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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学弟、学妹：
你好啊！我是你的学姐。

作为一名曾经经历过大一学年的学姐，一年

里，我经历过许多迷茫，委屈与自我怀疑。与此

同时，也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

还记得，一次活动之后，有个比较要好的同

学向我抱怨说，她的一个学姐太高傲了，做什么

都是高高在上的，好像她有多了不起似的。听到

这，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在许多学弟学妹眼里

的学长学姐都是这样的吗？而我打心底里一直

想做一名合格的学姐。

因此，我下定决心写这封信，希望能够帮到

你们。

1.临时抱佛脚虽有用，但要做更好的自己。

“大学就是四个月的幼儿园加上两个星期的

高三。”

大学的学习氛围比较轻松，所以许多人在平

时的学习里放纵自己，到了临近期末的时候就开

始通宵狂背知识，以应付期末考。这样的做法虽

然能够过期末考试，但学到的知识却不扎实。在

学姐看来，平时多去图书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的能力；积极参加各种比赛，获得奖励和名次才

能做到更好的自己哦。

2.学会为人处事，凡事说到做到。

俗话说得好，大学就是一个小型社会。

记得大一上半学期的时候，我答应班委帮他

们做事，但后来因为自己做事总是不慌不忙，再

加上比较拖沓，没有做到自己答应的事。因为这

件事，班里“特地”开了个班委批评会。这件事情

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疙瘩。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做事为人，当然，更重

要的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时刻提

醒着自己要谨言慎行，言而有信。

3.社团在精不在多，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到了大学，每天都会有很多的社团来招募新

成员，听着他们的介绍，每个同学都可谓蠢蠢欲

动。面对五彩多芬的社团不免有些迷茫，所以这

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辨别，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

也不要参加太多的社团，两个足以，不然它会占

据你大部分的时间。而这两个社团可以一个是

自己有兴趣的，另一个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像学

生会就是一个很能锻炼自己的学生组织。而适

宜的公益活动也能给我们独有的感动。

4.有朋自远方来，善辨善待。

刚刚融入一个集体，步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无论是在大学还是社会上，交朋友的捷径就是聚

餐（各种局）。这就注定了开学初，有着非常多的

饭局。虽然在这上面我们能认识很多人，但是这

个支出要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而当大家慢

慢的熟络起来后，我们就要学会辨别谁才是真心

待你的朋友。

5.在空闲的时间，找一份能够锻炼自己的兼

职。

外出兼职，也许有的人难以接受，甚至难以

启齿。但是，在兼职过程中，你不但能将自己所

学到的东西学以致用，还能锻炼自己各个方面的

能力，像与人的沟通能力，像对突发情况的应变

能力……这些是在课堂上所学不到的。所以，我

非常提倡你外出兼职呦！但是，外出时要注意安

全。

书信毫米，情意千斤。期待开学来与你们的

首次见面！爱你们哦！

此致

敬礼

人文学部中文163 王美兰
2017年9月1日

我们相会于大连，
我们相聚在大连师专
我们相识于夏家河海畔
我们倘佯于鞍子山
我们同窗三年
我们却三十年相牵相念
我不记得多少次与你梦里相逢，
也不记得多少次盼与你相聚联欢……
三十年不算太短
但又似“弹指一挥间”
许多旧事似已模糊，
当我们相逢又似在眼前
我记得手提一口木箱走出乡村，
一身补丁，一身纯朴离开家园，
一趟绿皮火车，叮咚作响
一切的行囊集于一肩，
来到夏家河，来到鞍子山

我记得我们足球场上流血流汗，
月光下为增进球技而相互对练
更记得本是一场友谊赛，
却演变成了一场两个年级拳脚对战

我记得排球场上男女组队
为一个好球而欢呼，为一个坏球而
抱怨
我记得二两老龙口使我们陶醉
也记得与圣军老大共吃一盒米饭
老大，兰军你们在天堂可好？
我们相聚，也有对你们的怀念

我记得为练书法到处搜罗费旧报纸
也记得曾多次模仿“植元”
我记得你主持的广播站，音响传遍
校园
我记得我们共唱“小螺号”
也记得我们追星程琳，邓丽君，程方园

也还似乎有“迪斯科”音乐响彻耳畔
我记得与你畅游在夏家河海水中，
虽无”到中流击水”的气概，
但是畅想未来，永不言败，面对蓝天

更记得三人行于冰上，如北极冰原，
手持竹竿，一瓶白酒，一段绳索，几
片干面包成就我们的探险
我还留恋图书馆的书香，
博览群书如入蜜园
一册杂志带我走遍世界
一本《读者》让人回味留连……

我记得我们实习于营城子，
初为人师于二十八中校园
初中的学生在学问上没有难倒我
但是，人生问题却让我难堪

一个小女生向我发问“如何谈恋爱”
让我当时困窘得口吃红脸……

我记得，夏家河海水一望碧蓝，
沙优水浅，令游人窥之忘返，也是我
们嬉戏的乐园
小小的游船，笨拙的双桨，常把手磨
出老茧
我还留恋那不巍峨，却有点险峻的
鞍子山
秋日里四处散布着果香，
漫山的野花也是我心中的桃花源，
撷两颗山枣，
从里到外透着一股酸甜

俱往矣，我的美好，我的青春校园
惊回首，我们分别三十年，相念相牵

三十年
想过去，我们意气风发少年
而如今，白发已将双鬓浸染
我虽未曾提起，怎能不把你挂牵……
当你失落时，我也暗自唏嘘
当你成功时，我也由衷赞叹
当你生病时，我也想隐瞒
当有受伤时，我也对天企盼
当你离去时，我也曾暗自哀伤不觉
泪含双眼
当我们重逢时，我也疯狂，我也撒欢
每次的相会，都是深深的恩缘
前世无缘，今世怎能相见？
悠悠三十年，眨眼一瞬间
相聚三年，相守三十年

信息学院 陈胜贵(作者系我校
物理系87届毕业生）

那天天气晴朗，孩子们吃完饭后早

早就来了教室。我们在房间休息，珍惜

着此次相处的所剩不多的午间。房间门

被敲醒，一次两次……是孩子们，带着礼

物的孩子们。他们预感到了分别，所以

比早就知道要分别的我们先发起了告

别。

其实回忆起来时间很短，能做的事

情也屈指可数，我们能带来的影响也许

最多能维持这一个夏天，但为了那或许

能延续多年的品质就应该付诸努力。

我负责的是写作课。一开始上三、

四年级的课找到了作为支教老师的感

觉。他们充满活力又懂得交流，也教会

我应该怎样去授课才能让他们学到他们

想学的。三、四年级已经开始写作，懂得

描写手法，懂得运用修辞手法，我们曾经

就如何正确运用排比花了一整节课的时

间还意犹未尽，孩子们太有趣了，年少不

知愁滋味，在众多作家眼里属于“悲伤、

萧瑟、凄凉”的秋，在他们眼里是夏季比

不了的凉爽，是穗子低垂着头的玉米地，

是丰收，是成熟。而一、二年级刚开始接

触看图说话，不懂写作，大家喜欢争先恐

后地分享自己的各种经历，用稚嫩的语

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是他们的小时候，也

是写作的雏形。

到了五、六年级，我第一次体验到了

当代教育的弊处。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本

想看看大家的水平，第二天收到满满一

叠作文，洋洋洒洒，用词华丽大胆，但是

大家的重复率很高，我气冲冲地走到教

室，把厚厚一叠作文本往讲堂上一扔：

“把抄袭的作文都给我拿下去！”孩子们

倒也是无畏，哄地就起身拿走自己的作

文本，我清清楚楚记得只有4个人不是抄

的。那一瞬间甚至有点灰心，他们对抄

袭理直气壮，好像习以为常，也许以前的

老师也纵容他们如此。真想指着每位的

鼻头狠狠臭骂一顿，但是不可以，我不想

只运用蠢笨的语言暴力或行为暴力。

耐心帮助他们明白问题所在，然后

让他们重写了再交过来，不限时间，但要

真实。之后的两天，总会不经意间在教

室边遇到他们，递给我作文本后跑到一

旁。每一篇不管好坏，起码都是自己真

真切切想表达的语言，写得不好也会一

而再修改了给我看。哪有人一开始就会

侃侃而谈，洋洋洒洒就写出一大篇文章，

但我相信鼓起勇气尝试有条理写出自己

的文字的人会慢慢学会熟练运用自己的

笔尖的。对自己执着的孩子，不怕一世

都吹着带煤灰的风。

支教本来只面向小学的孩子招生，

但是有个妈妈——一位身体有些微微发

胖、特别面善的妈妈，说她读初二的儿子

数学不好，希望我们能帮忙。因为当时

的确觉得男孩妈妈面善，所以我们答应

单独帮她孩子补数学，在课后既不耽误

上课又可以帮到需要的人。她甚至在我

们答应后是开心地跑回家的，而后来我

们很多所需物品的购买都多亏了这位妈

妈。

当然并不是非得做交换才能得到他

们的帮助，作为外乡人，他们本来就对我

们持有着友好的态度，因为他们本就是

热情而纯朴的人。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

最大力去帮助他们的孩子，去修补农村

边远教育的问题。此次支教我想收获最

大的并不是对自己生活上的考验，也不

是对知识的考验，而是人与人之间最单

纯、最朴实的感情。

国际学院14级 杨诗雨

致学弟学妹的一封信 同窗三载 相守三十年
———大连大学毕业三十年相会感慨—大连大学毕业三十年相会感慨

成长并不是说说就能够做到的。她

需要自己的汗和泪甚至是血去灌注，去

领悟。

曾有人说：“当你的经济开始独立的

时候，就是你开始长大的时候。”我很信

服这句话。也希望自己能够长大。今年

的自己已经 21岁了。青春韶华，我迫切

的想要被父母认可。想要告诉父母，自

己已经长大。所以暑假，我没有回家。

而是选择和同学一起到工厂打工。我想

知道，自己能否吃的了苦。想要像个大

人一样挣到属于自己的钱。

来到工厂，想象的美好受到了现实

的冲击。工厂的住宿环境比我想象的还

要差，点厕所，住处也都脏兮兮的；食堂

白米饭里掺杂着被虫子蛀掉的坏米粒，

菜仿佛是直接从油里捞出来的，看着就

没有食欲。当时看到，我有点小崩溃，但

还是咬咬牙告诉自己，坚持下去。

很快，我就被分配好了工作：在流水

线上放瓶子。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只

要自己手速够快，供得上需要就可以。

开始时，因为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感觉一

切都是新鲜而有趣的，并不觉得时间有

多难熬。然而，等自己做熟练之后，我才

开始厌烦。厌烦这种无限循环，没头没

尾，没有期望的工作。每天早上六点上

班，下午六点下班，只中午二三十分钟的

吃饭时间，其余时间都只能站着，往流水

线上不停的放瓶子。自己仿佛只是一个

小零件，或许是个没有灵魂的机器，只需

要机械重复放瓶子这个动作即可。乏力

无味的工作不只让身体累，心更累，每天

拖着疲惫身子回宿舍都有种想哭的冲

动，但我不能。每次给父母打电话，总嫌

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抱着电话一直聊下

去。也终于明白了，为何上初中时，父亲

在外工作几个月回不了家的时候，每次

打电话总是先问“闺女，想我了没？”那只

是想从肯定答案中找到些许慰藉，找到

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啊。

但我还是庆幸的。我只是在这里打

工一个月。而不是要永远待在这里。当

我知道这里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女

们已经是这里的长期员工时，心里不是

不惊诧的。并不是说这里的工作不好，

只是太累，而且根本没有自由时间，没有

前途。当然有不少为了跟儿子女儿以后

的学习生活来这打工的大爷大娘们值得

敬佩。而我们这么年轻，更要去拼搏，去

做更意义的工作。

其实我没想到我能坚持下来，还能

把食堂的饭吃的津津有味。苦，我确实

吃到了。对很多人来讲，这点儿苦，或许

不值一提，但我还是要感谢在这里的经

历。他让我学会感恩，感恩自己所拥有

的一切。同时，我庆幸还有学上。将来

幸运的话自己的职业将来也会有的发展

前途，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然，一

切都是建立在自己足够优秀的基础上。

所以，现在的我要早点为未来做打算，好

好学习吧，加油！

或许我仍然没有长大，但我一直在

成长。 医学院16级 杨慧卿

春风十里，一段美好的时光，一场美

丽的爱恋，一个幸福的季节。就在这个

充满青春活力的影片中，我却更注意到

了那个出身于偏远地区的女孩子——小

玉。

小玉，就如她的名字一样，单纯干

净，她和我一样都来自安徽，我也和她一

样接受过相同的教育。不同的是，她比

我优秀，她一直是县里数一数二的，最后

也顺利地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就

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孩子本应该有一个

光明的未来，却最终走向了自杀之路，不

论结果怎样，她都让我感受颇深。

初入北京那样的大城市，小玉就和

我们这些小县城里的孩子一样什么都不

懂，什么都好奇。当看到小玉的英语口

语遭到室友有意或无意的嘲笑的时候，

我不禁联想到了我自己，在我们这里，的

确是我们记得住英语单词，做得了英语

试卷，背得了英语课文，但是我们可能用

的只是我们本地人能听得懂的英语，我

们不懂音标，不懂发音，我们还没有探索

到那样的一个未知的事物，但是当这个

我们眼中未知的事物以家常话的形式从

别人口中脱口而出的时候，一种复杂的

情感不免涌上心头。

还记得我初入大学的时候，使用QQ

给同学们发消息，那个时候的我打字非

常慢，还喜欢使用微笑的表情，莫名的会

有好多同学因此生气。我一脸懵，直到

后来才知道微笑的表情原来对他们表达

的是迷之微笑的意思，不是我想表达的

善意的意思，当时既尴尬又无语。就和

小玉一样，我刚开始也听不懂同学们使

用的一些新奇的词汇，也看不懂他们玩

的一些新鲜的应用，在那样一个时刻，无

奈和心酸全都化作了眼泪在眼眶打转

儿。

但是俗话说，上帝从来不偏爱任何

人，不会把一种痛苦只给你一个人。我

想对这些如同小玉一般孩子说一句：“不

要抱怨，不要气馁，更不要自弃。”当我看

到小玉自杀的那个片段的时候，多想伸

手去拉她一把，多想去抱抱她，多想告诉

她其实我很羡慕和佩服她。

是的，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有脆弱和

敏感的一面，每个人也都有一些只属于

自己和岁月的回忆，每个人也都是别人

眼中的风景，没有伞的孩子同样也可以

欣赏雨中的美景。哀伤也好，欢愉也好，

别忘记，山谷角落里的野百合也有春

天。祝愿每个如同小玉一般的孩子，都

能够坚强快乐地活着。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冰

今天八月十五日，去看了《二十二》。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看完之后，好多人都问我《二十二》好

不好看。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说好看，但

是你会想一直坐到最后再走。

那真的是我看过的唯一一部全场人

坐到播出鸣谢机构再走的影片。

没有情节，没有演员，没有对话。大

量的留白和沉默贯穿到了最后。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那些老人们说，不

说了，不想再说了。然后耄耋之年的老人

们声泪俱下。

那些为历史和正义奔走的人们在影

片中说到，大概这么多年的奔走可能就是

个错误，老人们已经不在乎结果了，他们

也无法说出更多的细节。或许我们心里

也是如此，想要为受害者发声和挽回什

么。但是不论是针对历史还是那些伤痛，

其实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不能逼迫他们说些什么，那些老

人最后经历的不仅仅耻辱，还有更多、更

庞大的痛楚，我们无法理解，历史也无法

理解。倘若她们不能自己发声，那我们作

为历史的旁观者，呐喊和缄默是一样的。

其实影片到最后都没有给我们一个

答案，我们究竟是否应该为受害者寻求迟

来的正义，我们是否要让她们说出真相，

都不得而知。没有人愿意再去回答那些

问题，老人们声泪俱下地说着不说了，不

说了。我才明白，历史和战争带给她们最

不容忽视的伤害是什么，是沉默。

受尽屈辱，却再也不能开口，明明铭

记于心，却什么都不能说。这个时候说正

义可能太宏大，但是这样承受一辈子的只

是一个无辜的人而已。一句厄运概括了

一生，一生沉默却做了一切回答。

可是忍到最后还是红了眼眶。三十

二，二十二，和八。他们老了，随风而去

了，沉默了一生，还没思索好发声，一切就

已经结束了。时间推移，到最后连“八”都

不剩。“慰安妇”这三个字终究成为历史，

可能世人到现在都不甚了解。她们就消

逝了，但是她们疼痛地存在过，她们是战

争历史带着血泪的另一面，人性的摧残扯

痛历史，连皮带肉地正义剧痛，当时无论

多少呐喊到现在都成了沉默，不论多少施

暴人低头忏悔但是悔恨永不尽。

影片最后，那些老人们说，“谢谢你

们”，“你们能来看我，我就很开心了”，“希

望不要再打仗了”。眼泪真的再没忍住，

我们这些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没有

忘记疼痛的前辈，国耻在心，没齿难忘，但

是那些心地善良的老人们却选择了原谅。

知道历史，才选择原谅。看到人性，

才选择沉默。

电影到最后，一首民谣唱起，却没有

人起身离开，影院的灯打开了，也没有人

走。我很欣慰，也着实感动。年轻的人们

不论多么浮躁和嚣张，但是面对历史，我

们依然谦卑。特别是看到这部影片是由

三万多人众筹拍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

撼。

这可能不是为那个尽留的“八”在努

力，而是在致敬历史。三十二，二十二，

八。这都是历史的记号。

旅游学院16级 慈爱迪

青瓦白墙，绿竹环绕，流水从门前淌
过。门前的石板路静默不语，碎掉的石
块之间浸出了深绿色的青苔。

查济古村给我留下的印象大致是这
样的。

当我和同学走入民居参观，年迈的
老人似乎早已见怪不怪，只在我们踏入
另外一间房间之前开口提醒，那是孙女
的房间，不能进去。或许我在此时窥见
闺房的秘密，只独留一方天地给未来某
个有缘人踏进。而其中究竟是何模样，

是青纱轻罩，还是妆台静立，就不得而知
了。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在祠堂，牌坊
间来回寻觅，不知不觉中，雨丝倾斜，这
沉郁的古村落间已经生出了一朵朵五颜
六色的伞花。刚才还在巷中嬉笑跑闹的
孩童已经躲进了屋子里。还在学步车里
的孩子往外探望，嘴里咿咿呀呀，犹如青
衣口中的唱词，唱出了百年间江南雨巷
里的忧愁，若时光倒转，不知百年前躺在
襁褓里的孩提眼中，这江南雨巷又是何
种模样。

来到祠堂中，看到墙上写着一行字，
导游说这是族训，在他的解说下，我才知
道，海子原名叫做查海盛（音），正是出自
于这查济古村的的查字，而海子原是出
自于这古村中，也难怪能写出“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句来。而这些

年，我们所倡导的家风，家训也能在这百
年前的村落里找到踪迹。时光尽管能改
变很多东西，但也使很多东西历久弥新。

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下，人们偶
尔慢下来去寻找诗意，于是这些尚存的
村落，成为我们眼中诗意的承载者，络绎
不绝的游客熙熙往往，在短暂的停留后，
又匆匆奔赴新的旅途。这状似永恒的静
默的存在是一道城墙，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而在这样的世界里，
诗意已经残缺，江南已成回忆。

从查济古村回来已经许久，然而天
上却像长了口井，稀稀落落的小雨下了
两日有余，像极了古村的雨。阴雨天总
不见太阳，心情也跟着低落下来。站在
江边，看一滴滴雨落在江面上，平静的江
面上荡起了一层层小小涟漪，却再也不

见小时候靠划船载人渡江为生的老人，
那一条缆绳连着两岸，坐在一叶扁舟上，
手可以碰到江面，被雨滴荡起的一朵朵
水花，是小时候一叶一菩提的整个世界，
而长大后，这整个世界却再也没有入过
眼。

低落的心情总是短暂的，正像郁达
夫先生写过的故都的秋，我也偏好这故
乡的雨。若这雨下的刚好，大小刚好，时
间刚好，或许就能窥见这朦胧雨雾中尚
存的一隅江南吧。不知不觉，天气已经
放晴，收到同学发来的信息，是天空中淡
的不能再淡的彩虹，只余下四分之一，就
像查济古村中破碎的石板路，像江面上
再也无处寻觅的缆绳，它们都承载着姑
且被叫做江南的诗意，逐渐成为了回忆。

英语学院16级 陈颖

游查济古村
有感

打工成长记录 春风十里 玉生涟漪 三十二，二十二和八
——观《春风十里不如你》中的人

物小玉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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