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初春的陌上，暖暖的春风，温

柔而多情，一抹葱茏的绿意，润满流年，

一朵心花开在心上，宛若一阙清丽温婉

的诗篇。如水的时光，静静流淌，安详而

静谧。

或许，光阴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悄

然而至，然后又默默无语地老去。而那

些秘而不宣的心事，就隐匿在一朵花的

香息里，浅笑嫣然，静默不语。

人生是一程又一程的奔忙，在不同

的季节里会遇到不同的花香。书一剪明

媚的春光，捻一朵岁月的馨香，来装饰

一个春天的梦，春风解花语，弄花香满

衣。

春天里最惊艳的非桃花莫属。桃花

于春天，就像是高山和流水琴瑟间的和

鸣，一提到春天，那必定是要看桃花开

了。我甚至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

容桃花的美艳。

我以为我不爱粉红，可我却是如此

地痴情，唯桃花痴，痴到高蟾的“天上碧

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裁”里，醉在陶

渊明令人神往的《桃花源记》里。

这一片阳春四月，真真是令人陶

醉。醉了花香浓，迷了香雪海。

我以为我挚爱秋天的诗意。原来，

我最爱的还是春天的百花盛开。那么，

学海子一样劈柴喂马吧，将幸福告诉

所有的人，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纵然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任谁也

不能更改，我也宁愿，待花都开好，抱

香枝上老。

花开的季节，采一颗优雅的温馨；

花谢的时候，落下旧梦的忧伤。更多的

时候，与其用一生的怀念弥补今生的错

过，来还前世欠下的痛，不如找到回忆

中的灵魂，给那颗饱尝风霜的心，安一

个温暖的家。

最暖心的是宽容别人，最安心的是

饶恕自己。再困难的时候，都要采一朵

流年的芳香；再苦的日子，也要留一份

心底的笑容。

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所有梦想，

却渐渐发现，生命里能有一种缺憾才是

真正的人生。总会因夏日的花开而欣

喜，也会因季末的花落而伤感。其实，时

间带走的只是过去，而真正的得到却是

释然。

春暖花开
□ 机电工程学院 杨少谱

致学长学姐：

四个学期，365天，8760个小时，525600分钟，31536000秒。

大一入学时，我们总是认为时间很长，可是却忘记了人生每

段经历都是一场倒计时，一晃两三年，匆匆又夏天，等到离别时，

才想起感叹光阴似箭。曾经五湖四海汇聚一隅，遇见得突如其来，

再见也猝不及防，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终究也要奔向远方。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在快离开

学校时开始爱上上课，在离开校园时才想起珍惜，课堂上笑魇荡

漾，书本上的笔笔字迹，同学间的嬉笑打闹，会是毕业生最美好的

回忆，也终将成为难以倒流的过去。

学长学姐，我们相识于夏季，却也告别于夏季。仍然记得是你们

引领我们走进校园，带领我们开展工作，指导我们遨游在知识的海

洋，望着你们远去的背影，我意识到四年大学时光，一季闻风，一季

听雨，一季迷茫，一季成长，美好的事情会在不经意间悄然离去。

学长学姐们，你们马上就要背负行囊，奔向远方，而我们也正

在路上，你们经历过的，我们也同样会经历。我在你们的过去，你

们走在我的未来，你曾是我，我终将是你，不必回头，你们要始终

相信在每个有意义的时刻，远隔山海我们与你们共存。

回首已经历的两年大学时光，不得不承认，这世界，总会偷偷

奖励努力上进的人。每个人都会想：“我做的也很好啊，为什么这

好事没降临到我的头上。”有时候我们确实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

努力，可还是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其实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相

对自己来说的，纵向比较就会有差距，总有人比自己做得更好。这

世界是残酷，却也是公正的，保持一颗努力的心态，或早或晚，上

天总会把最甜的糖果送到嘴里。

学长学姐们，希望所有新的开始，都是别离开出的花，踏上社

会，抑或深造读研，希望你们仍能历经世态不失少年意趣，尝过炎

凉不改初心梦想。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愿你们仍能保持那一份坚定

与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如此这样，日后回想，才不枉，曾经历。

书上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书上还说，人生何处不相

逢，学长学姐们，此去繁花似锦，愿相见依旧如故，日后万程山水，

皆好运。

这世界总会偷偷奖励努力的人
□ 工商管理学院 史志华

感觉苍凉。白驹过隙的不是时间，是情感，在

匆忙的交错之间，巡回这朝朝暮暮的过去和现

在，还能在抬眼垂眸之间，想起烟火坠落的瞬间，

弥漫在校园里阵阵的书香气和凝视着自己的清

眸，似有些莫名的牵引。

转过身来，原来又是一年毕业季，一晃两三

年，匆匆又夏天。每逢这个季节，总有那么几天陷

入回忆，我喜欢回忆，是因为我不喜欢忘记。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月，此时此夜难为情……”。时间，

宛如泻入一方死潭，缓慢地蒸发着。那一年，我高

中毕业了。

时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成长却恰需要

时间的磨练。那一段青葱岁月，我们曾一同

走过，回忆，如泄闸的洪水，奔涌而来，一幕

幕场景正在脑海，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伙伴。

忘不了，课堂的严肃；忘不了，课间的吵闹；

忘不了，运动场上的顽强拼搏；亦忘不了，办公室

的“风雨同舟”。是谁说过“相见时难别亦难”，本

以为相识容易，离别更容易。在高考的重压下，我

是那般期盼着毕业，而现在，那种期盼慢慢地变

成了珍惜，珍惜……

回首那个夏天，我们挥手说再见，杜鹃啼血，

知了都哭红了双眼。数载同窗之情，在快门按下

的一瞬间，化成一缕缕夏日的清风，虽凉又暖，温

暖着每个人的心房。毕业的照片，那写满离愁，来

不及送出的祝福，印在那枚告别 18岁夏末的底

片，默默无言，永远不变，那个没来得及告别的少

年，你还好吗？

花开花落，这逼仄小径，刻下了我们多少印

痕，留下了我们多少故事。一千多个在一起的日

子，如跳动的音符，奏响了生命最华美的乐章。而

此刻，在我青春的记忆里，人去楼空，只剩下我凄

凉的背影，在风中摇曳。年少时仓皇走过的道路，

在今日回头看去，应该是只见苍苍横着的翠微，不

再见愁容了。

染火枫林，琼壶歌月，长歌倚楼。岁岁年年，

花前月下，一尊芳酒。水落红莲，唯闻玉磬，但此

情依旧。

烟雨落断桥，青石碎。斟一杯天涯、一半花

开，在风雨中潇洒。轻风过竹林，低声语。酌一杯

牵挂，在青苔上开花。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

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花谢花落花纷飞，忆起时光匆匆，那一年，我们

一起走过。

缘聚缘散缘如水，背负万丈尘寰，只为句：期待

下次相逢。

唯盼来日，各自顶峰相逢。

匆匆又夏天
□ 财经学院 马晓悦

夏天，你是一个有喜有悲的季节

初识在夏天，告别也在夏天

初识的夏天

背上行囊，去往学校的旅途

迈进校园，遨游知识的海洋

青春岁月里

沉醉一本书的狂欢

尽享一剪流光的浪漫

赏一季花开

叹一园花落

爱上科师的每一天

愿时光变慢

告别的夏天

舍不得满校的香樟

多少个清晨

我贪婪地嗅着

它枝干散发的幽香

舍不得操场上奔放的青春

多少个傍晚

我像个出笼的小鸟一样

在平坦且安静的跑道上撒欢

舍不得科师曦园的落叶

多少个秋日

我像个孩子一样

在它酥脆修长的叶子上旋转

如今

终要离别

不忍离别

千言万语道不尽对母校的眷恋

道一声再见，道一声再见

那一声再见里是对母校无限的感激与思念

等下一站重逢
□ 物理系 陈娜

你是一行雁，我是万里追逐的行云，把梦歇在随风轻

扬的棉纱间！

掮一轮皓月，携一缕清风，兜头见月华如水，回首望匆

匆岁月。

你说白云苍狗，岁月流光；后来，我放下了手机，放下

了小说，放下了一切，专注学习，享受生活。

你说似水流年，同窗密友；后来，我走出了自己的围

城，变得开朗，变得爱笑，结交逆友，其美其哉。

你说春光烂漫，兰亭远望；后来，我放下高考，走进大

学，眼波微转，执着向前！

是的，未来的你与我相伴相随，你若执剑长行，我必随你如一。

你是两袖风，我是剑痕流淌的秋水，要赴的旧约是未

续的词半阙！

你踏过北疆风雪的银城，游走过南国烟雨的河堤，一

路走来，走过浮世变幻，走来初夏未央……

我踏着时间长河边的萋萋莎草，游走着六年懵懂，六

年拼搏，走过青春，走来大学，走来陌花绽放……

你说“不迎，不逆”；现在的我，鸥鹭栖处，养满羽翼，蓄

意带飞。不知尘埃落定，我可否浅笑倾城，洗尽烟华，凭着

追梦的骁勇，一身的才华，实现那一生的梦想？

你说不惹情思哀愁，闲看花开；现在的我，一曲离殇，

等待着他的眉目成书，一见如故。也不知，会是谁的名字，

是余生的念念不忘？也不知，这一世，又会是谁随我浪迹天

涯，后许我十里桃花？

你说孝心无价，曾听说“每一个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

母许下孝的愿望，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

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

是，人们忘了。”现在的我，开始忙碌学业，也会开始慢慢的

忙碌工作，慢慢的投入到另一个家庭，我似乎也开始忘了，

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

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

你说，爱是陪伴彼此一生的颠沛流离，我泪眼婆娑，不

愿做那样的孩子，只愿与家人不离不弃，相偎相依！

你是千山雪，我是马蹄疏淡的古路，尘世轮回不过只

绕了一个圈，让我苍山覆雪，挥剑续上词半阙！

就算世界荒芜，总会有你，陪我逆水前行。就算风雨雷

霆，背水留行，总会有你陪我枪动龙吟，威震四方。

未来的路，我不知，你知……

又一年 陌上花开
———致未来的自己
□ 工商管理学院 张怡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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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黄时，道了无数的珍重，写了无数的祝福，合了无

数张留影，随处可见夏日的繁茂。那些以为的终点，其实只

是一个携带祝福的开端。终于，毕业的玻璃窗，终究还是撞

碎了。我们都曾一心盼望飞出笼子，却在这一天真正到来

的时候，乱了阵脚。

记得我大一的时候，那是 2019年的夏天，同时也是一

个毕业季，在学校门口，我暮然回首，看到两个女生正抱着

彼此，把头埋在对方的颈窝轻轻啜泣，旁边还有个行李箱。

很明显，她们正在经历别离，这个独属于毕业季的伤感。

而我当时的感触却并不是很深，只是能依稀感受到空

气中氤氲着离别的伤感，对于刚刚认识不久的大学同学，

并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当时的我感觉我才大一，分别的离

愁别绪于我还早得很。

但这个马上要升入大三的夏天，我的感觉好像就突然

不一样了。看着昔日相处了一年多的学长学姐，即将远去，

这次我感知到的不仅有离别的伤感，还有些“兔死狐悲”的

感觉。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种轮回终将轮到我。

我们与青春不止遇见，还有别离。

日子可以倒着数了。我们用一二一开始，用三二一结

束的青春终要逝去。一年又一年，很多人当了这么多年的

学生，对学生这个身份已经有了很大的归属感，我们经历

过毕业季，却没经历过可能会失去学生身份的毕业季。如

今，这种认同感、归属感，终于是要没有了。很多人或许再

也不会见面，离开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个“庇护所”，我们

将要面对现实，是时候换个身份继续前行了。

我们的生命里，无疑会有很多个夏天，但没有哪一个，

会如今夏。今年毕业季，却也是特殊，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许多高校都相继推出各式各样的毕业方式，南京邮电大学

的校长给贴着学生照片的机器人颁发结业证书，用 PS合

成毕业照的云毕业等等，推陈述新的毕业方式倒是给历来

被冠为伤感的毕业季找补了几丝乐趣。虽毕业方式是不同

的，但对于毕业学生的祝福却都是相同的。

最后用鲁迅先生在《热风》中的一段话寄予毕业的

学长学姐。“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

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

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

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

光。”

毕业季，请把青春的故事，留在心底，留给彼此，与青

春不止遇见。

与青春不止遇见
□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 韩玉笑

我高高望你
□ 城市建设学院 申奥梦圆

我高高望你

你郁郁执笔

面目含悲成雨

眼中大雾弥散开来

离别只留泪意

我高高望你

你沉默不语

眉峰青山依旧

六月泠然锋利

我高高望你

你唇边笑意

懂得奔赴意义

世人鲜花着锦繁如星浪

你与未来皆笑望

互诉衷肠

也曾是向日葵

孤身汇入人群

成为发光体

向日葵的周围没有路

只有留给光的空气

我在六月的暮色下叹惋

在青春的肩胛里回望

离别在夏季

美好也在

车轮滚滚向前

留下的不止是怀念

步入未来撑翼而起

凭空遨游正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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