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
毕业时

范井旺

十瞬等于一念，十念等于一弹指，十弹
指等于一挥间。

四年，一轮回，一转瞬，一弹指，一个不
经意的擦肩。

人的一生，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 又有
几个四年值得珍藏？

又是一年毕业时，还未曾完全退去昨日
的懵懂，就不知不觉地被推向离别的十字交
叉路口。 不曾考虑过别离，就不得不挥手说
再见。 最不愿，亲见离愁 ，如今离别在眼
前 ；最不堪 ，依稀往事 ，一切浮现如昨日 。
每个人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 可纳百川
撑万年船 ；然而 ，它又是如此的脆弱 ，甚
至不堪承受离别之苦。 当初，不止一次地幻
想离开时会怎样的欢欣雀跃，直到这一天真
的来临，触痛自己内心最脆弱的琴弦，才知
道，其实不想走。 也许，四年里收获的有成
功，有失败，有欢笑，有泪水。其实，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成长。

四年， 结束在夏季这个最美丽的季节，
就像童话里最美丽的结局，带给人的总是最
可爱的希望。 夏花灿烂的绽放，依稀如你我
昨日的欢颜，就像开在午夜广袤星空的灿烂
烟火， 倒映的是你我在短暂旅途中 ， 遇到
的最美丽的风景 。 绿影婆娑 ，如梦幻浮光
白驹过隙 ， 一个不经意的转身 ， 已是昨
日 。

四年 ，恍然若梦 。 离别的愁绪总会笼
罩在六月的天空 ，可是 ，阴霾之后总会有
晴天 。 今天的分别 ，会是下一次相聚的开
始。也许多年以后 ，再回首 ，你我会为今天
的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而感动 。 回忆 ，不
会仅仅是酸涩的泪水和离情别绪 ， 一如
时间之琼酿 ，总是越陈越香 。 梦想的道路
上 ，总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无须驻足 ，更
不必留恋。 吹尽岁月的黄沙，才会捡拾到生
命之真金。

多年离别后，抑或再相逢。如今毕业时，
且行且珍惜。

有一条只能向前走的路，叫时光。

那时，毕业季
依 儿

有一种压抑的喘息弥漫在平滑而温

柔的夜里， 有一种听天由命却又坚定目
标的心跳突突跳动在胸膛里。

六月的天空，张扬而富有梦幻，我们
的年轻，我们的青春；

六月的天空，像极了欲哭的孩子，透
明的是眼泪，阴霾的是脸庞。

———题记

1

教室窗外的麻雀又飞过几只， 图书
馆的位置又空了几座。 在开始倒数离开
母校的日子里，狂欢？ 沉静？ 我不知道这
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不痛不痒，既没有一
种将要解脱的放松， 也没有任何一丝不
安。 像是老早以前，落叶触碰到水面涟漪
散去之后的那种平静，不惊不喜。

看着熟悉且已习惯的很多东西，我
开始回忆。 我想， 我是从心底眷恋这里
的，至少它占据了我三年的时光，或悲或
喜，或好或坏。 我在这里成熟，在这里变
化，在三年的时间里，尽情挥霍了我的青
春，对我来说，那是年轻。

我总是羡慕我的年轻， 赞美我的青
春，并且一直期待着我那远不见影的未来。

我把希望种在青春， 在时光里偷窥
它的成长。 时间的针像猫的爪子落地一
般悄无声息地带走每日余晖的最后一
抹，留下有点伤感的余味。 转眼间，它已
掠夺三年的痕迹， 明显刻画在已略显成
熟的脸庞上。

我喜欢温柔而平滑的夜， 与白日迥
然不同。 喜欢挑灯夜读的拼搏，灯光下
疲惫但又年轻的躯体，把白天丢掉的
东西在此刻通通搜索回来。 也许有人
会说我浪费时间，或者会说我不会合
理地安排作息时间，我想这是我的风格，
我习惯。

也许是个性，也许是另类。 常常会做
一些与别人想法相反的事情， 或者脱离
现实逻辑的事情，总会以为，出奇会让自
己有一种灵感和引领，向前、再向前。 然
而，多的是，总被现实打压回来，安静好
久。

2

也许没有远大的报复， 也许没有所
谓的理想、亦或者是梦想。 我的青春平
静而哀伤，在别人奋力去拼搏理想中
的成绩和学业时，我却忽然想把自己
关进房间写诗，尽管这是个饿死诗人
的年代。

以前，有人问我理想是什么的时候，
我忽然间为这个问题慌张了很久。 我想
了很久，我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毕业
后我会想要去干什么， 才能让自己的生
活不空虚，丰富而美丽。

懒惰也许是人的天性，哦，不，也
许应该说是我的天性。我没有把所有
精力都花在书本学习 上 的 习 惯 ， 也
没有每个月都要考 到 全 班前几名
的那种心力，我想，我是懒的，很懒的
那种……

临近考试的分分秒秒让别人心慌，
而我，却异常地安静下来。 我忽然不知道
考试意味着的是大人们希望的未来，还
是我自己想要的平淡， 也许我并不甘于
平凡。

看着读过的书本摞成一堆， 写过的
方程式停在结尾，忽然就无力了。

朋友发来鼓励的信息， 父母投来乞
求一般的目光，是压力？ 是信心？ 我分不
清楚，心里有种沉闷的感觉，像是心脏封
闭了氧气。

我散步在操场上， 隐约嗅到栀子的
清香。 闭眼，我仿佛看见纯白的栀子开出
青春的烈火。

3

我承认我是个爱做梦的孩子， 总是
在现实里织着自己的童话梦， 从小到大
都没停止过，纵然被泪水打湿过无数次。
我想我是习惯了这种梦，戒不掉，就像有
些人戒不掉某些人。

有时候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情，有时候却又觉得只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记得有几句话是这样讲的：

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不喜欢我，
我爱上你的时候，你喜欢上我，
我离开你的时候，你爱上我……
我打心底觉得悲伤，无力的悲伤。 像

是一幕幕错过的爱恋，等不及回首，来不
及抓住。

我总是对自己说，现在还年轻，喜欢
什么就去追，年轻不疯，更待何时？ 于是，
我鼓足了勇气去追，去付出，去希望。

生活就像是一块磨石， 磨去你的高
傲， 磨去你的笑脸， 再一一磨去你的自
大、不知天高地厚……

有些美丽终究是经不起风雨的，风
吹雨落之后就是你预料之外的一片狼
藉。 我想，我年轻的心，还没成熟到可以
面对这一片狼藉的时候，镇定自若，微笑
上扬。 于是，泪就落了，我就哭了。

捂住心脏，告诉自己，好疼，真的好
疼……

后续：
我们年轻的心慢慢成熟， 那种天真

的纯真，我想再也看不到，只能回忆。
青春如火，热烈而激昂；青春如水，

寂静而平滑。 在这如火如水的青春，在这
离别的夏季， 带着希望和淡淡的伤，转
身，离开。

六月的季节里，狂欢而沉静。
未来像口琴声，听得见，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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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
毕业时

范井旺

十瞬等于一念，十念等于一弹指，十弹
指等于一挥间。

四年，一轮回，一转瞬，一弹指，一个不
经意的擦肩。

人的一生，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 又有
几个四年值得珍藏？

又是一年毕业时，还未曾完全退去昨日
的懵懂，就不知不觉地被推向离别的十字交
叉路口。 不曾考虑过别离，就不得不挥手说
再见。 最不愿，亲见离愁 ，如今离别在眼
前 ；最不堪 ，依稀往事 ，一切浮现如昨日 。
每个人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 可纳百川
撑万年船 ；然而 ，它又是如此的脆弱 ，甚
至不堪承受离别之苦。 当初，不止一次地幻
想离开时会怎样的欢欣雀跃，直到这一天真
的来临，触痛自己内心最脆弱的琴弦，才知
道，其实不想走。 也许，四年里收获的有成
功，有失败，有欢笑，有泪水。其实，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成长。

四年， 结束在夏季这个最美丽的季节，
就像童话里最美丽的结局，带给人的总是最
可爱的希望。 夏花灿烂的绽放，依稀如你我
昨日的欢颜，就像开在午夜广袤星空的灿烂
烟火， 倒映的是你我在短暂旅途中 ， 遇到
的最美丽的风景 。 绿影婆娑 ，如梦幻浮光
白驹过隙 ， 一个不经意的转身 ， 已是昨
日 。

四年 ，恍然若梦 。 离别的愁绪总会笼
罩在六月的天空 ，可是 ，阴霾之后总会有
晴天 。 今天的分别 ，会是下一次相聚的开
始。也许多年以后 ，再回首 ，你我会为今天
的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而感动 。 回忆 ，不
会仅仅是酸涩的泪水和离情别绪 ， 一如
时间之琼酿 ，总是越陈越香 。 梦想的道路
上 ，总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无须驻足 ，更
不必留恋。 吹尽岁月的黄沙，才会捡拾到生
命之真金。

多年离别后，抑或再相逢。如今毕业时，
且行且珍惜。

那时，毕业季
依 儿

有一种压抑的喘息弥漫在平滑而温

柔的夜里， 有一种听天由命却又坚定目
标的心跳突突跳动在胸膛里。

六月的天空，张扬而富有梦幻，我们
的年轻，我们的青春；

六月的天空，像极了欲哭的孩子，透
明的是眼泪，阴霾的是脸庞。

———题记

1

教室窗外的麻雀又飞过几只， 图书
馆的位置又空了几座。 在开始倒数离开
母校的日子里，狂欢？ 沉静？ 我不知道这
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不痛不痒，既没有一
种将要解脱的放松， 也没有任何一丝不
安。 像是老早以前，落叶触碰到水面涟漪
散去之后的那种平静，不惊不喜。

看着熟悉且已习惯的很多东西，我
开始回忆。 我想， 我是从心底眷恋这里
的，至少它占据了我三年的时光，或悲或
喜，或好或坏。 我在这里成熟，在这里变
化，在三年的时间里，尽情挥霍了我的青
春，对我来说，那是年轻。

我总是羡慕我的年轻， 赞美我的青
春，并且一直期待着我那远不见影的未来。

我把希望种在青春， 在时光里偷窥
它的成长。 时间的针像猫的爪子落地一
般悄无声息地带走每日余晖的最后一
抹，留下有点伤感的余味。 转眼间，它已
掠夺三年的痕迹， 明显刻画在已略显成
熟的脸庞上。

我喜欢温柔而平滑的夜， 与白日迥
然不同。 喜欢挑灯夜读的拼搏，灯光下
疲惫但又年轻的躯体，把白天丢掉的
东西在此刻通通搜索回来。 也许有人
会说我浪费时间，或者会说我不会合
理地安排作息时间，我想这是我的风格，
我习惯。

也许是个性，也许是另类。 常常会做
一些与别人想法相反的事情， 或者脱离
现实逻辑的事情，总会以为，出奇会让自
己有一种灵感和引领，向前、再向前。 然
而，多的是，总被现实打压回来，安静好
久。

2

也许没有远大的报复， 也许没有所
谓的理想、亦或者是梦想。 我的青春平
静而哀伤，在别人奋力去拼搏理想中
的成绩和学业时，我却忽然想把自己
关进房间写诗，尽管这是个饿死诗人
的年代。

以前，有人问我理想是什么的时候，
我忽然间为这个问题慌张了很久。 我想
了很久，我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毕业
后我会想要去干什么， 才能让自己的生
活不空虚，丰富而美丽。

懒惰也许是人的天性，哦，不，也
许应该说是我的天性。我没有把所有
精力都花在书本学习 上 的 习 惯 ， 也
没有每个月都要考 到 全 班前几名
的那种心力，我想，我是懒的，很懒的
那种……

临近考试的分分秒秒让别人心慌，
而我，却异常地安静下来。 我忽然不知道
考试意味着的是大人们希望的未来，还
是我自己想要的平淡， 也许我并不甘于
平凡。

看着读过的书本摞成一堆， 写过的
方程式停在结尾，忽然就无力了。

朋友发来鼓励的信息， 父母投来乞
求一般的目光，是压力？ 是信心？ 我分不
清楚，心里有种沉闷的感觉，像是心脏封
闭了氧气。

我散步在操场上， 隐约嗅到栀子的
清香。 闭眼，我仿佛看见纯白的栀子开出
青春的烈火。

3

我承认我是个爱做梦的孩子， 总是
在现实里织着自己的童话梦， 从小到大
都没停止过，纵然被泪水打湿过无数次。
我想我是习惯了这种梦，戒不掉，就像有
些人戒不掉某些人。

有时候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情，有时候却又觉得只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记得有几句话是这样讲的：

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不喜欢我，
我爱上你的时候，你喜欢上我，
我离开你的时候，你爱上我……
我打心底觉得悲伤，无力的悲伤。 像

是一幕幕错过的爱恋，等不及回首，来不
及抓住。

我总是对自己说，现在还年轻，喜欢
什么就去追，年轻不疯，更待何时？ 于是，
我鼓足了勇气去追，去付出，去希望。

生活就像是一块磨石， 磨去你的高
傲， 磨去你的笑脸， 再一一磨去你的自
大、不知天高地厚……

有些美丽终究是经不起风雨的，风
吹雨落之后就是你预料之外的一片狼
藉。 我想，我年轻的心，还没成熟到可以
面对这一片狼藉的时候，镇定自若，微笑
上扬。 于是，泪就落了，我就哭了。

捂住心脏，告诉自己，好疼，真的好
疼……

后续：
我们年轻的心慢慢成熟， 那种天真

的纯真，我想再也看不到，只能回忆。
青春如火，热烈而激昂；青春如水，

寂静而平滑。 在这如火如水的青春，在这
离别的夏季， 带着希望和淡淡的伤，转
身，离开。

六月的季节里，狂欢而沉静。
未来像口琴声，听得见，摸不到。

又是一年
毕业时

范井旺

十瞬等于一念，十念等于一弹指，十弹
指等于一挥间。

四年，一轮回，一转瞬，一弹指，一个不
经意的擦肩。

人的一生，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 又有
几个四年值得珍藏？

又是一年毕业时，还未曾完全退去昨日
的懵懂，就不知不觉地被推向离别的十字交
叉路口。 不曾考虑过别离，就不得不挥手说
再见。 最不愿，亲见离愁 ，如今离别在眼
前 ；最不堪 ，依稀往事 ，一切浮现如昨日 。
每个人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 可纳百川
撑万年船 ；然而 ，它又是如此的脆弱 ，甚
至不堪承受离别之苦。 当初，不止一次地幻
想离开时会怎样的欢欣雀跃，直到这一天真
的来临，触痛自己内心最脆弱的琴弦，才知
道，其实不想走。 也许，四年里收获的有成
功，有失败，有欢笑，有泪水。其实，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成长。

四年， 结束在夏季这个最美丽的季节，
就像童话里最美丽的结局，带给人的总是最
可爱的希望。 夏花灿烂的绽放，依稀如你我
昨日的欢颜，就像开在午夜广袤星空的灿烂
烟火， 倒映的是你我在短暂旅途中 ， 遇到
的最美丽的风景 。 绿影婆娑 ，如梦幻浮光
白驹过隙 ， 一个不经意的转身 ， 已是昨
日 。

四年 ，恍然若梦 。 离别的愁绪总会笼
罩在六月的天空 ，可是 ，阴霾之后总会有
晴天 。 今天的分别 ，会是下一次相聚的开
始。也许多年以后 ，再回首 ，你我会为今天
的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而感动 。 回忆 ，不
会仅仅是酸涩的泪水和离情别绪 ， 一如
时间之琼酿 ，总是越陈越香 。 梦想的道路
上 ，总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无须驻足 ，更
不必留恋。 吹尽岁月的黄沙，才会捡拾到生
命之真金。

多年离别后，抑或再相逢。如今毕业时，
且行且珍惜。

那时，毕业季
依 儿

有一种压抑的喘息弥漫在平滑而温

柔的夜里， 有一种听天由命却又坚定目
标的心跳突突跳动在胸膛里。

六月的天空，张扬而富有梦幻，我们
的年轻，我们的青春；

六月的天空，像极了欲哭的孩子，透
明的是眼泪，阴霾的是脸庞。

———题记

1

教室窗外的麻雀又飞过几只， 图书
馆的位置又空了几座。 在开始倒数离开
母校的日子里，狂欢？ 沉静？ 我不知道这
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不痛不痒，既没有一
种将要解脱的放松， 也没有任何一丝不
安。 像是老早以前，落叶触碰到水面涟漪
散去之后的那种平静，不惊不喜。

看着熟悉且已习惯的很多东西，我
开始回忆。 我想， 我是从心底眷恋这里
的，至少它占据了我三年的时光，或悲或
喜，或好或坏。 我在这里成熟，在这里变
化，在三年的时间里，尽情挥霍了我的青
春，对我来说，那是年轻。

我总是羡慕我的年轻， 赞美我的青
春，并且一直期待着我那远不见影的未来。

我把希望种在青春， 在时光里偷窥
它的成长。 时间的针像猫的爪子落地一
般悄无声息地带走每日余晖的最后一
抹，留下有点伤感的余味。 转眼间，它已
掠夺三年的痕迹， 明显刻画在已略显成
熟的脸庞上。

我喜欢温柔而平滑的夜， 与白日迥
然不同。 喜欢挑灯夜读的拼搏，灯光下
疲惫但又年轻的躯体，把白天丢掉的
东西在此刻通通搜索回来。 也许有人
会说我浪费时间，或者会说我不会合
理地安排作息时间，我想这是我的风格，
我习惯。

也许是个性，也许是另类。 常常会做
一些与别人想法相反的事情， 或者脱离
现实逻辑的事情，总会以为，出奇会让自
己有一种灵感和引领，向前、再向前。 然
而，多的是，总被现实打压回来，安静好
久。

2

也许没有远大的报复， 也许没有所
谓的理想、亦或者是梦想。 我的青春平
静而哀伤，在别人奋力去拼搏理想中
的成绩和学业时，我却忽然想把自己
关进房间写诗，尽管这是个饿死诗人
的年代。

以前，有人问我理想是什么的时候，
我忽然间为这个问题慌张了很久。 我想
了很久，我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毕业
后我会想要去干什么， 才能让自己的生
活不空虚，丰富而美丽。

懒惰也许是人的天性，哦，不，也
许应该说是我的天性。我没有把所有
精力都花在书本学习 上 的 习 惯 ， 也
没有每个月都要考 到 全 班前几名
的那种心力，我想，我是懒的，很懒的
那种……

临近考试的分分秒秒让别人心慌，
而我，却异常地安静下来。 我忽然不知道
考试意味着的是大人们希望的未来，还
是我自己想要的平淡， 也许我并不甘于
平凡。

看着读过的书本摞成一堆， 写过的
方程式停在结尾，忽然就无力了。

朋友发来鼓励的信息， 父母投来乞
求一般的目光，是压力？ 是信心？ 我分不
清楚，心里有种沉闷的感觉，像是心脏封
闭了氧气。

我散步在操场上， 隐约嗅到栀子的
清香。 闭眼，我仿佛看见纯白的栀子开出
青春的烈火。

3

我承认我是个爱做梦的孩子， 总是
在现实里织着自己的童话梦， 从小到大
都没停止过，纵然被泪水打湿过无数次。
我想我是习惯了这种梦，戒不掉，就像有
些人戒不掉某些人。

有时候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情，有时候却又觉得只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记得有几句话是这样讲的：

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不喜欢我，
我爱上你的时候，你喜欢上我，
我离开你的时候，你爱上我……
我打心底觉得悲伤，无力的悲伤。 像

是一幕幕错过的爱恋，等不及回首，来不
及抓住。

我总是对自己说，现在还年轻，喜欢
什么就去追，年轻不疯，更待何时？ 于是，
我鼓足了勇气去追，去付出，去希望。

生活就像是一块磨石， 磨去你的高
傲， 磨去你的笑脸， 再一一磨去你的自
大、不知天高地厚……

有些美丽终究是经不起风雨的，风
吹雨落之后就是你预料之外的一片狼
藉。 我想，我年轻的心，还没成熟到可以
面对这一片狼藉的时候，镇定自若，微笑
上扬。 于是，泪就落了，我就哭了。

捂住心脏，告诉自己，好疼，真的好
疼……

后续：
我们年轻的心慢慢成熟， 那种天真

的纯真，我想再也看不到，只能回忆。
青春如火，热烈而激昂；青春如水，

寂静而平滑。 在这如火如水的青春，在这
离别的夏季， 带着希望和淡淡的伤，转
身，离开。

六月的季节里，狂欢而沉静。
未来像口琴声，听得见，摸不到。

又是一年
毕业时

范井旺

十瞬等于一念，十念等于一弹指，十弹
指等于一挥间。

四年，一轮回，一转瞬，一弹指，一个不
经意的擦肩。

人的一生，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 又有
几个四年值得珍藏？

又是一年毕业时，还未曾完全退去昨日
的懵懂，就不知不觉地被推向离别的十字交
叉路口。 不曾考虑过别离，就不得不挥手说
再见。 最不愿，亲见离愁 ，如今离别在眼
前 ；最不堪 ，依稀往事 ，一切浮现如昨日 。
每个人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 可纳百川
撑万年船 ；然而 ，它又是如此的脆弱 ，甚
至不堪承受离别之苦。 当初，不止一次地幻
想离开时会怎样的欢欣雀跃，直到这一天真
的来临，触痛自己内心最脆弱的琴弦，才知
道，其实不想走。 也许，四年里收获的有成
功，有失败，有欢笑，有泪水。其实，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成长。

四年， 结束在夏季这个最美丽的季节，
就像童话里最美丽的结局，带给人的总是最
可爱的希望。 夏花灿烂的绽放，依稀如你我
昨日的欢颜，就像开在午夜广袤星空的灿烂
烟火， 倒映的是你我在短暂旅途中 ， 遇到
的最美丽的风景 。 绿影婆娑 ，如梦幻浮光
白驹过隙 ， 一个不经意的转身 ， 已是昨
日 。

四年 ，恍然若梦 。 离别的愁绪总会笼
罩在六月的天空 ，可是 ，阴霾之后总会有
晴天 。 今天的分别 ，会是下一次相聚的开
始。也许多年以后 ，再回首 ，你我会为今天
的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而感动 。 回忆 ，不
会仅仅是酸涩的泪水和离情别绪 ， 一如
时间之琼酿 ，总是越陈越香 。 梦想的道路
上 ，总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无须驻足 ，更
不必留恋。 吹尽岁月的黄沙，才会捡拾到生
命之真金。

多年离别后，抑或再相逢。如今毕业时，
且行且珍惜。

那时，毕业季
依 儿

有一种压抑的喘息弥漫在平滑而温

柔的夜里， 有一种听天由命却又坚定目
标的心跳突突跳动在胸膛里。

六月的天空，张扬而富有梦幻，我们
的年轻，我们的青春；

六月的天空，像极了欲哭的孩子，透
明的是眼泪，阴霾的是脸庞。

———题记

1

教室窗外的麻雀又飞过几只， 图书
馆的位置又空了几座。 在开始倒数离开
母校的日子里，狂欢？ 沉静？ 我不知道这
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不痛不痒，既没有一
种将要解脱的放松， 也没有任何一丝不
安。 像是老早以前，落叶触碰到水面涟漪
散去之后的那种平静，不惊不喜。

看着熟悉且已习惯的很多东西，我
开始回忆。 我想， 我是从心底眷恋这里
的，至少它占据了我三年的时光，或悲或
喜，或好或坏。 我在这里成熟，在这里变
化，在三年的时间里，尽情挥霍了我的青
春，对我来说，那是年轻。

我总是羡慕我的年轻， 赞美我的青
春，并且一直期待着我那远不见影的未来。

我把希望种在青春， 在时光里偷窥
它的成长。 时间的针像猫的爪子落地一
般悄无声息地带走每日余晖的最后一
抹，留下有点伤感的余味。 转眼间，它已
掠夺三年的痕迹， 明显刻画在已略显成
熟的脸庞上。

我喜欢温柔而平滑的夜， 与白日迥
然不同。 喜欢挑灯夜读的拼搏，灯光下
疲惫但又年轻的躯体，把白天丢掉的
东西在此刻通通搜索回来。 也许有人
会说我浪费时间，或者会说我不会合
理地安排作息时间，我想这是我的风格，
我习惯。

也许是个性，也许是另类。 常常会做
一些与别人想法相反的事情， 或者脱离
现实逻辑的事情，总会以为，出奇会让自
己有一种灵感和引领，向前、再向前。 然
而，多的是，总被现实打压回来，安静好
久。

2

也许没有远大的报复， 也许没有所
谓的理想、亦或者是梦想。 我的青春平
静而哀伤，在别人奋力去拼搏理想中
的成绩和学业时，我却忽然想把自己
关进房间写诗，尽管这是个饿死诗人
的年代。

以前，有人问我理想是什么的时候，
我忽然间为这个问题慌张了很久。 我想
了很久，我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毕业
后我会想要去干什么， 才能让自己的生
活不空虚，丰富而美丽。

懒惰也许是人的天性，哦，不，也
许应该说是我的天性。我没有把所有
精力都花在书本学习 上 的 习 惯 ， 也
没有每个月都要考 到 全 班前几名
的那种心力，我想，我是懒的，很懒的
那种……

临近考试的分分秒秒让别人心慌，
而我，却异常地安静下来。 我忽然不知道
考试意味着的是大人们希望的未来，还
是我自己想要的平淡， 也许我并不甘于
平凡。

看着读过的书本摞成一堆， 写过的
方程式停在结尾，忽然就无力了。

朋友发来鼓励的信息， 父母投来乞
求一般的目光，是压力？ 是信心？ 我分不
清楚，心里有种沉闷的感觉，像是心脏封
闭了氧气。

我散步在操场上， 隐约嗅到栀子的
清香。 闭眼，我仿佛看见纯白的栀子开出
青春的烈火。

3

我承认我是个爱做梦的孩子， 总是
在现实里织着自己的童话梦， 从小到大
都没停止过，纵然被泪水打湿过无数次。
我想我是习惯了这种梦，戒不掉，就像有
些人戒不掉某些人。

有时候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情，有时候却又觉得只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记得有几句话是这样讲的：

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不喜欢我，
我爱上你的时候，你喜欢上我，
我离开你的时候，你爱上我……
我打心底觉得悲伤，无力的悲伤。 像

是一幕幕错过的爱恋，等不及回首，来不
及抓住。

我总是对自己说，现在还年轻，喜欢
什么就去追，年轻不疯，更待何时？ 于是，
我鼓足了勇气去追，去付出，去希望。

生活就像是一块磨石， 磨去你的高
傲， 磨去你的笑脸， 再一一磨去你的自
大、不知天高地厚……

有些美丽终究是经不起风雨的，风
吹雨落之后就是你预料之外的一片狼
藉。 我想，我年轻的心，还没成熟到可以
面对这一片狼藉的时候，镇定自若，微笑
上扬。 于是，泪就落了，我就哭了。

捂住心脏，告诉自己，好疼，真的好
疼……

后续：
我们年轻的心慢慢成熟， 那种天真

的纯真，我想再也看不到，只能回忆。
青春如火，热烈而激昂；青春如水，

寂静而平滑。 在这如火如水的青春，在这
离别的夏季， 带着希望和淡淡的伤，转
身，离开。

六月的季节里，狂欢而沉静。
未来像口琴声，听得见，摸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