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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如若不是老师提起，我怕是快要忘

记你了。就这样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让

我有点措手不及……

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平常的夜，我

像平常一样上完晚自习后和同学一起走

了。但是，你却在那个夜里再也醒不来

了。也许你是真的累了吧，狠心地闭上疲

惫的双眼，不再睁开。我躺在温暖的床

上，你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整夜。那

是你熟悉的班级门口，旁边还放着没做完

的数学卷子，我不明白你当时的痛苦与挣

扎，但扭曲的身姿是你想要活下去的表现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这样的你，心很

痛，想要哭却发现自己早已哭不出来。

你倒在了百米冲刺的路上，前面就

是似锦的人生，可你却掉进了无尽的深

渊。失去了你，才想起去整理我和你的

记忆，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交集，最多的

就是向你这个学霸讨教那晦涩难懂的题

目。你内向，不愿意与人接触，但是你也

挺喜欢笑，很帅气。越来越少的记忆，我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你忘记……

记得有一天，那是我妈妈给即将高

考的我送饭时，我看到了你妈妈。她很

瘦小，头发有些凌乱，眼窝凹陷，脸上充

满了疲惫，她向我妈妈说；“你的孩子还

在教室里上学，我的孩子却已经没有了，

我以后该要怎么办啊！”说着说着就低声

抽噎起来。

你离开的时候想过你的爸爸妈妈

吗？想过我们这些同窗吗？想过你的人

生就要结束了吗？我们前一天晚上还见

过，第二天早晨来上学时你却不在了，我

有点接受不了。那天，学校如往常一样，

没有因你的离去发生改变，教室外，或惋

惜或欢笑，我却像失了魂一样看不进

书。我本是不相信魂灵的，但是到了无

助的时候，却又特别盼望有。

不知从何时开始的一场干旱，让雨

的飘落沦陷成为一场尘封的记忆。而我

对你的思念，也如一条行将干涸的河床

般，随逝去的岁月正在逐渐地走向枯竭

的断流。如若不是一场即时到来的雨，

我是不是就会将你就此遗忘在时光的深

处？还好，这场淋漓的透雨，终于赶在了

清明节前，为这个古老的节气，弹奏一曲

哀伤的音乐。

朋友，我想念你。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制药171 葛
笑妹

美好，真是留不住的，就像这眼前的光阴。

以前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会有人放烟火，如今不是

了。开业典礼会放，结婚生子也放，过年过节当然也得放。

以前看到烟火都会高兴地跳到窗边去看，如今却不会了。虽

然还是喜欢，但是少了一份热忱，还有那份含苞待放时的惊

喜。年龄不停增长，自己却给自己绣成了一个茧，轻易拆不

开。所有的心思都在这个茧里悄悄羽化不见了，连我自己也

不知道，怎会生出许多伤感来。这大好的季节，外面还开着

些芙蓉，粉色的花絮落满一地的忧伤，莫名想起黛玉葬花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这无缘生出的心疼，

竟让我快流出眼泪来。有人说，十九岁是最容易伤感的年

纪，也是最美好的年纪，但也稍纵即逝。

我记得那年划船赏月，烟火开在天上，我在船里，抬头

看着漫天肆意绽放的烟火，恨不能做那烟火中的一缕，痛痛

快快地绽放一次。一低头的时候，我看见这水里竟也开满了

烟火，周边全是倒映着天上的景色，原来，我就坐在这烟火

的中央，就坐在这美好的中间。虽抓不住，但却能看得见这

美的不像话的半池烟火。

半池烟火开的华丽又让人心惊。这份欢喜还真是说不明

白，我们都顾着抬头看天上的美，却想不到低下头来也会遇

见这绝美的场景。月弯弯，声声慢，故人远。过去的一些日

子就像这池里的烟火，真是美得不可方物，却也走得让我来

不及再多看一眼。弥足珍贵也是因为时光匆匆吧，像一捧流

沙，拘在手里还是一点一点地流走了。

那半池烟火啊，还有那落满一地的芙蓉，都是十九岁这

年落在我生命里的岁月，那是我的树，那是我的烟火，在那

刻相遇，定是隔着旧光阴，寻了我这旧人而来。可惜这不是

烟雨的江南，不然，一定会美得更加让我窒息。十九岁是个

隔断，过了十九岁，心思便袅袅婷婷，如那天边的一缕炊

烟，看得人心痒。但是，过了十九岁，一切也都不会再感

伤，原来洋洋洒洒的芙蓉，也会尘埃落定，像那被夹在书中

的标本，厚实且沉重。

这盛满我十九岁的半池烟火，下次再见你，又会是怎样

的心情。

国际学院国会173 李诗攀

又至一年清明时，又到先人归途中。

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古时也叫

三月节，有 2000多年历史。“万物生长此

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存长者

风”，我国历来都有扫墓的习惯，每到

清明，家家户户的后代子孙都要携带酒

食、果品等到祖坟墓地，将食物供祭在

祖先墓前，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支嫩

柳插在坟头，叩头行礼祭拜……而如

今，每到清明，却看见人们欢声笑语，

结伴出行，似乎清明成了一个难得欢畅

的小假期，而那些祖先和烈士，我们可

曾在这天纪念？

小时候读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

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就在想，为何

清明时节要小雨纷纷？为何路上的行人

欲断魂？后来明白，那雨是漫天飞舞的

泪花，是上天为逝者流下的眼泪，那行人

是为先人而凄凄怆怆的。长大后再读杜

牧的《清明》，突然有感，清明何不是一种

感恩节呢？晋文公为感恩介子推而下令

清明，今人为感恩祖先而扫墓祭奠，我们

为感恩先烈而缅怀悼念……

如今再到清明，我便感觉无数的已故

之人踏上归途……祖先踏上回家的路，看

一看几世同堂的欢乐情景，品一品子孙们

献上的一樽美酒，惦念的心也就安息了。

烈士踏上回家的路，看一看自己曾经拿命

守护的国土和亲人，国家兴旺，亲人长乐，

站在国旗下再敬一次军礼，曾经的钢铁军

心也就得到了慰藉。逝去的伟人踏上回

家的路，看一看他们曾经执着的真理，如

今使后人受益千年，那些不曾寐的日日夜

夜，也就是值得的了……

逝者已去不可追，请君珍惜眼前

人。清明时，逝者归途，请让他们看一看

我们为他们准备的酒菜，告诉他们，我们

想念您！请让他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幸

福与兴旺，告诉他们，我们越来越好！请

让他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创新与发展，

告诉他们，我们感恩您！

人生漫长的旅途不会停歇，清明是

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先人的

付出。而我们做的，除了怀念，更要孝顺

和赡养自己的父母，这也许就是我所认

为的，对清明的最好诠释吧。

暖春的微风似乎吹拂不了眼角的

泪，却能吹暖我们的心。踏青之余，不忘

祭奠，放松之余，也不忘回家看看。清明

时，归途中……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制药172班
王瀚敏

站在大连这一片土地上，看着这山

野纵横，大好河山，不禁让我想起小时

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大决战之辽沈

战役》。小时候是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中

看的，只懂张牙咧齿嘻嘻哈哈，现在再

回味一番，却也终于有了点感悟。

辽沈战役，作为三大战役之首，它

不仅歼灭了敌人 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
还让全国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

点。1945年 8月，好不容易迎来了日本

的投降，却也迎来了蒋介石撕毁停战协

议，想要称霸的丑恶嘴脸。毛泽东等领

导人经过一番审慎的考量与讨论，命令

林彪所率领的五十万东北野战军全面发

起夺取东北辽沈战役，在经过一系列艰

难险阻后，在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下，辽

沈战役最终取得了成功，辽沈战役的胜

利，使得人民解放军拥有了一个稳定的

战略后方，为后面两大战役的胜利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两种命运，两种抉择，最终我们顺

应历史发展，选择了共产主义，然而，

背后的曲折，又有谁能诉说得出来？如

今看来的祥和太平，不过是有人替我们

血流成河负重前行罢了。

历史不应忘却，英雄更应当被铭

记。《大决战之辽沈战役》让我明白，

如果坚信前方是条对的路，哪怕头破血

流，血肉模糊，就算跪着，也得给它走

完。站在大连的这片土地上，我时常在

想，要是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保留东

北这块土地意志不坚定，现在又会是什

么样子呢？还能使祖国和平统一吗？

有多大的志向，就要有多大的付

出，百万战士们的抛头颅，洒热血，

奋勇抗敌，我们应当铭记。生命只有

一次，谁的都很宝贵？可就是有着一

些人，当祖国需要他们时，，他们把命

交给了祖国，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

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他们也有亲

人，也有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啊，可是

他们不想看见自己的亲人活在颠沛流

离之中，活在水深火热，硝烟战火之

中，于是他们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

更多人，这样拥有大无畏精神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

两种抉择，两种命运，很确幸我们

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两种抉择，两种命

运，很确幸我们破除阻挠，获得成功；

两种抉择，两种命运，很确幸有人一直

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长含泪水，因为

你们尸骨长埋地下，我们却不能一一道

出你们的名字，感谢你们，替我们负重

前行。

国际学院国会172班 雷雨霏
（本文选自“连大共青团”微信平

台“连情话语”栏目）

阳春三月，大地回春却又正逢两会

召开的日子。天时地利人和，人们的目

光不住的落向了四川人大代表团里那个

名叫做徐萍的女孩。

“周围人跟我说，我很可能会是全国

最年轻的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那个在

讲坛上飒爽干练的女孩腼腆的笑了起

来。九五后，二十二岁，这个名叫徐萍的

女孩，才踏入社会不久，就已经是肩负着

重责的全国人大代表了。

作为全国最年轻的人大代表，在徐萍

当选后，四川新闻曾特意去采访了徐萍。

“全国两会，作为 95后的我，已经准

备好了!”徐萍的话语里充满了坚定与自

信。落落大方的举止，沉稳冷静的回答，

徐萍坐在镜头前，不禁让人在感叹巾帼

风采的同时，也于内心暗自问道：是什么

让这个出生平凡的女孩站在了聚光灯下

熠熠生辉？

答案或许纷杂，但需要用一生来聆

听的,却只有一条。这条答案上只有两

个字，勤奋。

是勤奋塑造了这个和我们同龄,却
已经用肩膀担起一方重担的女孩。

也许，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是循规蹈矩

的。上学，考试，升学，找工作，日复一日的

冗长生活，所有的时间都被机械性地分解，

有人颓靡，终日无所事事的空白度日，而有

人却胸怀疏阔，脚踏实地的不停前行。前

者终身都在徘徊，他们为自己的懒惰找到

千万种借口，甚至抨击后者的勤奋，但往往

成功的人，都是有着坚韧的心智，无畏重复

千百次的后者。他们之中有人被冠以天才

二字，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所谓天才，不

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了。这世上的天才所占之比不过寥寥，勤

奋二字才是通向另一世界的桥梁。

古往今来，在勤奋这座大桥上的人

数不甚数，莘莘学子便占了一席之地。

时下的大连大学里也不乏这样的人。人

文学部王欢学姐学霸之气让人咂舌，登

上人民日报获得各项大奖的金丽雅学

姐，还有诸多学长学姐无疑都是连大三

十风雨里让人新生希望的明灯。同样的

出生平凡，同样的大学起跑线，勤奋让他

们从人海中脱颖而出。

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青年要牢记，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立足本职，埋头苦干，

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用勤劳的双手，

一流的业绩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学霸来源于勤奋，成功来源于坚持，

同为国家的未来栋梁的我们是否应该立

刻行动起来呢？

时不我待，莫等闲，空悲切，且趁年

少好景，执勤奋之笔，绘灿烂星河！

中文171班 吴宇喆
（本文选自“连大共青团”微信平台

“连情话语”栏目）

夜已深，我却久久未眠，坐在书桌前，

看着面前摆放整齐的六张火车票，从大连

——沈阳——天津——北京，再以同样的

路线返程，一周的时间，我竟在这四个城

市间往返，说实话，若不是这六张火车票

真实地摆放在我眼前，我会觉得我做了一

个很长的梦。在过去的十八年岁月里，我

从未想过自己会真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即便想过，到最后也不过是不了了

之。以至于现在的我，对于这场为期七天

的旅行，有着这么大的不真实感。然而，

事实证明我做到了，很感谢勇敢的自己，

抓住十八岁的尾巴，实现了对自己许下承

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逛过沈阳繁华的两大商业街，吃到

香味萦绕齿间的特色小吃，满足了味蕾

的享受；行走于天津最具古风古韵的津

门故里古文化街。青墙红柱、磨砖对缝，

古朴隽秀，满足了视觉的享受；去到气派

庄严的故宫，在这些古老的建筑间来回

穿梭，听着讲解人员详细地介绍着曾发

生在这些古建筑中的历史故事，似乎回

到过去，亲眼目睹着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开阔了眼界也满足了对过去的好奇。

但在这段旅途中，最让我难以忘记

的是偶遇的叔叔和阿姨。不经意的谈话

间，得知我们是去同一个景点，于是我们

便结伴而行。在聊天过程中，我得知他

们早已退休，儿女也已成家，所以他们决

定在晚年去旅行。在游玩时，每看到一

处好看的风景，叔叔都会拿起手机帮阿

姨拍照留念，阿姨也很配合，脸上充满了

喜悦。后来，我说帮他们拍合照的时候，

叔叔显得有些拘谨，手不知道放在哪，还

一个劲地问我应该怎么摆动作才好看，

样子像极了在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不敢有丝毫怠慢。在我的提议下，叔叔

把手搭在阿姨的肩膀上，阿姨的双颊泛

起点点红晕，娇羞的样子好像初谈恋爱

的人儿。咔嚓一声，唯美的画面被定格

在照片中。“我和老伴奔波劳累了大半辈

子，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出来旅行

了，更别说拍合照，我都快忘了上一次和

她拍合照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小姑娘，

谢谢你，帮我们拍了张合照，让我好像又

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找回了年轻时才有

的感觉。”叔叔对我说。听完叔叔这段

话，我由衷地感动。我很庆幸在旅途中

能遇到他们，给我留下一段特别的回忆。

旅行最大的意义在于在这个过程

中，会看到很多从未见过的风景，遇到各

种各样的人，发生许多意料之外的有趣

事情，然后在经历过这一切的一切之后，

慢慢感悟，慢慢成长。在最好的年纪，给

自己足够的见识和成长，我想，我是幸运

的。脚步尚未停歇，我还在路上，期待下

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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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有见过我爷爷了，久到快要

忘记他那时常抚摸着我的微颤双手，忘

记他站在门口含糊不清地呼唤我乳名的

模样。甚至，久到我要靠脑海里那一幅

幅模糊的画面来滋养回忆，如同干涸沙

漠里穷途末路的旅人，时不时要担心会

断了回忆的生命线。

我以前总会想，当我把大学录取通

知书拿给爷爷看时，他那长长的巴掌脸

会堆满笑意，瘦弱的小腿会抖动起来，手

指会在空中飞舞，嘴巴里会含着模糊不

清的呓语，安静一会，又会开始唤我的乳

名，眼神呆滞，让人说不清他知不知道我

就在他的面前。可惜这幅画面我再也看

不到了。本以为可以拥有一辈子的东

西，却变成泡影消失了。

记得小时候，爷爷的身体还算硬朗，

没有心脏病的折磨，也没有患上老年痴

呆症，还能牵着我的手一起去上学，还能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带我上街买好吃

的，好玩的，也能在我顽皮的时候抽出他

的“挠背棍”装作要打我。但世事无常，

六岁那年，爷爷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

院。当时的我无法想象他曾经那么健康

的身体却要蜷缩在病床上靠着瓶瓶罐罐

来维持，只能在心里默念:“爷爷别离开

我，爷爷别离开我。”幸运的是，爷爷挺过

了那次手术，但也变成了医院的常客，在

接下来与死神进行的一场又一场拉锯战

中，他都赢了。渐渐地，我们对他的胜利

习以为常，却忽视了他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没有见上爷爷最后一面，那天我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第一次高三模考做准

备，中午接到妈妈的电话，她疲惫的嗓音

从电话线里传来:“你回来吧，爷爷走

了。”我当时只觉得“砰”的一声，心上的

弦断了。在我匆匆赶回家的路途中，想

起了最后一次跟爷爷告别的场景。那时

爷爷还在睡着，我慢慢走近，靠在床头，

细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庞，令人意外的是，

除了被岁月所雕刻的痕迹以外并没有被

病痛折磨后所留下的苍白与扭曲，显得

格外安详。但是他的呼吸却依旧沉重，

每吸一口气都要用很大的力气，过很久

才能吐出来，然后在他的耳边轻声说到:
“爷爷，我走了，你好好的，以后有时间再

来看你。”当时的我不会想到，这一走，竟

是永别。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

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而今，在亲身经历

过亲人的离开后，愈发觉得这句话沉重

起来。时光无情，经历了一个人的离开

后，可能只是觉得恍惚与难过。但在默

默跨过一段又一段岁月后，可能会在某

个寂静的夜晚，在梦里，想起亲人那往昔

的音容笑貌，浑然不觉，却已泪流满面。

我会好好守着心中的那颗枇杷树，

努力在你看得见的地方，亭亭如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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