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素时锦

年，稍纵即逝。 如果说青春是一条

遗忘的长河， 那么岁月便是一片

失忆的海洋。 在这漫漫征途上，我

们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想， 怀抱

初心并为之努力奋斗？

有人说梦想是一朵永不凋零

的花， 可我们的梦想却不小心迷

失在岁月的洪流里。 时光的记忆

轮慢慢转回高三， 那是一段现在

想起来仍然让自己都感动的日

子。 不抱怨，不放弃，一心朝着自

己的大学梦努力。 那时的我们似

乎还都是全能神，看得懂古文，分

析得了诗歌。 算得了数列，解得了

三角。 看得懂立体图形，算得了概

率，没事还能编个程序框图。 上知

行星天体运动，下能

算两车相撞的概率，

通晓各类物理化学

实验

......

我还记得那

时周围阳光清秀的笑靥和清澈而

坚定的眼神， 还记得躺在日记里

的那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

恍惚间就来到了大学， 面对

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我们却突然

失去了目标，不知所措。 一学期过

去了， 突然发现自己没有认真听

过几节课，没有好好读过几本书，

还总能为自己的每一次堕落和放

纵找到借口。 我们的初心似乎被

丢在一个小角落里苟延残喘 ，再

无人提及。

后来我才意识到， 其实这一

切都源于惰性。 惰性是一种奇怪

的东西， 它让你在百无聊赖的日

子里感到绵延的不安， 却又让你

不肯静下心来做好眼前该做的

事。 于是乎，我们一边抱怨生活，

一边羡慕那些行动者。

当我们发狠说着我要怎样怎

样的时候，看似找回了初心，但其

实真正坚守初心的人大多什么都

不说， 而是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

地方默默努力着。 那个时候，其实

他们已经和你走上了截然不同的

人生道路。

小学时代的梦想也好， 中学

时代的追求也罢， 只愿我们能在

大学里不忘初心， 以最初之心塑

最终之己。 找准自己的定位，朝着

自己梦想的方向前进。

不忘初心，方可得始终。

小编有话说：时光如梭，你却

如一。 素时锦年， 抵不过初心依

然。

（陈娟红）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14 级生物技术产业 吴碧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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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给心灵一个家！

每一位沙湖蕊报

人都怀有这样一个愿

望：

当 您 苦 恼 无 助

时， 能为您解开心灵

的死结；

当 您 情 绪 波 动

时， 能为您抚平心灵

的褶皱；

当 您 内 心 禁 锢

时， 能为您打开心灵

的窗户。

于是， 我们来了

……

带着温暖和爱建

立的温馨“小窝”———

沙湖蕊报社。 对于这

个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今年刚满三岁的

小家庭来说， 没有人

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模

样，能有多大出息

,

但

我们一直在努力。

每季度办一期报

纸 ，从定主题 、写稿 、

改稿、 编辑、 版式设

计、报纸发放，每一流

程我们都非常认真仔

细； 内容上也力求创

新， 期望给您带来独

特的视角， 帮助您从

心理学的角度了解自

身、社会各类现象；形

式上更是与时俱进 ，

不断改进风格以迎合

您的需求。 迄今为止

发行的

45

期报纸，都

凝聚着沙湖蕊所有社

员的智慧和心血 ，我

们期望为你的生活提

供更多精彩， 愿最大

限度地让您感到轻松

愉快、舒适宁静。

在这里， 您可以

吐露心声、倾诉烦恼。

在这里， 您可以

增长见闻，开拓视野。

在这里， 您可以

释放压力，重获力量。

我们有细心 、负

责的心理健康专职教

师为三万学子引路 ，

传递着沟通心灵 、启

迪智慧的力量； 我们

有来自各学院近

20

名才华横溢的社员为

沙湖蕊辛勤付出 ，抒

发您的心声， 解开您

的困惑，“纯思，启慧，

明心” 的办报理念已

深入每 位 社 员 的 内

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也收获了友谊 ，获

得了成长， 诠释了我

们作为沙湖蕊报社人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

们将继续努力， 只为

您的存在， 愿我们的

努力能帮助您扫走疲

倦， 将鲜活的气息带

进您的生活。同时，我

们也需要您的肯定 ，

让我们 走 得 更 好 更

远！

与你亲近， 使你

快乐，

给你阳光， 让你

坚强。

沙湖蕊， 期待您

每一次的用心交流！

沙湖蕊心理健康报

疯狂的朋友圈是喜是忧？

本报讯（记者 李晓彤 陆舒 袁莎

陈俊 韩新宇 邓梅莲）

继微博和

QQ

空

间刷频之后，微信朋友圈里的海量信息

像病毒似地传播，让人避之不及 ，大致

可归为：

海淘、代购、微电商；结婚、晒娃、单

身汪；

鸡汤、干货、八卦多；工作、旅游、炫

耀党。

可谓是没有不敢秀的，只有不忍看

的！ 显然，疯狂刷朋友圈已经成为一种

新生态。

对此，记者对通识教育学院的部分

学生作了调查。 在采访中发现，他们对

这些“秀”的回答大多是：自己经常刷朋

友圈，只是频率高低不同。

15

级信息管理的苏雅说：“我每天

都会看朋友圈，可以了解朋友最近都在

干些什么。 ”当问到她是否也会发朋友

圈时，她说：“其实没什么好发的 ，自己

的生活自己清楚就行，何必通过朋友圈

传播出去。 ”

而

15

级新闻传播专业的李雪琴在

采访中提到，她会通过朋友圈提供有价

值的信息，让别人思考 ，自己也从中得

到快乐。 她朋友圈的内容主要是生活小

窍门、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美文 ，她觉得

这样可以体现“自我价值感”。 和她同专

业的韦柳倩在国庆期间和朋友去武汉

市区游玩了一圈，途中随时会发朋友圈

更新自己的动态。 她认为和朋友分享自

己的生活是一件快乐的事。

朋友圈里

80%

的事情是和自己无关

的，那大家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呢？ 心理

健康中心指导老师孙维燕作此解读：

原因一：“分离焦虑”是首因，朋友圈

为我们的社交需求提供了平台，使我们

感觉自己与他人是存在连结的。 通过不

断刷新、关注他人的动态，我们能够了解

他人的生活，了解最新的资讯，缓解内心

与时代脱节、与他人脱离所产生的焦虑

和恐惧。

原因二：分享是人的天性，分享可以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朋友圈一

系列“晒”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

人们塑造自己期望的形象，以此获得存

在感和满足感。

原因三： 朋友圈作为一个熟人硬关

系的社交圈， 利用的正是人们窥探欲和

虚荣心， 让我们动手刷一刷就可以知道

圈子里的新鲜事。

原因四： 无缝不钻的商家也看准了

这一平台， 以利相诱更加大了朋友圈的

火爆程度。

她提醒学生：刷朋友圈，得当则喜，

过度则忧。 我们的确需要分一部分时间

来关注，但不是全部。

1

、我校心理健康中心自

9

月

1

日起为全体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每周六晚

6

点播放心理影片，欢迎广大师生观影。

2

、为提高辅导员心理健康工作能力，

4

名辅导员被选派参加“第

37

期高校学生工作干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班”。

3

、为提高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水平，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选派

2

名教师参加“第十期心理危机评估与自杀

干预实务”活动。

4

、

10

月

24

日，校心理健康部带领学生会新成员，开展“增强凝聚力”的团体辅导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孙维燕）

为了

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水平 ，

使新生掌握基本的心理调适方法和

技巧， 本学期我校面向大一新生开

设了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课。

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健康基础知

识、 自我意识、 性格与职业生涯规

划 、情绪管理 、人际交往与沟通 、恋

爱及性心理、压力管理与挫折教育、

生命教育八个专题。 授课老师也将

通过课堂互动、角色扮演、团体协作

等方式，吸引学生投入课堂。

除了通过招募和集中培训教师

来保证教学质量， 心理健康教研室

也将收集学生的建议和意见， 从而

不断优化改进课程结构。

本报讯（通讯员 舒丹青）10

月

24

日下午，资源环境学院

15

级地理

科学在我校心理健康中心开展了团

体辅导活动。

活动由“叠罗汉”式的自我介绍

拉开序幕。 在“无家可归”游戏环节

中，全班同学手拉手围成大圈，主持

人说出一个数字后， 成员在

5

秒内

组合在一起，落单的人受罚。 主持人

给出的数字

33

，让这个

34

人的集体

陷入了僵局，“怎么办， 要舍弃队友

吗？ ”该班一位学生主动站出来说：

“我们是一个集体，不能抛弃任何一

个人，我愿舍弃自己完成任务。 ”他

的话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之后，“守护天使”，“松鼠大树”

和“诺亚方舟”等游戏增进了同学们

相互之间的信任， 气氛也越来越轻

松。 “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

责任， 我院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加

强此类活动的引导性和创新性 ，让

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 ”地科班主任

王文锋老师说。

除此次活动外， 该院近期还开

展了一系列针对新生的团体辅导活

动，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我校《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向

大一新生开课

资源环境学院

开展新生团体

辅导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满玉 余歌）

《肖申克的救赎》 中有这样一句台

词：“监狱里的高墙很有趣，刚入狱

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 ，慢慢

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 ，最终你

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生存。 ”如

今的朋友圈正是这样的高墙。 它用

文字作砖，信息作瓦 ，一砖一瓦地

搭建起这样一堵高墙，无形却坚不

可摧，从而浸淫着每个人的生活。

所谓 “圈 ”，自然是个圆 ，信息

拓展的宽度和深度就像这个圈一

样，向四面八方扩散 ，完全不受地

域和时间的限制。 圈里，亲近的人

可以了解彼此的生活，分享彼此的

心情，即便天各一方 ，感情就在一

评论一回复，一点赞一转发中得到

交流。 圈外，那些爱炫耀、爱抱怨、

好为人师、消费朋友的人 ，自然也

到不了圈内，他们的热闹与我们自

然无关。 这必须得赞！

有点赞必有点杀。 朋友圈本身

没有优劣好坏的属性，它不过是真

实反映我们现实生活的载体。 当我

们刻意把矛头指向朋友圈的时候，

实际上是指向了生活 ， 指向了自

己。

我也从来不赞同什么“百年前

躺着吸鸦片， 百年后躺着玩手机”

这样的言论。 我想任何一个具有独

立思想与人格的人，都不会被朋友

圈困扰。 试想《肖申克救赎》中的安

迪，二十年的监狱高墙都没有改变

他的心智，区区朋友圈，会吗？ 我相

信，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不会被朋友

圈中的负面情绪所影响，一个理性

聪慧的人也不会听信或传播耸人

听闻的谣言，一个充实忙碌的人更

不会频刷朋友圈，荒废时间。

文章的开头就以高墙作比朋

友圈 ， 我们也好比是高墙内的囚

民，面对这堵高墙 ，我们是要做坚

持自我、振翅而飞的安迪 ，还是犹

豫不决、游刃有余的瑞德 ，抑或被

高墙彻底圈住的老布？ 这值得每一

个人深思。

请记住 ，无论圈里圈外 ，我们

才是那根会思想的苇草。

微评：

不要只对“朋友圈”点赞或点杀

简 讯

责任编辑：陈伟

圆规守住了初心，得以圆满。

风筝定住了初心，得以飞翔。

本期，我们用笔尖的温度来分享“初心”。

饭桌上，富贵被一杯杯地敬酒。 公司里的财

务主任贼兮兮地靠过来：“老板，我一个远房亲戚

最近刚调到税务局当主任 ， 咱们公司这个税 ，

恩

......

就好办了！ ”富贵笑起来，手在财务主任肩

上拍拍，“行！ 这个事办成了给你加薪！ ”财务主任

笑得更开心了。

富贵其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富贵。 当年白

手起家的穷小子，现在已经是城中一家建材公司

的老板。

富贵是在取车的时候遇见阿土的。 他局促地

站在车边，头低着，双手绞紧。 富贵轻咳一声，那

男孩瞬间抬起头来。 只见他

20

出头的样子，穿着

脏兮兮的工作服。

“大

...

大哥，太不好意思了，我刚才拉砖蹭到

了你的车。 你放心，我赔，一定赔！ ”

富贵看看车身的擦痕，又看看男孩那张憋得

通红的脸，心下不忍，说道：“没事，重新喷下漆就

好了，你走吧。 ”

“那咋行呢大哥！ 我一定给你赔钱！ ”

富贵看了看手表，今天还约了税务局的人吃

饭呢。 他不耐烦地冲男孩摆摆手，“不用了。 ”

富贵坐上车子， 听到男孩在车窗外喊：“大

哥，我叫阿土！ 明天我会来还你钱的！ ”

阿土

......

富贵皱皱眉，疾驰而去，那边是灯红

酒绿的另一个世界了

......

富贵没想到第二天还能看到那个叫阿土的

男孩。 他正端着盒饭，坐在富贵的车旁。

阿土看到富贵，急忙放下盒饭站起来，憨憨

一笑：“大哥，昨天我还没赔你钱你就走了，今天

可算等到你了。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小沓

钱，富贵瞥了一眼，从五块到一百都有，那点钱还

不够他家贵宾一个月的狗粮呢。

富贵接过钱随意揣在口袋里往车边走。 车子

很快离开，留下阿土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

当富贵第三次遇见阿土时，他觉得老天真是

爱开玩笑， 怎么就让他和这个穷小子纠缠不清

呢。 可是没办法，阿土依旧每天都来。 碰巧这几天

公司里的财务主任跟税务局的人把事情敲定了，

富贵心里高兴，心想，罢了罢了。

阿土跟其他在外打拼的工人一样，年纪轻轻

便辍学出来打工。 所幸头脑灵活身体又结实，工

作也还算好找。 有时阿土会问富贵：“大哥，你那

么有钱，你还想要啥？ ”

“钱啊，更多的钱，哪有人会嫌钱多呢？ ”富贵

答。

“呵呵呵

......

我只要挣到能让全家吃饱穿暖

的钱就够了。 ”

富贵没说话，他心想，这孩子到底还是年轻

啊。 在金钱的漩涡中，又有几人能及时抽身呢

......

日子一天天过着，富贵的生意越做越大。 不

料天有不测风云，财务主任的那个亲戚被举报双

规了。

富贵知道自己肯定免不了牢狱之灾了。 他面

色苍白地去取车，却看到阿土雀跃地跑过来。 富

贵嗫喏着：“阿土

......

我可能要坐牢了

......

”

阿土笑得更开心了，“大哥， 你开啥玩笑呢！

我跟我妈说我有一个又有钱又好的大哥，她非要

你去我家吃饭呢！ ”

富贵还没说话就被阿土推着往车边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车子到达一个小村

庄，富贵停好车走下来。

看到眼前熟悉的景致，他突然有些慌，他大

声喊“阿土！ 阿土！ ”可身边哪里还有阿土的身影。

富贵突然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落到面前

的土地上。

是的，这是他的家乡，是自从他娘去世后他

再也没回过的家乡。

其实他记得，他原来并不叫富贵的，他叫阿

土。 他娘说过，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能像土

地一样淳朴忠厚

......

小编有话说：千回百转之后，才发现自己已

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只剩下追悔莫及了。

（屈睿）

富贵与阿土

13 级法语 陆晗

风乍起，吹落一袭黄叶。而落

叶却亲吻大地，化为芳泥，重归根

之怀抱，成全献之初心。

———题记

当浓浓的秋意爬满树梢，一

徐清风拂来， 数片金黄的叶子便

像舞动的精灵纷纷飘落， 悠悠地

打着旋儿。

落叶纷飞， 我的思绪也随之

飘离。 叶离开枝头，是一种新生。

它离开了禁锢之地， 从此生命可

以绽放万种绚烂之色。 我一直不

懂， 悄然无声的落叶为何坚毅而

执着地向着土地飘落， 而不是随

风流浪追逐自由的天空。 难道仅

仅是为了在空中划一道唯美的弧

线去成就生命中的绝唱之音吗 ？

然而，我始终不是落叶，不懂叶的

执着。

直到有一天，我羽翼渐丰，日

臻成熟， 出落成一片金黄叶子的

模样。 在浮世繁华和满目霓虹面

前， 在自己追求的理想的自由面

前，我终于发现，自己是如此想念

那个名叫家的温暖名词。

绿叶经历季节变幻， 终于沉

淀为成熟的金黄秋叶。 此时，风起

树摇，叶随风转。 风叶相携，叶子

便在风中恣意地翻滚着、旋转着，

尽情享受着这毫无拘束的自由 。

间或抬头， 叶子却看到了光秃秃

的树， 也念起这些年树木根系对

自己的养育之恩。 它想要再度飞

回枝头回归树之根本， 然而拼近

全力也无法连接那斩断的羁绊 。

终于，叶子选择拥吻土壤，将自己

变为树木的养料。 它以这种方式

成全了自己的初心。

我看出了它满心的犹疑。 它

有着对自由的执着和憧憬， 也有

着对树的依恋和不舍。 它欲紧紧

跟随风的脚步去浪迹天涯追逐自

由， 可是又恐根没了春泥的呵护

会随着一圈圈的年轮老去。 纠结

着、牵扯着、犹豫着，叶子渐渐做

出了自己的选择。 它不愿随波逐

流，不愿被风带走，它要将自己献

给树根。

从抽枝萌芽，到绽放枝头，最

终回归故土。 叶子的生命源自于

土壤中那些深埋的密集根系 ，最

终又零落成泥回报树根。 它放弃

了自由，成全了自己的初心，用一

生诠释了生命的永恒。

小编有话说：感念叶归初心，

叶之初心便是以生命去守护滋养

那养育之根，回报那份爱护之情。

初心本该是这样纯洁无暇的赤子

之心， 而你又有怎样的初心呢？

（桂妍）

感念，叶归初心

14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 袁娟

夜色如墨， 衬得银月如霜般

皎洁。 淡淡的月光泼洒进一方窗

棂， 给昏暗的内室铺上一层朦胧

的银辉。

屋内没有燃烛， 雕花木床上

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人。 他病得很

重，死亡近在咫尺。

寂静， 令人不安的寂静仿佛

让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直到另一

种奇异的声响打破了这一切———

那是常人无法察觉的脚步声。

床上的人睁开了双眼， 只见

一个蒙面的黑衣人站在了他的床

前。

“你来了。 ”床上人微微开口。

声音涩哑，脸上却很沉静的样子。

来人听了也不惊讶， 只是说

道：“我来送你最后一程。 ”

床上的人没有再说话， 屋内

又陷入了沉默。 他是曾叱咤风云

的武林第一帮的帮主， 这世上有

数不清的人想要他死， 也有数不

清的人将他奉若神明。 但不论是

前者还是后者， 似乎都与这不速

之客的目的没有任何关系。 这人

只是单纯来见他最后一面而已。

来人转身走到窗前，缓缓道：

“月亮很美。 ”

今晚的月亮大抵是格外圆润

明亮的，他能猜到，只可惜他看不

到。

来人又道：“但没有四十年前

的月亮美。 ”

只这一句， 便让他的心跳倏

然漏了一拍。 那些被鲜血尘封的

记忆， 此刻却像是破罐里的水一

样失控地倾泻而出。

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四十

年前的自己，那时的他初入江湖，

还只是个武艺不精的少年， 怀着

满腔的热血和赤诚之心， 在闯荡

中结识了一票不打不相识的好兄

弟。 他们怀揣着相同的梦想，希望

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武林中人人景

仰的大侠。 为此他们创立了这个

帮会， 说好一起匡扶正义， 后来

……

他紧抿双唇，不愿再想。

四十年了，物是人非。 帮会还

在，故人已去。

而他， 也早已不是当年的自

己。

这些年来， 他从未允许自己

败， 渴望匡扶正义的纯心早已被

权欲的深渊吞噬。 他着魔一般地

修习武术，吞并帮会，夺取领地 ，

一路称王。 到最后，他好像什么都

得到了，却又好像什么都失去了。

他依然记得兄弟们一个个或

愤然或失望地离去的背影， 也记

得最后一人临走时对他说的话 ：

“我现在将帮会拱手让人，不是想

背弃诺言， 而是因为有人早将它

糟蹋。 本人要的只是匡扶天下的

侠义，而不是称霸武林的野心。 ”

他闭上眼，那些杀伐征战，刀

光剑影的日子还历历在目。 而一

转眼，已王座倾覆。 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的日子均化作指间砂， 梦中

影。

可笑自己一生风光， 临了却

落了个身败名裂， 不得善终的下

场。

来人折回他的床前， 手中端

着两杯酒。

看着酒，他有些恍然。

四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他和

几个好兄弟， 也曾一起月下把酒

言志，大碗的酒，大碗的豪情。 酒

里有锄强扶弱的约定， 有共济天

下的决心，有一轮盈满的月。 那月

静静地沉在酒中，皎如明珠。

而今晚， 只有两只小酒杯放

在床前。 月光从窗外洒进来，却怎

么也塞不满房间。 他感觉这个房

间像是残缺的，一如他现在的心。

“已经四十年了啊

......

”他发

出一声感叹， 其中的苍凉酸楚让

两人都不禁吃惊。

原来他还没有忘。

他已有悔意

,

却为时已晚。 最

怕莫过万水千山踏遍， 却再也找

不到来时的路。 当年意气风发，鲜

衣怒马的少年而今已是形容凄

惨，血债累累的恶人。 踏月而来的

人终究无力纵歌而去。

月早已不是当年的一轮月 。

心，也不再是当初那颗赤子之心。

小编有话说:当时明月，当时

皎皎少年心。 却是沾了一身世俗

风尘后，徒留一声叹息。

（万泱）

当时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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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语

一版“心”闻纪事

二版 心理趣味说

三版 心理聚焦

四版“初心”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