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季：对青春的集体怀念和感伤

� � 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 青春
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 ，
它一文不值， 只有将它耗尽再回过
头去看，一切才有意义，爱过我们的
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 都是我们青
春存在的意义。

辛夷坞《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就像天真是童年的标签， 青春
也是大学时代最深的烙印。 校园里
一幕幕的场景就像一张张绚烂的
画，串连成一部即将谢幕的电影，记
录着曾经的青春和过往， 也见证着
你曾拥有的友谊和爱情！

曾经， 我们最狠的分享彼此的
秘密，将来的一天，我们是否还能纯
粹到可以把心事和盘托出。

曾经， 我们每天必修的卧谈会
上， 话题从班上每个同学的绰号到
班花、班草的评比，最后在惊悚的鬼
故事里寂然无声，悄然睡去。这样无
拘无束， 畅快淋漓的卧谈以后的日

子是否还可以重来。
曾经，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把年少

的身影雕刻在空旷的操场上，在那样
的时光里，青春就是简单的美好。

当 70 后、80 后集体走进电影
院，从《致青春》、《匆匆那年》、《同
桌的你》、《左耳》 中重温我们的
青春记忆时，终于意识到青春渐
已远去。 还有刚刚进入我们视线
的《栀子花开》，未见其影，先闻
其声，其主题宣传曲《另一个自
己》、《年少有你》， 悠扬的旋律
里，仿佛看得到大学校园石板路上
青春、跳跃的自己。

我们已经长大， 告别了青春年
月，这些年，一路走，一路失去，也
一路得到，却再也找不回那些最
纯粹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集体怀
念青春的理由。 再深刻的伤痕都
会随着时间淡忘愈合，只有曾经
有过的真挚的快乐， 会永远存在记
忆中，愈久愈诱人。

青春是一场远行

青春的路上有成长亦有疼痛

� � 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青春都有
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遗憾，每个遗憾
都有回味不尽的美。

九夜茴 《匆匆那年》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同的，每个
年代的青春也是不同的， 但不同的
人，不同的年代，青春都有着相同的
情怀。 虽然，70 后更含蓄、80 后更自
我，90 后更奔放， 但青春的基调一
样，那就是成长与疼痛。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
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
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还有一个正
在成长”。 青春躁动不安， 因为要长
大，身体和心灵都在急剧变化，尤其

是心情经常像云彩一样捉摸不定。 青
春赋予我们张扬活力， 纯真快乐；容
许我们懵懂无知，不懂珍惜；容忍我
们不够坚强，不够勇敢；允许我们争
执伤害，痛苦悲伤。

我们在青春的路上不断偏离又不
断修正。 等到长大的一天，我们发现
是青春的成长与疼痛让我们变得坚
强，这是人生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青春是人走向成熟必经的历练
和蜕变，既有活力朝气、悸动希望，也
有彷徨失落、暗黑疼痛，这本就是青
春的模样。 因为，人总要学着一点点
长大。

青春不只有爱情，如何在错误中
成长，开始新的人生，才是积极的、正
能量的。

� � 青春不是年华， 而是心境； 青春不是桃
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 ，恢宏的想
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塞缪尔·厄尔曼 《青春》

青春本应是浪漫的，去功利的。 而现时代
的青春正身处一个娱乐化、碎片化、扁平化
的时代，有人说，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青春正被急功近利的成功标准挤压 ，票
子、房子、车子成了压在青春之上的三座
大山。 面对现实，许多人对青春投去迷惑
的眼神。而这一切，引发了如此诘问“如果
一个时代里， 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
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
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
来又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在

2015年致毕业生的讲话中依然坚定的为青春
喝彩。“高远的理想、善良纯粹的内心、广泛的
社会资源”是这位学者为正值青春的年轻
人指引的人生路径。 理想和信念是青春的
双桨，没有它，船就要么原地不动，要么随风
飘荡。

“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
年。 ”70多年间， 德国诗人塞缪尔·厄尔曼在
《青春》 中的诗句同样以理想和信念影响、感
染、激励着无数人。

“在你我心灵深处，只要它不停地接受
美好、希望、欢欣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
远年轻。 所以，只要勇于有梦，敢于追梦，
敢于圆梦，我们就永远年轻。 年轻就是力
量，有梦就有未来”。谨以此首轰动全球的
《青春》 与刚刚毕业以及毕业经年的毕业
生们共享。

T02 2015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徐 昆 制作：李慧明 校对：张建刚Email:nchwb@126.com

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 � 邢台最有意思的地方，
莫过于隐于市的小街小巷，
一中西侧的小街正是如此，
七月， 夏日细碎的阳光透过
树叶的缝隙，洒落一地，也洒
在了流连于此的青春的身影
上。 一家专卖毕业季礼品的
小店里，一进门，映入眼帘的
是这样一句话； 毕业就像一
年里的春夏秋冬， 不管你愿
不愿意，它终究要来到。

七月，毕业季，大学校园生活业已散场，但青春永不落幕。
青春，是一场远行，踏上了时光这趟列车，只有一个方向，一去不返，走过了，经历了，青春将永远存在于记忆的蔷薇花
中，永不败落。

邢台中鼎麒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邢台市桥西区钢铁北路与拥军街路口东南角处，
已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取得邢台市桥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的《邢台市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预售项目名称：麒麟湾住宅小区 C1#楼及地库，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西 2015003号。 根
据邢台市人民政府令第[2014]第 5号《邢台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规定，现该项目预售款已
纳入邢台市桥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管。 同时提醒广大购房人， 购买预售商品房时请注意
《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承购人未将预售款缴付监管账户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的，承担由此产
生的经济责任。 请广大市民在购房时将购房款直接打入监管账户，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现将
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公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中鼎麒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河北邢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预售款监管账号：071020122000210136

� � 监督咨询电话：7612017� 7612002
� � 售房咨询电话：5501111

邢台中鼎麒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11日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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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刘那不慎将邢台市

卫生学校就业报到证丢
失，声明作废。

声明
田文芳不慎将邢台

路桥建设总公司开发的
锦江不夜城 2-104（原房
号 B-104） 购房收据丢
失， 收据号：0021720，金
额：1897593 元， 声明作
废。

声明
李同箱不慎 将 冀

E6S903（蓝色）号车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待理证）丢失，证号为：
冀交运管邢字 532302972
号，声明作废。

声明
尚珍珍不慎将永祥

街 111 号商铺押金条丢
失，金额为：1638 元，声明
作废。

声明
孙志广不慎将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失，资格
证 号 为 ：
1305020020012000349， 声明
作废。

声明
贾亚旭不慎将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失，资格
证 号 为 ：
1305250020014000604， 声明
作废。

声明
陈增波不慎将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失，资格
证 号 为 ：
1305030030012000899， 声明
作废。

声明
卫士锋不慎将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失，资格
证 号 为 ：
1305250020009000620， 声明
作废。

声明
王帅不慎将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丢失，资格证
号为：1305310020011001075，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