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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秋兰 人文学部文学院13
级

毕业去向：贵州未名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我梦见某处 风已经发生

无需太长的路途

我不介意走到结局

再步行回到这里

我能够遇见你 已经是很不可

思议的了

遇见这件事 可以很动人

美丽 在一往情深的日子里

有谁说得清

什么是甜 什么是苦

只知道确定了 就义无反顾

你对我来说是具有包容性的地

方

成为四年最宝贵青春的寄托

过去的时光里 我内心不止一

次地崩塌

而庆幸的是后来在这个地方

我遇见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未曾做梦成为强大的巨人

当然也不希望变得无为而渺小

希望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

有过多少伤痛都舒展眉头过日

子

内心安宁 性格澄澈豁达

对每个人真诚 对每件事认真

相信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慢慢好

起来

我们在青春的旅行中季节的交

替里

努力回望当初寻找未来

在每一次微笑与眼泪中 学会

坚持与舍弃

相信我们终将在充满阳光的风

景里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

他们说 青春都一样

死党作伴 恋人未满 为非作歹

热泪盈眶 重度迷茫 怀念到死

四年一梦 终于我们走到这一

天

这世界好小 小到好多人都相

互认识

这世界好大 大到从今以后我

再很难见你

毕业之后

有些人失恋 有些人发财

有些人发福 有些人发喜帖

这些事 还会陆续发生

默契的生活轨迹将划下休止符

开始你的、我的 截然不同的人

生

可是我知道

你们还在我的青春里

永远是个少年

如果真的要在光阴与回忆中领

悟我们曾经相逢

我愿意把后半生的光彩交给你

直到你懂

我能够遇见你

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了

梁昕人文学部法学院132班
毕业去向：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我们永远在路

上。没有停留的机会，时光推着你向前，时

光在走，我们也在走。

以前总是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校园闲

逛，现在却想整夜呆在校园，即使一个人也

好；以前觉得图书馆主楼远，就呆在辅楼学

习，现在真想去图书馆主楼啊，印象中好像

还没有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呆过，如今却觉

得那个地方格外的亲切，格外的可爱。

踏进校门时我就告诉自己，当你离开

这个校门的时候，你要不一样。这样的豪

言壮志每个人最初来的时候都有，可是经

过了四年的日日夜夜的洗礼，还剩多少？

大一，和每一位新生都一样，面对全新的生

活不知所措，但每一次抉择的时候，我都选

择最艰难的路，没有为什么，因为有些苦你

避不开。因此我会去参加很多比赛，争取

很多东西，觉得大学应该去尝试，辛苦一

场，一定不会白费。大一的下学期开始，我

的所有活动都会兼顾学习，保证好专业课

的学习。可能法学专业的特殊性吧，因为

你永远不知道你要看多少书，法条又会新

修改多少。

大三、大四，法学专业的孩子头上顶

着司法考试和考研的巨大压力，眼含着热

泪、强忍着悲痛，学着摞起来超过人高的

资料书。司法考试号称天下第一考，九月

24、25号考试，而研究生考试就在 12月

份，所以其他专业可以花半年准备的考

试，我们只有2个多月。对此，很多人择

其一，很多人也冒着鸡飞蛋打的风险，争

取两者，而我就是其中一个。很多人说二

者冲突，我始终觉得只要计划好所有的时

间，把工作做到前面，确保每个环节的衔

接，是可以做到的。北京，是个神奇的地

方，有无数人说它不好，但却又有无数人

削尖了脑袋往那里挤。从我决定去北京开

始，不停有人问为什么，我说那里有股力

量指引着我向前，我喜欢迎着希望的曙光

去奔跑。

如今，大学四年在指尖滑走，我的荣誉

证书早已是厚厚的一沓，我的司法考试也

已通过，我也成为了很多考研经验贴中那

个标题——二本考生华丽转身 985、211名

校，但是，回首，最怀念的是那个曾经按时

早起、坚持拼搏奋斗的自己。学弟、学妹

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吧，你有多想改

变，就要有多敢于拼，不要患得患失，不要

自甘堕落，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一些。

大学里，四年下来，你会接触形形色色

的人，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室友，就如同亲人

一般。对于我的室友们，文字已经难以表

达我的感激之情,提起其中任何一个，我的

心中都是一股暖流，她们的包容、热情让我

四年可以毫无顾忌的去拼搏。

四年收获的何止挚友，更是浓浓的师

生情。四年，老师们把我从一个懵懵懂懂、

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培养成为一个积极向

上的青年，法学院的老师给了我他们能给

的我的一切资源，没有他们的帮助，实在难

以走到今天。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

我都会带着你们的期许，一路向前，只为当

初你们的一个肯定。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敬你们一杯

酒，愿你们有诗，有梦，有坦坦荡荡的远方，

敬往事一杯酒，过去不回头，未来不将就。

尚未佩妥剑，转眼便江湖；愿历尽千帆，归

来仍少年。各自珍重！

物理学院13级 张华辉
去向：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如果说大学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究竟

是怎样的？我想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来形容应该再恰当不过了。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一位叫李学

慧的老师。她是物理学院前任院长，虽然已

经退休了，但非常有活力。大一时，我加入

了磁流体工作室，工作室的负责老师就是李

学慧老师。老师不仅在日常的学习中给予

我们指导，更是在课余生活中教导我们更好

地为人、处事。正是因为遇见了她，在她的

悉心培养下，我从一名刚入大学的懵懂学子

脱胎换骨成为现在更加沉稳优秀的自己。

我的“脱胎换骨”，很大程度上与跟老

师很多次、很多次的沟通与接触密不可分，

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变得越来越好。其中

有两方面的改变最令我受益匪浅。

一个方面是自身软实力的提高。李老

师经常鼓励我多参加一些比赛、竞赛，增强

自己的自信和各方面的能力。像是职场达

人竞赛、高数竞赛等。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参加职场达人竞赛的时候，我很慌张，担心

自己没有很好的发挥。但是想着之前一届

届出色的学长学姐，仰望羡慕的同时还有

点不甘心，不甘心平庸。工作室每一届学

生中，都会有几个因为格外的努力而得到

李老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大多考入

985 名校读研或是出国深造，头顶多个光

环，是全院学生的楷模。我也一定会成为

一个出色的学生吧，哪怕是再困难也要咬

着牙坚持下去，我在心中默默为自己打

气。那两年与优秀的学长学姐来往较多，

时间久了，我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的深远

影响。即便是一滩烂泥，跟一群大神接触

久了，喝了太多鸡汤，也会被滋养成小神。

是李老师的鼓励让我不断地想要锻炼自

己，并且向优秀的学长学姐靠拢，才得以成

为学弟学妹眼中优秀的一员。

另一个方面是我逐渐具备了独立解决

困难的能力。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经

常会出现缺少仪器的问题。当时的我，不

认识其他学院的老师，由于比较胆怯，也不

敢去别的学院借用仪器，于是我向李老师

寻求帮助。李老师对我说：“孩子，当年的

一位学长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可一直没找

过我啊。你要是一遇到困难就来找我，那

你什么时候能够成长呢？什么时候才能独

挡一面呢？”听了老师的话，我有些惭愧，只

好硬着头皮，逼着自己去其他学院，甚至是

其他学校，找老师、研究生们去借实验的仪

器。借着，借着，自己的胆子也练出来了，

脸皮也磨出来了。

通往优秀的路是孤独的。每当动力不

足的时候，就去老师办公室听她帮助我分

析问题，她常常鼓励我。我深深地体会到

改变自己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若是没有

强者的指引助推，更是难上加难。没有老

师的帮助，我找不到努力的方向，在我走歪

的时候也不会提供指导。人都有极大的惰

性，呆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愿前行。我也如

此，跟李学慧老师接触的两年中，她不断地

激励我，打磨雕刻着我。现在回头看，我自

身的软实力提高了，也可以独立地解决困

难，遇到困难不再是逃避，而是想办法去解

决。这些能力与品质都来源于老师对我的

教导和培养，使得我在她退休离校以后也

能继续前进。

还记得李学慧老师退休的时候，我很

恐慌——没了她的指导和帮助我还能变优

秀么？事实证明，她对我这两年的培养没白

费，那些优秀学长学姐的影响也不是徒劳，

我大学最发奋向上的阶段就是从大三那年

她退休离校后开始的。在她离校后，我又取

得了一些高等级的奖项，工作能力也渐渐提

高，也不再是那个办事急躁的毛头小子了。

我们成长的路上离不开老师们的帮助

和指引。学校里各个学院都有很多像李学

慧老师一样的老师们，学弟学妹们，真心希

望你们多跟老师们沟通交流，找到自己人

生的导师。感谢所有为学生辛勤付出的老

师们，正是因为你们的存在，才让我们的人

生更加绚丽。 整理学生记者赵俊天

余雅娴 生物工程131班
毕业去向：为出国准备中
当答辩完成后，真真切切感受

到大学生活即将落下了帷幕。回想

大学四年，每一年的心态都有所不

同，每一年也都有不同的收获。大

学的四年让我学习到了好多东西，

也让我思考了好多，只希望能以一

个过来人的身份，分享自己对大学

最真实的感受与想法。

不断学习真的很重要。大一刚

刚入学的时候，就能听到有的同学

说学习无用，大学就是应该多体验，

多玩；每一节课上，你都能发现很多

人在玩手机，睡觉。往教室后排坐，

没有几个同学在听讲；一有空就待

在寝室玩游戏，看电视剧，睡觉，总

是把“没逃过课的大学生活不完美，

没挂过科的大学生活不精彩”挂在

嘴边。我也曾经做过和他们一样的

事，可当每次父母打生活费时，期末

考试突击复习时就会产生深深的愧

疚感。可能也正是这种愧疚感成为

了我的小动力，让我积极地与老师

探讨学术问题，并且参与到老师的

项目中；充满好奇地对未知事物进

行探索，四年的积累让我对科研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学习指的并不

仅仅是专业课程，还有技能，和其他

特长——看书，乐器，外语，运动以

及你想考取的各类证件。当求职时

你能自信满满地填写简历，对专业

知识和技能信手拈来，你一定会感

谢那个不断学习的你。

身体健康是最大的保障。在大

一的时候因为加入了很多社团，经

常熬夜，虽然每次都能很好的完成

工作，但是一个月过去了，我开始经

常性的头晕，偏头痛，四肢无力，特

别容易感冒，办事效率非常的低，还

常常感觉到沮丧。在报名健身之

后，一周有规律的运动，让我整个人

充满了能量，身材也越来越好了，对

自己也越来越自信了。不断运动，

也让我接触到了很多充满正能量的

人，锻炼让我更加热爱生活，积极拥

抱困难，也敢于接受挑战。

在大学里爱情是避不开的话

题。我周围有有同学在爱的时候阳

光灿烂，失恋的时候世界崩塌。但

我想说的是爱情其实是上天觉得我

们的生活太苦了，给予我们的饭后

甜点，当我们获得了它，那就珍惜

它，但不要迷失自我，因为你的甜点

只是生活的惊喜，原本的生活还是

得继续；如果失去它，也不要放弃整

个世界，因为你原本的生活就是需

要靠你自己的努力。特别是女孩

子，不要在爱情里爱得太卑微，只有

平等，有趣，独立，自强才会让你的

爱情更美味，要期待爱情，却不依赖

爱情。

实力才是你的名片。在大学四

年里，我参加过很多比赛与活动，发

现最能引起老师欣赏、同学信任，并

结交到很多朋友的，往往不是特别

能说会道的人，反而是那些沉稳，在

关键时刻提出建设性意见，并果断

解决问题的人。他们往往都有很扎

实的知识背景和技能，更能获得大

家的信任。因此，大学四年努力充

实自己，提高自己的实力，才能让自

己成为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

易得，始终难守”。当你开始思

考：我来连大做什么？将来要成为

什么样的人？

你的大学生活

肯定会过得很

充 实 ， 很 精

彩。希望有一

天，你能够坦

然的说出，毕

业时，我感觉

比以前好了，

那你的大学答

卷也就可以完

美收卷了。

英语学院13级 刘笑笑
毕业去向：金普新区法明顿学术英语培

训学校
人好像总要在最深情的时候和最爱的

人说再见，又好像是因为分别而变得深情。

2017年 5月 24日，一张大合影，一场答

辩，一顿散伙饭，我就这样和我深情付出的

四年说了再见，看似很隆重，但又觉得略显

敷衍。四年的时光，1400多个日日夜夜，就

在那一天画上了句点。没有酒后吐真言，没

有不顾后果的表白，没有毕业旅行，没有做

那些我以为会做的疯狂的事，大概，这些事

都藏在这四年里了吧。

2013年 8月 28日，那个大雨瓢泼的夜

晚，那晚，多少像我一样的新生被困在连

大的某个角落。那一刻无助，想哭，但是

还是得在雨夜里奔跑，于我而言，周遭的

一切都是陌生的存在。后来，南 16的小空

间里就成了我们的家，四个人曾经有摩擦

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亲相爱一起胡闹，

我们会一起逛宜家就为了拍照，中秋节元

宵节就会在寝室里点一堆外卖大餐过节，

因为有南 16那个小窝，在外地求学的我们

才不会觉得孤单，反添了些许温馨。我们

总说，十年修得同船渡，那得要多少修行

才换来这天南海北四个小伙伴儿同屋共眠

的四年啊。 现在的寝室里，叫一声都会有

回音，可爱的人儿都奔向各自的未来去

了，只留下了约定：老大红妆嫁人日，便

是寝室四人重聚时！

这四年，走着走着就会有奇妙的缘分出

现，一个不经意，就有了这许多的故事。大

学里有这样一个朋友，我们会一起工作，吐

槽哪个老师要求太多，最近活动有点累；后

来，我们会一起约着上自习，偶尔偷拍对方

玩消消乐的样子，发个朋友圈，揭穿她伪学

霸的真面目；我们会在大家都在写作业的时

候约出去看电影吃烤肉，抓拍对方丑陋无比

的吃相；我们会相互诉说自己心底的秘密，

开导对方；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是对方耽误

了自己脱单的大好时光。就这样闹了两年，

终于，我们说了再见。那天在楼下，她哭着

不让我去送，拥抱着说：“赶紧找个对象，我

好放心！”我含着泪说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

“滚！”

她走了，去了彼岸的日本，这一次我们

没有约定再见的时间，地点。或许下一次我

们还会去看电影，吃炖菜，去看海... ...
都说，大学里最不可或缺的东西就是

爱情。甚至还有人说，没有谈恋爱的大学

是不完整的！那么，我可能拥有一个残缺

的大学生活了。但是我不觉得遗憾。大三

的时候，我遇见了可爱的翻译152班，我会

为他们的成功而骄傲，为他们受挫而心

疼，会被他们为我准备的小惊喜感动，也

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心意，就这样来来往

往。遇见他们的两年，是我大学生活比同

龄人慢下来的两年。是他们让我觉得我是

个可以温暖别人的人，是他们让我觉得我

可以做这么多；是他们让我觉得生活还可

以这么精彩，这么充满阳光！那天，他们

哭着跟我说再见，我也留下约定，我还会

回来，像今天你们送我一样。

长亭折柳，这个季节太多离别让人伤

怀。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同窗好友。每次送

他们回来，我都会使劲地看一眼校园。图书

馆，青年林，纪念园，人工湖……替他们再看

一眼，也替我自己再看一眼！四年好长，长

到图书馆变了样，长到原来南一的地上都长

齐了一人高的杂草，长到南区的小水渠变成

了美丽的湖；长到学院的人来了一拨又一

波，四百多人我能叫出名字的越来越少……

四年好短，我还没来得及吃遍所有连大的食

堂，还没看到新的南一拔地而起，还没细细

品味这里的湖光山色，还没好好谈一场恋

爱，就这样，结束了。

四年，新生到毕业生，我的连大，你赋予

我太多角色，你也封存我太多记忆。在这里

的青春，请你帮我保管——我曾是少年，我

曾是你的莲子，我曾是你故事的编辑员，我

见证了你的蜕变，你成全了我的青春誓言！

再见，我的连大，再见，我不羁的岁月！

护理学院13级 许冬蕊
去向：北京协和医院
四年前，我们带着中学时的青涩来

到大学。大学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们

对大学充满了期待，其中就包括渴望能

有一份美好的爱情。

说起我和他的相遇、相知、相识，似

乎都是偶然，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是天

意。因为一次运动会，我和他变得熟络

起来。当时的我都不曾想过和他现在的

关系——携手走过大学四年，在同一个

地方上班，未来的日子也会一起走。

我们的爱情始于那一天。他突然

将手从后背搭上我的肩膀，说：“咱俩处

对象吧。”没有鲜花，没有蜡烛，没有多

么深情的告白，跟电视剧里演的一点儿

都不一样，我们很接地气。

一路走来，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

充实的大学时光。我们一起上课，一起

去吃饭，一起在图书馆里学习，我们的

身影穿梭在校园的每一寸土地上，我们

一起感受着连大一点一滴的变化。

相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

们有过无休止的争吵，但是争吵过后我

们反而会更加了解彼此，心也会走得更

近。随着大四实习期的来临，我们不得

不面对现实，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最初

我想去北京，而他想在大连，原因都是

彼此想离家更近一些，而这就意味着我

们可能要异地恋。这种情况并不是我

想面对的，因为我对异地恋没有信心。

我对他说，你要好好想一想，这种思考

要以你自己对今后的打算为主，我们不

能成为彼此的绊脚石。仔细思考之后，

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决定和我一起去北

京。他说去北京机会更多，虽然压力也

会更大，但是只要有我陪在他身边，他

什么也不怕。因为了解他有多么固执，

所以这份改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惊

喜、感动与安心，让我更加坚定了这份

感情。就这样，我们携手来到了未知的

北京。

虽然因为成绩的不同，我们分到不

同的医院实习，但是我依然很满足。在

北京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了斗志和干劲

儿，虽然有很多困难，日子也过得很辛

苦，在彼此的陪伴下，这些都算不了什

么。最终我们都通过实习的出色表现

留在了各自的医院。我们的关系就像

生长在两个地方的大树，从表面看上去

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枝

丫，但是在看不到的地下，我们的根却

已经交织在一起，相互扶持，相互鼓

励。我们都有独自的空间，却又彼此分

不开。如今有了稳定的工作，这是让我

最觉得心安的事情，因为离我们的将来

又近了一步。

大四实习结束后，我们一起回到连

大，完成了大学的最后一次考试，照了

毕业照，办好了毕业手续。如今即将离

开相处了四年的校园，我们怀念挥洒汗

水的操场，怀念高大上又有内涵的图书

馆，怀念绿树成荫的博林路，怀念南二

食堂的米线味道，更怀念的是我们结缘

的护理学院，想念并感激支持我们关爱

我们的老师……

可能每对情侣热恋期间都希望今

后像诗经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说的

那样完美，但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是

一辈子的功课，充满了美好的同时也会

有很多意外的小插曲。在爱情面前我

们要敢于承担，我们要真情相待。爱情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没有杂质的，虽然

毕业了就要开始面对现实生活的残酷

与考验，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两个人之间

还有信任的存在，不忘初心，就一定能

够度过所有的磨难。

采访整理学生记者欧籽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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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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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遇见你
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了

毕业生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