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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静好
往事依稀，韶华空明
素时锦年，稍纵即逝
半载青春年华
似沙漏般，弹指间，流在昨天
大学这本书，就快要被我们翻完
却还是忍不住
停下轻抚书页，一翻再翻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是那段与你一起走过的,
有笑有说的路。

我怀念的，
是学校里深秋中动人的金色。
但夏天一走，
你即便来临，我也无缘见你。

我怀念的，
是食堂里打饭阿姨颤抖的手，
和已经吐槽了无数遍的菜，
可是现在能尝上的次数，
已然屈指可数。

我怀念的，是已越十级的妖风。
多少个夜晚，感叹外面风的呼啸，
感谢寝室的温暖。

我怀念的，
是上课路上随我一起的猫咪，
毛茸茸的，甚是可爱，
可是现在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小猫咪，真是不舍呐。

我怀念的，还有许多许多。
你啊，藏着我的许多青春回忆。
或许在我出走半生之后，
归来时见你，一如年少模样。
可是现在，终要说声别离。

你是否还记得，初入连大的你
对她的一切满是憧憬

秋日里，微微绽开的小雏菊
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走过那看不腻的有名湖
逗趣湖里悠哉的小鱼

冬日里，
南方的你，
可能没看过湖水结冰
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去而复返
用脚尖试探着厚度
北方的你，
可能没感受过如此暴躁的风
来去匆匆，纵然寒冷
心里却是有着一丝丝激动

春日里，
清风拂面，乍暖还寒
万物更新，春意阑珊
无论是刚刚冒芽的嫩柳
还是花朵早就菡萏的迎春
我们都忍不住一看再看
夏啊，
还有那热情似火的夏……

我们的故事
兜兜转转，岁岁年年
铺雪种字，听风絮语
在诗与梦的连大

新媒体工作室谢盼盼刘千慧罗灿

不问你将去何方
送你一匹马
让它陪你乘风破浪
勇敢闯天涯
在那连大的时光
微风最无价
等你前程繁花似锦
别忘记连大
或许钟楼钟声响起
我们已分别
或许我们各自启程
过过这人生
或许等你独立黄昏
才会怀念吧
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

远方的你已长大
送你一匹马
让它带你以风为伴
驰骋在过往
那年博学大楼下
稚嫩的脸庞
清源拥挤的人潮里
笑语成过往
初次见面脸红心跳
四年的同窗
闲暇夜晚南操跑道
星星在说话
似水光阴光阴似水
我们已长大
四年不过只是一刹那
或许那天夕阳西下
我们各天涯
或许我们不必说话
静静看晚霞/远眺着连大
或许等你看尽繁华
才会明白吧
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
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
步行人工作室张胤祺

早晨睡醒，拉开窗帘，往日刺眼的阳光变得

温和，阵阵蝉鸣从远处的树里传来，随风飘来的

还有“我们毕业了”的声音。抬起头，才发现，夏

天来的那么真实。

我听到有人在唱“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

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

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

们的春秋和冬夏。”夏天到了，毕业季毕也来了。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盛大的筵席，总有散

的时候。总觉得在大学的四年像一场热闹的宴

会，当四年前一起赴宴的时，今日就已经在脑海

盘旋。但从来没有，它会来得那么快。于未毕

业的我们，当我们还在原地回想的时候，已经有

人匆匆的从身边走过，走出校园，再也不会像以

前一样可以挥斥方遒。

6月，毕业季。回头看看，毕业的学长学姐

一定很怀念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吧，怨恨过，发

誓过，但在回忆的时候才发现那些艰难的日子

是多么美好。但是别离已注定，何不潇洒转

身？前面的路虽然充满未知，却也新鲜刺激。

背上梦想的行囊，大胆走出去。你会发现：毕

业，不是青春的终止，而是青春新生活的刚刚开

始。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却各奔东西。

或许你还在准备，可是剑未佩妥，出门已是江

湖，或许你还在感叹酒尚余温，入口不识乾坤。

可是毕业已在眼前，过去种种已不再重要，出了

校门，想必又是另一番天地了。世界这么大，你

该去看看，可是当你看尽了这世间的繁华，望你

能不忘初心，我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或许因为我还未毕业，懂不了你们的依依

不舍，可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向前走，路过

的都是风景，人生还在前方。因为大学，你们从

五湖四海会聚在一起！四年生活忙碌而闲适，

学习紧张而刺激，友情诚挚而纯洁！春去秋回，

时光荏苒，岁月带走了你们的稚气，留下了永恒

的回忆。未来在哪里或许并不太过重要了，重

要的是，大学四年，你们曾经一起走过，一起在

彼此的生命力留下了那个名为回忆的东西。

总是喜欢将毕业与成长和时光两个词相

连。成长的过程伴随着内心的逐渐强大，最好

的时光总是不自知的。如果有那么一刻，回首

时发现，跌跌撞撞的过往可以让你心怀感激，所

谓的结果又是长久以来的期望。那么，也许这

就是最好的时光。

此刻，你们即将告别，不想说青春散场，因

为梦想正从这里拉开帷幕。作为还没有毕业的

我们，该以你们为榜样，也该不辜负我们在学校

的每一天，你们向前走，我们也不会停留在原

地，期待我们毕业的那天，可以拥有你们脸上那

般明媚又自信的笑容，而现在，能给你们的，只

有祝福，愿你们拥有锦绣前程，愿你们得偿所

愿，或许功成名就太难，我祝你不辜负每一天。

信息学院17级 吴玥烔

班里 27人，如今还剩 17个，一个当了兵，五个

考了研究生，三个准备二战，剩下的都找好了东

家。吃散伙饭的时候大家哭的都很尽兴，便宜的啤

酒难喝到不行，我们依然喝了很多很多。大家搂在

一起，举起酒杯，大喊着“毕业快乐”。干完一杯之

后，总会有那么七、八人搂着继续喝下去，借着酒

劲，把那些想说的、能说的、不能说的话都说出来，

然后抱头痛哭。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那些以

前看似一辈子都不能释怀的各种事情也就是些鸡

毛蒜皮。我们从天南海北相遇，最终又分散到天南

海北。我记得有句歌词说：“明知要分离，又何必要

相聚。”现在想起来，青春之所以美好也许就是因为

它终将会遇到离别。

回想属于我的大学四年，过得也算充实和精

彩。

大一时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摆脱了高中的束

缚，烫着一脑袋卷毛，激情似火。那时不知道自己

热爱什么，索性拼了命把能参与的都参与到，加入

了学生会、社团、工作室、礼仪队、舞蹈队，在十大歌

手的比赛上快乐的唱着《假行僧》，毕业生晚会上快

乐的跳着《青春修炼手册》，上着早操早自习，不断

的在各种组织、场合里扮演着各种角色，几乎不知

道什么是疲惫。

大二是感触最深的一年。我更加了解自己，明

白了热爱的是什么，学会了取舍，把主要的精力都

放在了学业和学生会里面。刚换届不久，几个核心

成员都不够成熟，于是我们天天泡在CC空间里，只

为讨论出一个活动方案，这个过程里有欢笑、有争

吵、有误解还有眼泪。印象最深的是有个人在讨论

激烈的时候竟然把自己的手机从二楼摔飞到一楼，

几个女生吓坏了，下楼捡回来手机，红着眼睛继续

讨论。我想这就是大学的魅力吧，只要你足够用

心，它总会给你机会认识一些人，让你跟这些人不

图回报、不遗余力、心甘情愿、同甘共苦地做同一件

事情。在这个过程里所收获的友谊是最单纯、最美

好、最重要的，其余的成长和历练，也许只是附属

品。

大三是迷茫困惑的一年。我开始学会有针对

性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参与各种比赛、培训，听

各种讲座，跟各位老师取经，进行一些宣讲，继续在

学生会里担任更重要的角色，甚至还作为学生代表

进行了一些演讲。也是这个过程中，强烈地意识到

自己作为一名学生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也是这个

时候，我开始觉得我的大学里始终有着遗憾和缺

陷，让我惭愧、无奈也自责。我开始反思和困惑，开

始思索大学生活的追求和理想。为了不被这种迷

茫情绪影响，我努力做好每一件我热爱的事情，最

后得到了一个“付出型选手”的称号。我很开心，也

很矛盾，我原本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但是为了

能让工作进展顺利，我变得有些小心翼翼、磨平棱

角、失去个性，少了些自己的“特质”。现在的我才

慢慢想通，也许有些“自由”的快乐只是飘渺的想

象，失去棱角的我们才开始懂得生活、走向成熟。

我仍然欣赏并羡慕那些拥有独立人格、坚持自我锋

芒的人。但是大学里哪种选择都没有错，关键看我

们自身更在乎什么。

大四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树立起了我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我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经济、政治，

学习历史。受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开始学会从更高

的角度思考问题，这让我更具有胸怀，让我开始更

加关注一个人的优点，让我更加愿意站在别人角度

思考，让我发觉一些看似尖锐的矛盾其实根本不值

一提。这对我今后的工作、生活、为人处事都带来

了很大的帮助。我开始对更多人敞开心扉，即使他

们曾经伤害过我，即使我也曾讨厌过他们，从主观

层面上世界变得豁然开朗。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和

他人的相处也充满快乐。在我看来，也我们一辈子

都会很平凡，只要能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主见，

不任由群体摆布，我想我们就都是光荣且快乐的。

行动上我也没闲着。从学生会“光荣退休”后，我跑

到了北京，跟风去了两个互联网大厂实习，经历了

短暂的工作，听了许多建议，才发现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适合什么，最终决定了自己要签的工作。

文章的最后，还是想再矫情两下回应下标题。

毕业来临了，最近哭了几次，一次是在毕业生晚会

里，一次是送最好的朋友离校。发过一次关于毕业

的朋友圈，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毕业快乐，我明白

这都是美好的祝福，但是毕业怎么会快乐呢？我从

此不再是那个单纯可爱的学生了，我要变成“社会

人”了，想到这我就会有些感伤。我不会祝大家毕

业快乐，我希望每一名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有

感动、不舍到流泪的时刻，都会在脑海里闪现过那

些能让你珍惜到流泪的人和事，都会哭，都能轰轰

烈烈地哭，开心放肆地哭，祝你们都哭得灿烂，丑也

无所谓，只要能哭得尽兴，能把大学里所有的不舍

和眷恋都努力释放出来。这样我们才能放下，收拾

好行李，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就像非主流时期流行

的一句个性签名：“青春是道明媚的伤”。大学充满

着无限美好，就算是伤口，那也得是五彩斑斓美得

像花儿一样的伤口。就算想哭，那也得哭的星光灿

烂梨花带雨。祝我们这些告别大学的毕业生哭的

愉快，哭的自在！

大学四年，羁绊一生，不期而遇，幸而有你，爱

你们，走心了。 机械学院14级 陈喆

经管学院 刘倩:很感谢经管老师们这四年的培

养，国贸教研室老师们的指导。学生即将远行，即

将离开母校，对每位老师们说一句：老师，辛苦了！

英语 刁雅丽:感谢你们的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感谢你们的循循善诱，感谢你们以身作则，为我们

树立

好的榜样。你们是我生命里的一道光，我会带

着这份亮继续努力！

人文学部 陈雯娜:我特别喜欢薛杨老师、王娅

玮老师、李索老师和高日晖老师，很想学习他们身

上那种敬业的精神，很感谢大学遇到他们，良师益

将来。

人文学部 高吉德:最感谢和不舍的是我的导师

郝虹教授。感谢她在我准备论文期间的辅导和指

正，不仅在学习上，还有生活里也给了许多建议和

经验。祝愿郝老师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

福。

物理学院 高飞扬:很感谢老师大学四年里的关

心和关爱。现在快毕业了，即将面临来自社会的各

种压力，才意识到同学和老师们的可贵。真的很感

谢大学里老师们不厌其烦的指导和教诲。

信息学院 龙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维尚老

师，他很绅士，很有原则性。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他

很耐心地指导我们，在课堂上授课时很负责任，是

学生们的好老师。我想对高老师说，谢谢你！

生命学院 王慧敏:我想对我的导师说：“我们都

很爱上你的课，你总是能把我们的上课情绪调动起

来，我们上你的课积极性很高。你乐观向上的性格

让人特别喜欢，待人温和，和蔼可亲，好想再上一堂

你的课！”

建工学院 邹严:我很想感谢几个院长和老师

们：“很感谢优秀的你们一直这么负责任地教我们，

谢谢你们把你们多年来的学习的知识、积累的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做毕业论文

时很耐心地指导我们！总之，千言万语凝成一个

‘谢’字！

日语学院 王阳:感谢日语学院的院长和老师们

的照顾，日语学院温暖如家，毕业前是师生毕业后

我们是朋友，他们曾说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们做

得到就会帮助我们，我会谨记院训，学好日语做个

好人，不愧对老师们的照顾。先生方、いつもお世

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こで感謝の意を表し

たいです。

国际学院 魏星宇:四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回

望，隐约看见了刚来大学时懵懂的自己。是那么温

柔的静姐，还有各科老师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走

到现在，成就了四年后的自己。感谢的话在这里反

而显得苍白无力，一个拥抱足矣!

建工学院 张青:大学四年，专业老师和辅导员

们对我们就像父母一样。我们没做好的事情也经

常包容我们，使学校对我们而言就想家一样，特别

温暖。

体育学院 王曙:大学毕业了，想表白所有体院

的老师们，表白运动训练14级所有同学们，怀念每

天都上课的日子，再见了体育学院，再见了大连大

学，我还会回来打排球的！

人文学部 孔文超:各位老师：请您按时就餐，细

嚼慢咽，每顿七八分饱。请您坚持运动，强身健体，

每天五六十分。祝您术业功成，桃李满园，笑立三

尺讲台。

国际学院 符轩:大学的这几年非常感谢有给位

老师能够给我提供学习上的帮助，也是因为有老师

们的存在，自己才没有荒废大学时光。即将前往澳

洲留学深造，让我更铭记老师的教导。

医学院 杜丙秀：你的游泳馆真好，你的操场真

好，你的图书馆真好，你的每一个角落都那么美好，

想把你打包回家，可是却什么都带不走。

信息学院 李明昊:它让我体验到了很多以前

从未体验过的事，那些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初体验也

是最棒的体验，感谢连大，也祝连大越来越好！

环化学院肖琴:毕业那天我是第一个从宿舍搬

走的，宿舍好多人的东西都还没带走，看起来好像

要放一个长长的假。四年匆匆而过，别了，大连。

人文学部 马若凡:我在懵懂和好奇中初识连

大，在激情和热血中享受连大生活，在寝室图书馆

两点一线的生活中逐步接近自己的梦想，梦已实

现，惜别连大。感谢连大，感谢相遇，我定会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

人文学部张梦格:我们的大学，而它也有着另

一个名字——成长。而你终究会感谢这里，感谢自

己的选择，感谢这匆匆无悔的四年。

日语一个不想署名的学子:祝福大连大学灿烂辉

煌，在千变万化的社会中仍能做莘莘学子的理想国。

机械学院 梁盼英:有人说，当离别变得平和，那

么它便是在你心中住下了。告别了年少，可我永远

不会告别你，在未来过五关斩六将的岁月里。

人文学部 罗淑峤：我很感谢母校温暖的怀抱，

是她，记录着我一点一滴的成长，给了我知识和力

量。在临别之际，我希望母校的未来能越来越好。

人文学部 张旭：郑重的和大连大学说一声再

见。遇见你，山水一程，是我的三生有幸。祝福你，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日子里依旧熠熠发光。若是一

别经年，他日相见，十愿我们依然灿笑如初。

信息学院 彭斐:感谢母校以及遇见的可爱的

你们，给了我面对未来从容的底气和坚定的勇气，

还有最美好的年华。

环化学院 黄莹:四年过去，新的图书馆，新的教

学楼，新的稚嫩的面孔，而我们，也将开始新的征程。

人文学部 王慧宁:我实现了心愿，见证了大连大

学取得的荣光，见证了什么是时光荏苒，人才辈出，而

我也会在未来的路上心同母校一起，不断前行。

经管学院 高汝佳:学校的新楼还没来得及体验，

学校的食堂还有些想吃的东西，还没听够老师讲的

课，亲爱的同学们还舍不得分开。每次分别都是为

了更好的相见，希望再见连大之时我们都更好。

生命学院 朱安琳:大学四年只是人生长河中

微不足道的片段，但它又注定是最美的花样年华，

是最不堪回首，却又无法忘怀的时光。愿连大更加

辉煌！

机械学院 冯宇:在几百所高校中我去了连大，

在几百万高考生中连大选择我，我觉得这就是缘

分。走的那天真的舍不得，舍不得连大的一切，真

的谢谢连大！

信息学院 贺腾达:希望咱们大连大学越办越

好，人才辈出，芬芳桃李满天下

体育学院 张秉禹:曾经我羡慕校墙外的世界，迷

恋那红灯酒绿，当走进这个世界，却发现母校的气息

是那么的芳香，而这种芳香只能在记忆里回味。

物理学院 张佑丹：我的大学生活里有过欢笑，

有过泪水，有过幸福，有过悲伤，有过冲动，也有过

懦弱，有苦有甜，有悲有喜，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美

好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了。

音乐学院 田烨：我想我一定会怀念大学生活，

但我不会选择重新来过。因为下一阶段的生活，定

会同样精彩，梦想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体育学院 王东宇：虽然运气也是能力的一部

分，但是实力才是王道!无论身边发生了什么，都要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英语学院 刘砂：大学四年，你们给了我最美好

的记忆。虽已分别，但我仍然相信，再见不远。希

望你们都能走出自己理想的人生轨迹。326永不平

凡！

人文学部 杜欣潼：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够在新

的起点继续认真的生活“任何事情都会有皆大欢喜

的结果，如果没有，就证明还没有到最后。”因为，我

们，来日可期。

环化学院 马彩玉：在离家几千公里的大连，我

感到很温暖。衷心希望我的老师们工作顺利！心

想事成！希望我的同学们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国际学院 李旭辉：在校报三年，我从大一躲在

后面说一句话都会发抖的新人变成了坐在会议桌

前面高声言谈发表自己言论的负责人。如果说要

对校报及伴我一起有过的朋友同学们说一句话，我

只想说谢谢。

生命学院 王乐升：我希望每一位走出校园的

同学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不要屈服于所谓的

社会现实，多思考多尝试，愿成功！一路顺风 善自

珍重！

教育学院 刘译临：希望教育学院的每一位兄

弟姐妹都能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培养出祖国优

秀的花朵，前程似锦，来日江湖再见，可否举杯畅

饮。

护理学院 护理142班 任闽敏：终于到了毕业

的这一刻，从此距离改变，年龄改变，生活改变，但

不变的是我们的情谊。以后我们不再是好友，却是

回忆中的老友。

日语学院日语145班 雷景尧：离别在际，感谢

大学四年在我身边的你们都爱干净，不抽烟，也不

喝酒。很多话和祝福不知从何说起，就希望我们都

能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吧！

美术学院 王海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

往。”愿我们带着彼此的祝福前行，愿明天和过往都

是美好的回忆，愿往后人生路光明而坦荡。

人文学部 袁佳敏：愿下次相见，你我就算无

言，却也热泪盈眶。从此山高水长，必当念念不忘。

生命学院 孙连月：再也没有连大的妖风肆虐，

也没有彼此陪伴嬉笑，但我最爱的生工142，请每个

人都要继续优秀下去！

生命学院 张垚：大学是用来历练的，首先给自

己定一个高的目标，切合实际地去努力，从各个方面

提高自己。并且多给就业分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些

就业信息，这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

环化学院 吴成飞：临近毕业才能体会到，说毕

业快乐都是骗人的，离别总是会催人泪下。愿学弟

学妹们能够珍惜在校的时光，用心对待每一个人，每

一件事。这样毕业时也就少一分遗憾，少一分愧疚。

信息学院 甘天江：精神上要独立自主。朋友可

以很多，但挚友一两个足矣。要提前做好规划，如果

打算考研就不要挂科，如果以后打算找工作就要多

多参加活动锻炼锻炼。

护理学院 杨敏：一句话送给你们：与其临渊羡

鱼，不如退而结网。

旅游学院 牛萌萌：学习方面要尽全力，其实倒不

是说学到多少专业知识，而是学到一种思维方式及逻

辑。生活方面不要一直宅在宿舍里，走出宿舍你会发

现原来外面有这么多有趣的人和事物！在有限的大

学时间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读书，旅游，交友！

机械学院 翟中杰：大学里一定有明确的目标，

要做一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并为之去努力。或

许你没有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没有进入自己心仪

的学生组织，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要知道自

己在大学里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然后为之去努力。

机械学院 郭星健：人生如路，需从荒漠走向繁

华。希望在校的学弟学妹们把握好在校的学习生

活，巩固好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学会将专业知识与

社会相结合，更要学会如何为人处事。

经管学院 祝艳玲：大学想好自己以后要从事什

么，喜欢什么，尽早地为你的目标做准备，不然毕业

了会很迷茫。

医学院 唐安达：生命的骄傲和生活的热闹一

个都不能少，愿你们不负时光，活出一个不留遗憾

的大学。

环化学院 李大正：连大学子永远不会停止前

进的脚步！

医学院 郭龙华：光阴不负人生，希望你们能珍

惜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

建工学院 杜义伟：开始的时候你或许会很讨

厌你的专业，但是一定要静下心来努力学习，钻进

去，展开来，总有一天你会有所改变的，无论学业或

是人生。

信息学院 赵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这虽然讲的是治学，但对人生同样适用。你也要

坚信黑夜之后会有黎明。

音乐学院 杨宇：这世界上最美的声音不是谁的

歌声，而是内心的声音。没有目的的时候是危险

的，你要尽快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自己喜欢的。不

用多想，跟着那声音走下去。有时真像那句歌唱的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莫回头，莫回啊头！”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我的连大 再见，我的连大

送你一匹马
（连大版）

请大步向前请大步向前

写给敬爱的老师 写给心爱的连大

写给亲爱的同学 写给可爱的学弟学妹

祝大家哭得灿烂祝大家哭得灿烂

毕业季专版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 杨福生杨福生 商哲商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