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是在月圆的夜晚想起故乡来，朦

胧中，在倾泻的光辉中勾勒出故乡的轮

廓，心似乎被一根细细的丝线牵引着，隐

隐的疼。

倦鸟知还，落叶归根。小时候总想着

离开家闯闯，如今求学真正离开家，却又

想家了，不禁笑自己一句“矫情”，思绪却

不知不觉，又飘到故乡去了。

故乡的早晨是最有生气的。太阳藏在

山后面，只偷偷的露出一点脑袋瞥了一眼

村庄，这庄子的生灵就按捺不住了———大

公鸡高昂着头，一边大声打鸣一边走来走

去；大黄狗也闲不住，精神抖擞地跳来跳

去；村口的老牛别过头，潇洒的甩了甩尾

巴；小鸟们神气极了，扑腾着翅膀在茂密

浓绿的树冠中钻来钻去……袅袅炊烟升

起，给这世间添了几分烟火气。而当时年

幼的我，正嘟着嘴，背着小书包，不情不愿

地准备上小学去———再不能疯似的和小

伙伴到处撒野，反倒在那上学路上多了一

只小小身影。

故乡的正午，阳光最为热情，知了哑

着嗓子不知疲倦的叫着。一瓣甜甜的西

瓜，一根凉凉的雪糕，便能让人幸福一整

天。而已步入中学的我，也长大了许多。知

道在奶奶纳凉时轻摇蒲扇，知道对妹妹细

心看管，还知道那上了锁的日记本，锁不

住少女的心事，就如那正午的阳光，放肆

而又坦荡。

故乡的傍晚，红日西落，天边会晕染

出粉红色的云霞，我可以透过那盘旋的

树叶，在平静的湖面上看天空的垂影。

风温柔的吹过来，挽着我颊边的碎发，

金色的余晖洒在我身上，似为我镀了一

层光。已开启高中生活的我，青春正好，

却不再任性鲁莽，开始稳重起来，也开

始感到疲惫。那无穷无尽的课本习题像

沉重的大山，那激烈的学习斗争如那泛

滥的洪水……但我不怕，我会全力以

赴———现在虽然辛苦，但我要见到明天

的太阳！

故乡的夜晚，是十分俏皮的。萤火虫

提着灯笼，你追我赶，嬉戏着，围着你绕。

绕啊绕，绕啊绕，绕的你发晕，恍惚中像是

置身星海中似的。小蛐蛐不甘示弱，但说

不上奏曲，反倒像那牙牙学语的稚童，清

脆的喊了几声，便不愿开口了。而这时已

经是大学生的我，却远在千里之外，不能

再嵌在故乡中了。只能对着这圆月，诉说

着这挥之不去的情愫。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落其实者

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对于漂泊的游

子来说，故乡，永远是一帧珍贵的水墨丹

青画，永远是心灵依靠的温馨港湾。走过

山山水水，走过流年岁月，游子的跫音无

论落在何处，那一缕心头萦绕的乡思从不

曾有半分的消减。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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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奋斗者们：

你们好！

和你们一样，我也是耕耘在繁荣复兴的祖国上的一名奋斗者。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砥砺征程中，我们风雨兼程，披星戴月；我们为此精益求

精，追逐梦想。在看不见光的地方努力寻找太阳，以奋斗不息的姿态站在新

时代的顶端。

正如马克思所讲，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

人是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大多数人带来的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风雨兼程打工人、披星戴月读书人、精益求精的科研人……无论我们平凡

与否,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我们披荆斩棘的

光辉足迹。

你看，在滚滚历史潮流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之独立、崛起，用

自己毕生的精力甚至头颅鲜血去铸造今日可爱之中国。一首悲愤之心涌现

的《满江红》,讲述了岳飞精忠报国、带领岳家兵大败敌军，收复失地，却又因

小人谗言而蒙冤入狱。他以奋斗者的姿态，向我们展现了他忠于王朝，忠于

本心的英雄本色；鲁迅先生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寄意寒

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无畏精神,诠释了奋斗者的意义。还有闻

一多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艾青那饱含泪水的眼睛，无数的奋斗者以

命相搏，护祖国山河。

你看，在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还有这么一群不忘初心，勇担

使命阔步向前的平凡奋斗者。“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他们敢为人先,乐于

奋斗。疫情期间，正是这无数苔花之小的平凡人，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筑起屏

障，为我们运送物资维持生活秩序。他可以是主治医师，可以是你连名字都不

知道的护士，还有可能是建造火神山、雷神山的一名建筑工人，或是一名理发

师……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自古以来，理想和信念一直都是奋斗者

们最闪亮的标签。苏轼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

之志。最美的你们，敢做先锋，不做过客、不当看客。让奋斗成为了祖国远航的

动力，让奋斗成为了搏击未来的力量，为我们的祖国焕发绚丽光彩！

你再看，那些奔波于科学与生活的奋斗者们，他们深埋头，苦钻研，精

益求精，做最先进的奋斗者。从百米浅海到万米深海，中国载人深潜事业劈

风斩浪的几十年，我国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深浅技术，从蛟龙号七千米到

深海勇士，再到如今的奋斗者号，中国船舶集团 702所载人潜水团队一直

孜孜不倦地向海洋深处探索。如今马里亚海沟不再是深渊，10909米海底也

变得透明。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习主席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对我们

讲到，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

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心。奋斗是长期的，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伟大世界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持续奋

斗；奋斗是曲折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我们要始终弘扬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为我们的梦想而努力。

起而行之的行动者远比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高尚的多，吾辈青年应

与祖国一起织就信念，铸就实力，成就梦想，羽化后成蝶，涅槃后飞翔，新的

长征路上我们奋斗者筑梦中华！

奋斗者之一

2020年 11月

在残阳如血的傍晚中，我走在林间小道上，细听树叶抖动在晚风的微

波里，发出音符般美妙的乐响，那音符里，是满满的、剪不断的乡愁。

不久前，我离开那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来到另一个自己完全陌

生的城市求学。偶然忆起我离家之前，父亲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对你来

说，从此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当时的我尚沉浸在对大学生活的美好

向往之中，并未体味到这句话的滋味。如今一切尘埃落定，当时对大学生活

的各种期待渐渐隐匿，深夜躺在宿舍的床上，思绪便不禁飞回那个承载我

人生前十几年所有回忆的小城。

我自小便长在城市里，并没有那些生活在乡村中的同学们对于自然那

样深刻的感悟和依恋。虽然我的家乡只是一个很小的三线城市，但在我的

记忆里，最多的仍然是车水马龙的街道、霓虹灯的闪亮和鳞次栉比的高楼。

它是一个拥有很强包容力的城市，它有着城市的繁华，亦可以用慢节奏的

生活去包容那些被生活打磨到疲倦的人们。

我的高中依旧是在我的家乡奋斗着度过。作为市里最好的高中，学校

竭尽所能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硬件设施和生活条件，自然也对我们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高三的那一年，偶尔我在晚自习复习的间隙抬起头望向窗外，

看见自己映在玻璃窗上的脸，以及窗外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天色，本来有些

疲惫的心却突然又增添了几分力量，支撑着我继续走下去。

而如今，高三奋斗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也离开了那片热土。诗人席慕

蓉在其诗歌《乡愁》中写到“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

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故

乡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曾经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在我的眼里只

不过是寻常，离开之后才明白自己对它深切的依恋。真可谓“初听不识曲中

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也许未来的我也会离开求学的这个城市，去更大更远的城市追求自己

的未来与梦想。到那时，故乡或许只会变成人生中的一个符号，但它依然会

让我想起那些在我失意时将我温柔揽入怀中哄慰的亲人，亲切友好、可以

交心的知己朋友，还有那些温柔了岁月，慰藉了时光的，在我迷茫之时重新

给予我力量的，最美好的回忆。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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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无数的曾经和你，都与我有关。而最初的模样，或许会改

变，但从未真正消失。

雨落榆钱，青蒿有味

五六年级时，青瓦白墙、黄土泥砌的院落外，有一株老

态龙钟的槐树，好像任何一次雷鸣电闪都可以将她摧毁，但

她总是奇迹般在夏末生出一簇一簇的香气———米白的槐花

只有指甲大小，却开的瓣瓣分明，朵朵连缀，好似真能如铜

钱般叮当作响。若逢落雨，就可以捡一小捧榆钱，等到在外

婆巧手下，将榆钱入馅，满嘴留香的饺子味，又或摘几支青

蒿，捣汁和面，辅以芝麻花生红糖包好，则是另一番香甜滋

味。那时的快乐简单，美食和外婆就是最好的慰藉，没有忧

虑，不曾感怀。

旗帜烈烈，我心昭昭

总以为自己是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想要东西的人，初一

以前一直是。脆生生的音线在升旗广播里循环了三年，没

人看清少女眼里曾有过的紧张期许与熠熠星辰；镇里跑步

比赛前两个少女进行最后的角逐，少女红扑扑的脸颊掺着

胜利的欣喜；旅游时第一次接触作文，洋洋洒洒八百字尽

是芝麻蒜皮无用事，她在灯下慢慢改，改到终于能在大家面前细细读；结业

考试时，检查出错的一道计算题被收走，让少女眼里蓄满雾气，而后啜泣不

已，镇上第四名已经不错，她却因没有拔了头筹闷闷不乐。彼时执着要强，

觉得参与就是胜利，汗水泪滴，都为前路辉煌而去，即便输的彻底，有了那

人打气，亦从不觉失意。

时光残酷，没有退路

父母把她接回家里，贪玩像一颗沾满蜜糖的炮弹，把她的骄傲捻的粉

碎。少女开始逃课抽烟，恋爱逛街，化妆打架，从前没接触的，她都体验了一

趟。成绩一落千丈，最后等来的是一纸退学通知和仓皇碎裂的梦想。她想用

喜欢的小说获得认可，挣钱养活自己，像女主角那样说风是雨，呼来唤去，

但只停留在沉迷刷文，想入非非的层面上。那位心上的少年，不过看她好

玩，用他的话讲，“闹闹而已，何必当真”，她却将书中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当

了真。她突然想起，榆钱过早的摘下，入口余味会是无尽苦涩。

轻轻回头，物是人非

下坡容易上坡难，她从小听腻了的忠言。如今只有在餐厅里打工见惯

胡搅蛮缠的顾客，点头哈腰的挣那些曾大手大脚花过的钱，她才奉为圭臬，

却也悔之晚矣。她抹着廉价的口红和粉底，穿上并不合身的制服，干着没有

波澜的工作，活成了原来最讨厌的模样。原来的她热烈坚持、开朗活泼，现

如今她懈怠散漫、斤斤计较，为了一份少给几块肉的盒饭破口大骂，随意木

然的把吃剩的餐盘摞在一处，听着流行的歌曲看着小说，再也做不起真正

的梦。她多想，多想那个人再骂醒她，喊她回家，给她做好吃的榆钱饺子和

软糯青团，教导她脊背打直、双腿并拢的端庄坐姿，告诉她只要好好努力就

可以到想去的地方。可是她想了一千遍一万遍陪外婆黄昏早晨、日日谈笑

的结局，生生让黑白两色夺去。她叛逆吗，外婆，会怪她吗？不，不会了。初

一那天等来的不是生离，而是相见无期。

此去一别，默然相许

如往常一样混着日子，那个人踏雪而来，眉间蹙紧，掸去她身上灰烬与

沙砾，抚住她额角轻声叮嘱，声音太轻，话语太长，来不及听清，她便惊醒。

再摸脸上，已是满手湿意。果然，让你失望了吗。她恍惚忆起，那人教过她做

什么都要拼尽全力。休学了半年，再去上学，不晚吧？长胖了很多，可以减的

下去吧？如果从现在开始，一切一定都来得及。因为，你告诉过我的啊。曾

经的神采奕奕或多或少又回到她脸上，她庆幸，找回了差点丢失的自己。她

好想快点再快点变回去，这样那人会欣慰的笑，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守护她，

哪怕泾渭分明，死生为界。

重回正轨的她又去看了记忆里那株高高的榆钱，她还在那里，白花开

得恣意，串串叮当作响般，一如当年，仿佛时光不曾留下印迹。她吐出长长

的一口气，对荒唐的过去竟觉不出错对，只觉周身有无限气力，恍惚间又与

奔跑的少女重叠在一起，只为前路辉煌而去，忘却辛苦，不言放弃。

我是一片树叶
但我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
它使我冲破冬的镣铐
长在向阳的枝梢

春风正好
醉人的光照
我想就这样

就这样沉醉刚刚好

但，我不能
我不能熄灭心中积蕴了一冬的火苗
因为我要成为引人注目的骄傲

于是，我不停的汲取养料
让自己变的更俏

只待寻个时节使生命闪耀

翠绿的外裳，优雅的舞蹈
积蕴的力量在胸膛中燃烧
于夏日的蝉鸣中
我分外妖娆

那一刻 ，叶海涛涛
一人唱万人和的激昂
那便是我的荣耀

秋意寒凉
望着即将落幕的盛况
我换上如火的衣裳
宣泄着最后的力量
于风中 ，肆意张扬

终于
生如夏花 ，零落成尘

我是一片树叶
不屈不退 ，心生暖阳
循着生命的轨迹

卑微入尘 ，生命之花亦可绽放

叶心
阴 文法学院 张溶原

如果说究竟是哪刻时间让你发现烟火人间的寂静与辽远，究竟是哪一次凝视让你拥有触及深渊的自我审视，究竟

是哪一场光景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孑然与对远方的想念，我想，应该是目光与地平线交汇的时刻，总有浪漫在地平线外。

总有浪漫存在于山野，总有浪漫在地平线外。在雨里听曲，在雾里看花，飘摇与深邃之间是风声的叹息。云朵匆匆，

下落不明；山野隐隐，囿攀青松。站在高处，总有普天之下的辽阔深远。“站在高处望深渊，坠入深渊识攀爬，人不活一个

点，人活起伏。”在山野上所凝视的地平线，眺望的远景不只是山脉的连绵，是人生路上的浪漫与羁绊，是高峰之上的攀

爬与跌落，是心尖平衡点的得意与失意。在这里的自我审视，评判，解脱与呼喊，总有最平静的畅快与洒脱。在山寺的原

上呼喊，不论你我。

总有浪漫存在于海边，总有浪漫在地平线外。海风的亲昵，带来的散沙的意乱情迷，远处的炊烟起，金色与橙光交织的

天地间，远眺地平线总有倚天仗剑的豪情。傍晚孤灯烟火处，星光璀璨，渔船阵阵，是搅不动的甜蜜与浪漫。相互对视的自

己在虚无的地平线以外得到了一席之地，也在普天朝阳之下看烟波靡澜，目光怔怔，只感受赤脚站在沙子上的细软。永远

能看到复古镜头里面的细碎与波澜，永远看到天地间最为浪漫的一抹蓝。倘若在这里，没有远赴他乡的孤单情感，没有远

方游子的疲累与苦寒，我们只拥有人世间的深邃，能否不尽哀愁，当烟花声响，赤诚善良泪水滚烫，与神明比肩。

总有浪漫存在于古城，总有浪漫在地平线外。仿佛我们坐上绿皮火车，直坐到 2020年。岁月里登上古城，能否看到

朱红墙角下一株青苔的叹息，能否听到宫廷楼宇间千百年的呢喃。在古城中远眺的地平线，仿佛自然而然有了历史的厚

重感。在这时站在这里，你是否想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是自我嘲弄”。也许，地平线以外，仍然是眼波流转，繁华

戏台，流云水袖中舞出一片虹彩。仍然是朝代更迭，前路漫漫。

总有浪漫在地平线外，总要走一遭这自在人间。我们双眸静默，比天地相接更明媚的是与之对视的自我。

总有浪漫在地平线外
城市建设学院申奥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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