洁而没有一丝杂质。大海辽阔，站
在海的面前，有一种父亲般的安全和力量，世上还有什么能
与父亲的形象更让人心安呢？郅

也许真的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有些一直梦想的东西，急
于去争取却未必能得到，可能会换来一身疲惫和伤痕。有时
不在意结果了，有一天它就这样出现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

预兆和提示，看似特别意外，却又是情理之中。在我们微笑迎接成功的时候，
那份心情多了一份淡定，多一份看透和释怀。那份感觉曾与海给我们的一
样。郅

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切：大海、阳光、海风、沙滩、远行的船只、忙碌的渔
民，还有那只在天空中乘风飞翔的风筝。用机器记录人生的风景和足迹，看
似有点俗，但是相机里真正拍下的不是定格的画面，而是多年后可能会忘怀
的心情。这份心情是人生中许多第一次中的重要的一次，因为那天，我触碰
到了海，真实的海；因为那天，海给我留下了一份念想；因为那天，时光记住
了我看海的那种目光，还有那天，我的心里有了一片海。郅

（作者系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2008级学生）郅
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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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人的光辉岁月
●李惠娇

小的时候写作文很喜欢用岁月如梭，光阴荏苒之类形
容时间飞快流逝的词语，可是直到现在才渐渐地理解这
些词语中所蕴含的意思，惊奇地发现它们是如此的形象。郅
不知不觉来到大学一年多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人来
人往，这些上演在身边的场景，开始慢慢地融入自己的生
活。从最开始的陌生，到现在的熟稔，这样的过程，让自己
收获了很多，也感悟了很多，似乎都成了生活的一种启
示。郅

一年的时间悄悄的过了，一切都微妙起来，有了让自
己思考的时间，开始思索现在的处境，如世外桃源的清
静，一路笑着走来，不由自主把自己当作了其中的一份
子。郅

然而，面对这样的安逸，理想曾经渐渐走远，开始闻
到了危险的气息，如此的不思进取，会让自己忘记拥有的
拼搏的锐气。郅

于是，告诉自己，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让自己的
眼神仍然看得清晰，让曾经的理想如天边的星，让它继续
照耀我前行的方向，让所渴望得到的不再遥远，让充满光
明的道路在我的眼前延伸，让所有的汗水都有付出的价
值……郅

曾几何时，多少前辈在我们的面前谈论着社会的不
堪，现在想来，这就是所谓的无病呻吟吧，就算说得如何

的愤慨，却还是会去应对，只是，是消极的，被动的，无奈
的。郅

可是，我不愿就这么委屈地生活着，理想的花蕾只是
一味地躲避风霜雪雨是不能够绽放出夺目的花朵的，清
楚危险的存在，但是却不能去躲避危机，积极地应对，做
好准备，接受危机的洗礼，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成长，在
不断的打击中渐渐坚强，在不断的学习中收获经验。如雏
鸟张开双翅，冲向蓝天；如蝴蝶破茧而出，飞向森林；不再
惧怕敌人的强悍，不再惧怕自然的考验，我们打开胸怀，
去迎接在通往成功路上的艰难困苦。郅

时间将提醒我们在前行道路上的艰难困苦，也将见
证我们迈向成功的目的地，就让我们如幽居深谷的百合，
时时自省，就算远离尘世喧嚣，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
刻准备着迎风接雨，接受外界给予自己的任何挑战，无论
何时，心灵都散发着明朗的气息，不盲目追寻，不固步自
封，让我们的未来都在不远的地方晴朗着。郅

时间警示
●雷宏迎

黄南 摄
（作者系化学化工学院林产化工 091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