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玉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袁捧着一张仅有的黑白

全家福不分日夜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袁 面色饥黄袁目

光呆滞袁嘴唇上结了一层厚厚的枯壳遥 她今年 52岁袁

这 52个春夏秋冬如今看来似梦一般袁虚无缥缈遥

照片上有她们一家五口袁她和丈夫各抱着一个还

在吃奶的孩子袁前面站着五岁多的大女儿遥 那是 25年

前惠玉刚生完第二胎不久袁丈夫特意花钱拍的袁怀里

抱的正是那对龙凤胎遥

25年来袁 偌大的房子随着岁月流逝改了容貌袁这

个家也只剩下这个孤零零的背影袁和永远定格在记忆

里的照片上的模样遥 惠玉想过就这样离去袁当一个人

对生的恐惧大于死时袁便有了如此消极的想法袁于是

她就这样一直坐着遥

31年前袁惠玉被丈夫带进这个家袁虽是媒妁之言袁

但她满足于吃苦耐劳的丈夫袁一年后为他生下一个女

儿遥 婚后恋爱的结合方式让她在与丈夫日夜相处的日

子里加倍地倾注感情袁丈夫也心疼她袁脏活重活从不

要她插手遥

一天夜里袁丈夫在她耳边羞涩地低语袁野给我生个

儿子遥 冶她心中顿时翻涌袁无尽的喜悦冲上眉头遥 不久

后她便又怀了孕遥 每一天袁惠玉都期待着儿子的降临袁

她觉得那是自己能给丈夫最大的礼物袁她愿为这个人

奉献一生遥

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袁 也慢慢地干不了任何活遥

沉浸在要为丈夫生儿子的美梦中袁传统知礼数的惠玉

看不得丈夫过分劳累袁便在临产前代替丈夫去给舅舅

家送种子遥 谁知产期提前袁在舅舅家生下了孩子要要要

女婴袁仅此一个遥 女婴落地时的哭喊声袁击碎了惠玉的

心袁也撕破了她渴望的幸福和幻想的美梦遥

舅舅一家子得知情况袁为了帮这个一心只想满足

丈夫要个儿子愿望的可怜女人袁最后竟在邻村一户穷

人家买来一名新生男婴遥 惠玉在舅舅家休养了一个多

星期袁心急的丈夫赶来时袁迎接他的是已产下的龙凤

胎袁初见孩子的他笑得合不拢嘴遥 而惠玉袁喜欢看到眼

前这个人如此模样遥

而后袁日子这样平静了下来遥 五口之家的全家福

照在那时因为喜悦特意拍下了遥

直至一年前袁和乐的假象瞬间土崩瓦解遥

两个女儿的相继出嫁让全家为之欢喜袁 但惠玉的

心里却感觉空落落的遥 或许袁只有她能明白袁送走自己

的亲骨肉袁而守着别人香火的无奈遥不知怎的流言蜚语

传了起来袁传到了丈夫和儿子的耳里袁多年的秘密终归

藏不住袁那时她才真正后悔遥在丈夫和儿子苦苦地逼问

下她点了头袁儿子便在丈夫的吼叫声中离开了家遥丈夫

一病不起袁十多天前在床上久久闭眼遥 离开前一刻袁那

双眼里分明还流露着对惠玉的感激和一丝怨恨袁 以及

对儿子的渴盼遥 从此袁这个家只剩下她袁台阶上坐着的

她遥

惠玉不愿跟女儿们走袁她要守着袁守着丈夫袁直到

在坟前流到眼泪干涸袁她才回家找那张仅有的全家福袁

捧在手心袁从未松开过遥

这一生袁为此一人袁如梦一场袁乍醒时袁无奈分别袁

依旧守望浴

小编有话说：一个爱夫深切的朴素女人，因为丈夫

一句“想要个儿子”，便无奈抱养非亲骨肉代替。以假圆

梦、忍受无奈只为守护虚梦，无奈现实残忍，虚梦多年

后破灭，但仍旧无怨无悔满怀爱意。

（陈秀云冤

我又做了那个梦袁那个关于春天的梦遥

一望无际的草原袁你仍然穿着白衬衣袁站在开满碎

白小花的草地遥阳光懒洋洋地洒在你的身上袁春风缓缓

吹过袁带走你发尖的香遥 我就这样袁远远地站在你的身

后袁贪婪地嗅着你的味道袁却不敢呼唤你遥突然你回头袁

灿烂的笑容像夏日的骄阳袁刺疼了我的双眸遥我微微闭

眼袁再睁开时袁你却不见了遥梦境只剩我与这片春光袁于

是我醒了遥

15岁袁初二遥 度过迷迷糊糊的初一袁来到了初二袁

环境似乎明朗开来遥于是袁认识了你袁你如梦境一般袁穿

着白衬衣袁带着灿烂的微笑袁走进了我的世界遥

16岁的初始袁我开始喜欢上你袁阳光单纯的大男

孩遥但在这个严禁说爱的年纪袁只能将这份喜欢深埋在

心底的土壤袁刻意与你保持距离袁冷漠地对待你遥 本想

通过这样断了这份思念袁却不曾想袁心底那粒叫野喜欢冶

的种子已经悄然发芽遥

16岁的中旬袁我们缘分般地进入同一所高中遥 我

也拥有了第一部手机袁那是爸爸给的中考奖励遥空白的

电话薄中加入的第一个号码袁是你的遥

16岁的尾巴袁我们渐渐熟悉起来袁可以在一起畅

聊理想与未来遥 圣诞节袁你的祝福短信如约而至院圣诞

快乐袁 我喜欢你遥 收到短信时的那份欣喜至今仍能记

起遥

17岁袁高二遥 你喜欢我袁我喜欢你袁可我们却未在

一起遥你曾问我院我为什么不做你的女朋友遥我笑笑不

语袁心底却涌出一种熟悉的感觉袁我知道袁那叫自卑浴一

次偶然的机会袁与你的妈妈不期而遇袁她像打量物件似

的袁将我从头看到底遥 尽管你一再阻止袁她终是发出那

声不屑的哼声遥像老套的故事情节一样袁她询问我的家

庭情况袁眼中却是越来越多的不满遥 最后袁她冷冷的话

语还是将我唯一的自尊击得溃不成军院 你是要考重点

大学的袁 没空与我这种穷丫头谈恋爱浴 纵使我比你优

秀袁我仍没有叶青春派曳中黄晶晶的自信与勇气袁只能狼

狈而逃遥 晚上袁你的道歉短信安静地躺在我的收件箱院

对不起袁我妈就是这样袁你别往心里去遥 不过现在的我

们的确还小袁应以学业为重遥让我们相约 2016的六月袁

那时袁 我们便可去那开满鲜花的草原袁 领略春天的美

好遥

2016,加油浴

2016,我们高考遥

18岁袁高三遥这一年你都没有联系我遥我想主动一

点袁却没有勇气再坚持一点遥 我自卑袁贫穷的家庭让我

一直都自卑袁我没有勇气去追逐我想要的袁甚至在听到

你有女朋友后袁 也只是远远地看着你的背影袁 淡淡一

笑遥

高考如约而来袁又匆匆离去袁我们终是去了不同的

学校遥从 15岁到 18岁袁我胆怯袁但别说我不在意袁在意

了又能怎样钥 你终不是小说中的男主袁我亦不是女主袁

我们只是彼此生命的过客浴

我曾经傻过袁执着地守着那个约定袁只不过袁到最

后袁我还是一个人浴 说不上谁负了谁袁只叹时光薄情遥

小编有话说：一人一梦，虽然“我”的梦却没有实

现，但有过追求，有过回忆，足矣。

(熊晓君）

原因你袁缘因你袁人影独坐袁满眼深秋等花落袁不

由我遥 缘因一人袁而梦一场遥

踏着梦的足迹袁荡起心的涟漪袁有人情起而忘己袁

梦由心生袁心因情骋遥依梦思家袁一夕之间留下的是时

光掠过的痕迹与心灵浮动后的沉寂遥 野昨夜闲潭梦落

花袁可怜春半不还家遥 冶离家的游子昨夜梦到花落闲

潭袁春将过半而自己还不能回家袁自然不过是又送走

一个春天袁游子却是耗费了无数的青春韶华遥 春去冬

来袁陌上的花不知开了多少遍袁可离家的人们啊并没

有缓缓归来遥多少游子袁思念亲人却奈何前途惘惘袁回

家之路异常艰辛袁梦醒时分只是独怆袁寂寥遥

我在梦的尽头袁只因梦的那头有你遥野夜月一帘幽

梦袁春风十里柔情遥冶妻子深切思恋的丈夫终究不在身

边袁浓浓的情意只能寄托于十里春风袁夜深人静时唯

有梦中与他相见袁一帘幽梦袁又见一帘幽梦唯独不见

他遥 野从别后袁忆相逢袁几回魂梦与君同遥 冶梦里与君同

在袁魂牵梦萦袁不愿清醒遥 这头的妻子寄出相思之意袁

那头的丈夫又何尝不是睹物思人袁触景生情呢钥野可怜

无定河边骨袁犹是春闺梦里人 遥 冶无论走到何处袁内

心最深的牵挂还是你遥最怕造物弄人袁斯人已矣袁再多

的情袁 再深的爱都逃不过别离的网袁野夜来幽梦忽还

乡袁小轩窗袁正梳妆遥 相顾无言袁唯有泪千行遥 冶总有人

问世间情为何物钥或许是生死相许袁可之后呢钥给留下

来的人不过是无尽的悲伤袁最终也不过梦里相见遥 捕

梦啊捕梦袁想要把美好的梦都抓进梦里袁自你离开后袁

梦里不过是无尽的思念遥 捕这梦袁做这梦徒徒让自己

泪流满面罢了遥 你我今生缘起缘落始终难以忘怀袁却

不能一解相思之苦袁梦里花落知多少又何妨袁春去春

来我们何时再重逢袁空留一杯相思酒只我独饮遥

有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袁 我却道朋友之情坚如

磐袁志同道合心意相通岂不乐乎钥古往今来袁伯牙子期

的高山流水知音之情被人们所称道袁李白也曾以桃花

潭水深千尺寓意朋友之情遥 朋友不在身边袁我的良辰

美景与谁诉袁我的心酸苦楚谁人听袁远方的朋友你可

知钥野月上僧归后袁诗成客梦中遥更闻栖鹤警袁清露滴青

松遥 冶 我或许只能在梦里与你吟诗作对袁开怀畅谈袁

人生得一友实是一大幸事遥若只是短暂的分别倒还有

所寄托袁难过的是友人不在袁连思怀的对象都是虚无

缥缈的遥野夜阑卧听风吹雨袁铁马冰河入梦来遥冶铁马是

你袁冰河也是你遥什么时候能回到我的身边袁不让我受

尽着相思之苦啊浴 野夜来携手梦同游袁 晨起盈巾泪莫

收遥 君埋泉下泥销骨袁我寄人间雪满头遥 冶梦里朋友依

在袁梦醒物是人非袁这一梦一醒夹杂着多么残酷的伤

痛啊遥

梦一场袁人已往袁梦喻人袁人预梦袁一人一梦一浮

生遥

小编有话说：梦源于生活，人们每天都做着各种

各样的梦，在本文中，我们可于文字的“远近亲疏，莫

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里看到自己的一梦一浮

生。而今夜，你又能否遇见自己的那个梦中来客？

（侯晗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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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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院

当您苦恼无助时袁

能为您解开心灵的死

结曰

当您情绪波动时袁

能为您抚平心灵的褶

皱曰

当您内心禁锢时袁

能为您打开心灵的窗

户遥

于是袁 我们来了

噎噎

带着温暖和爱建

立的温馨" 小窝"--沙

湖蕊报社遥 对于这个成

立于 2011 年 9 月袁今

年已满四岁的小家庭

来说袁没有人知道它会

变成什么模样袁能有多

大出息, 但我们一直在

努力遥

每季度办一期报

纸袁从定主题尧写稿尧改

稿尧编辑尧版式设计尧报

纸发放袁每一流程我们

都非常认真仔细曰内容

上也力求创新袁期望给

您带来独特的视角袁帮

助您从心理学的角度

了解自身尧社会各类现

象曰形式上更是与时俱

进袁不断改进风格以迎

合您的需求遥 迄今为止

发行的 50 期报纸袁都

凝聚着沙湖蕊所有社

员的智慧和心血袁我们

期望为你的生活提供

更多精彩袁愿最大限度

地让您感到轻松愉快尧

舒适宁静遥

在这里袁您可以吐

露心声尧倾诉烦恼遥

在这里袁您可以增

长见闻袁开拓视野遥

在这里袁您可以释

放压力袁重获力量遥

我们有细心尧负责

的心理健康专职教师

为三万学子引路袁传递

着沟通心灵尧启迪智慧

的力量曰我们有来自各

学院近 60 名才华横溢

的社员为沙湖蕊辛勤

付出袁 抒发您的心声袁

解开您的困惑袁"纯思袁

启慧袁明心"的办报理念

已深入每位社员的内

心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也收获了友谊袁获得了

成长袁诠释了我们作为

沙湖蕊报社人存在的

意义和价值袁在未来的

日子里袁我们将继续努

力袁 只为您的存在袁愿

我们的努力能帮助您

扫走疲倦袁将鲜活的气

息带进您的生活遥 同

时袁我们也需要您的肯

定袁让我们走得更好更

远浴

与你亲近袁使你快

乐袁

给你阳光袁让你坚

强遥

沙湖蕊袁期待您每

一次的用心交流浴

沙湖蕊心理健康报

那个关于春天的梦
16级心理学朱祥艳

野洛枳爱盛淮南袁谁也不知道遥 冶

野我爱你袁只有你不知道遥 冶

我从来不知道如何去描述我们的故事袁不知道从

哪里开头钥 又到哪里结束钥 或许这个故事从来不会结

束袁又或许当我遇到一个如你一般的人袁记忆中的你

就会逐渐消失吧浴但是我估计再也不会碰到如你一般

清澈的少年了袁因为你惊艳了我整个高中时代袁是我

一直苦苦追寻的那个梦袁那个遥不可及的梦遥

还记得那天下午夕阳余晖温柔地洒在每个人身

上袁我和好友斜靠在三楼外的护栏上袁然后她突然指

着楼下的一个身影袁野快看袁 那是我们学校的校草学

霸袁每次都是年级第一遥 冶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到了

你袁很白皙的脸袁带着果敢与刚毅袁身高不是特别高袁

但是就是那种完美男友的身高遥 我一时看入了迷袁直

到好友喊我我才反应过来袁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我漫长

而又小心翼翼的暗恋史遥

我陆续打听到了你在的班级袁知道你是高我一届

的学长遥 我一遍遍在纸上写你的名字袁然后感叹名字

跟人一样好看袁我策划一次又一次的擦身而过袁希望

有一天你会惊讶于为什么有个人每次都能碰到袁你或

许会认识我袁然而没有遥 看过一段话袁野你所认为的巧

合袁不过是另一个人用心的结果袁天地多辽阔袁相遇多

难得遥 冶我总是卑微而谨慎地喜欢着你袁那时候做的梦

都是关于你的遥

最后一次见你是在北京楼的四楼袁那时候刚刚上

完体育课袁我走过去便看到了你袁白色的 T恤加上简

单牛仔裤袁 总觉得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看的男生了袁那

时候的你已经被北大录取了袁从你的脸上却看不出一

丝得意袁你从来都是这样宠辱不惊遥 我慢慢靠近你袁你

竟然完全转过身来面对着我袁 阳光洒在你的脸上袁照

的少年更加好看了袁不知道是阳光太过耀眼还是你太

闪耀袁我竟然不敢直视你遥 野学长袁你好棒啊浴 冶没想到

自己说出了这句话袁我马上跑掉了遥野学妹也加油哦浴冶

背后传来你的声音袁我的心咯噔一下袁不敢回头袁不敢

让你看到我流泪的样子袁 眼泪吧嗒吧嗒流个不停袁想

着暗恋结束了袁却又不舍得它结束遥 好在暗恋从来都

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袁我不喊停袁它就不会停止遥

我的整个高三就靠着你活下来了袁累了想放弃了

就给你写信袁写了厚厚一摞袁被我锁在了箱子里遥 虽然

最终也没能来到有你的城市袁 却想很多关于你的事

情袁只是里面再也不会有我的参与袁哪怕是作为一个

观众遥 去年暑假袁去了你的家乡袁去看了你曾经读过的

初中袁也在街上漫无目的闲逛袁期待着在哪个转角突

然遇到你袁然而没有袁生活从来不是偶像剧遥

曾经的少年是我青春里最美好的梦袁很感谢因为

你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袁很感谢你的出现让我有了第

一次少女的悸动遥 虽然梦遥不可及袁你我可能不会再

相遇袁但我从不后悔袁缘因你袁而梦一场遥

小编有话说：少女的梦是粉红色的，里面住着那

个温暖如阳的少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

不悔为你梦一场。

（何乐）

在游戏中寻求平衡之道
本报讯（评论员 曾慢 周忻）互联网作为大学生

的基本交流渠道和信息平台袁 满足了大学生的心理需

求袁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遥而网络游戏作为互联

网发展环节的重要产物之一袁 以其娱乐性强尧 运行方

便尧消费相对低等特点在大学生中风行袁因此其产生的

影响不容忽视遥

网络游戏缘何得到社会大众袁 特别是广大大学生

的追捧袁究其原因袁一是院游戏自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遥

网络游戏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对游戏的一种展现袁 以其

生动性和极致的视听感受见长袁 这是现实生活中游戏

所不及的遥也因这些特点袁网络游戏成为大学生在学习

生活之余的不可或缺的野精神食粮冶遥其次袁网络游戏所

营造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袁它具有未知性尧身份虚幻性

和互动性等特点袁 这就使得许多人认为在游戏中可以

找到精神的寄托袁寻得内心的满足袁同时暂时逃避现实

生活中的问题遥

然而网络游戏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也存在着一

些消极影响遥 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使自控力差者学业

荒废遥与此同时袁长时间的野推塔刷怪抢人头冶则会严重

损害身心健康遥 由于过度劳累和生活不规律而引发的

各种问题袁成为野慢性自杀冶的野毒药冶曰把虚拟世界的生

活方式带入现实生活袁则成为导致暴躁袁忧郁袁焦虑等

不良情绪产生的野祸根冶遥

在笔者看来袁 适当进行网络游戏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调节生活袁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增添色彩袁而过度沉

迷网络游戏则是得不偿失之举了遥 沉迷网游对于自我

成长袁身心发展袁个人生活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不利

的影响袁应引起广大学生的注意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生活与网络游戏

的关系呢钥 如何才能将不少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从中

解救出来呢钥首先学生自己要正确认识网络游戏袁自觉

提高自制力遥作为大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袁处理

好游戏与学习的时间尤为重要遥 其次袁学校老师和相关

部门应该发挥自己教育主体的作用袁 大力增强教育主

体的教育能力袁搭建良好的沟通教育平台袁同时深入开

展网络文化教育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观袁正确

看待网络游戏袁扬其利袁去其弊遥 最后袁在网络游戏泛

滥尧网瘾青年激增的今天袁笔者也在此呼吁广大学生不

要沉迷于游戏袁要分清主次袁让自己学得扎实袁玩得愉

快曰寻得平衡之道袁让自己的生活在游戏的点缀下充实

而快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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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本报讯（记者 艾航 王俨君 严馨

余正康）随着近几年竞技游戏的兴起袁整个

游戏产业开始了一次史无前例的 野大跃

进冶遥 无数的资本竞相涌入游戏产业袁游戏

也从单一的盈利模式形成了一条涵盖周边

商城尧直播平台尧影视娱乐的庞大的利益链

条遥 可以说袁游戏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

种潮流袁 开始成为无数年轻人生活中的重

要部分遥 而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袁游戏早已

成为寝室生活的主流和茶余饭后的谈资遥

大学生通宵打游戏的现象屡见不鲜袁 上课

打游戏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遥 我们不禁思

考院 游戏产业的大热对于当代大学生究竟

是利是弊钥 大学生对于游戏的态度到底如

何钥

针对这些问题袁 本报记者对我校广大

新生进行了采访遥 受访者基本都表示常玩

游戏并且他们身边的朋友也经常玩游戏袁

游戏的火爆程度超乎想象遥 据了解袁英雄联

盟尧 守望先锋和王者荣耀这三款游戏是现

在大学生的宠儿袁 绝大多数受访者至少都

玩过这三款游戏中的一款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在喜欢玩游戏的大学生中袁 女生人数的比

例在上升袁 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加入到玩

游戏的行列中遥 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姚

钰倩说每天都花 1到 2个小时的时间去玩

4尧5个人一起的团队游戏遥

当谈及喜欢游戏的原因时 16级电子信

息工程的雷家威说院野我在游戏中能找到一

种成就感遥 冶16级金融专业的胡俊龙谈到院

野玩游戏可以放松心情袁缓解平时学习的压

力袁我和同学室友一起玩袁一起开黑袁团队

合作确实有意思袁 并且也能在其中找到成

就感遥 冶

当问及到游戏对于大学生是否有利这

个问题时袁 许多大学生都认为游戏对自己

有利遥 很多人都认为游戏可以舒缓大学新

生面临的诸多不适袁 还能增进与新同学之

间的友谊遥 16级应用统计学的马伯尧说游

戏可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袁 适度游戏还

可以缓解压力遥 16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

雷家威也觉得游戏能帮助自己释放压力袁

放松心情袁 还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交到

很多朋友遥

相比过去的游戏而言袁如今的热门游戏

几乎都是竞技游戏遥竞技游戏的最大特点就

是玩家的参与度极高袁实时对战的游戏模式

避免了打怪升级类游戏练级之路的漫长和

无聊袁让玩家时时刻刻处于一种紧张和兴奋

的状态袁团队竞技的游戏模式也对团队合作

提出了更大的考验袁促使玩家在游戏中充分

与队友沟通遥 正是因为竞技游戏的独特优

势袁才能让大学生的各方面压力在紧张刺激

的游戏中尽情释放袁还能在游戏过程中极大

地促进与同学之间的感情遥

然而袁也有不少学生认为游戏的弊远大

于利遥很多受访者认为游戏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学习袁还非常易影响人的心情袁让人脾气

变得暴躁遥 16级金融学的陈慧文认为打游

戏会占用与家人的相处时间袁不利于人际交

往遥 16级软件工程专业的李凯文觉得如果

不是以游戏谋生袁打游戏纯粹就是在浪费时

间袁而且如果打游戏一直输袁人的心情就会

变得非常糟糕遥

本报认为袁游戏容易让大学生沉迷的主

要原因就是游戏能够即时反馈遥一个人在游

戏中做出的任何操作袁都能让玩家获得最及

时最直观的反馈袁这种即时反馈能够给予游

戏玩家相当多的成就感袁让玩家能一步步明

显地看到自己的进步袁 形成一种内在激励袁

最后将玩家牢牢栓在游戏里遥对比现实生活

中的学习袁听课并不能像游戏中那样让你直

观的看到自己的进步袁然而学习是一个量变

引起质变的过程袁这就让被游戏吊高胃口的

学生更加觉得学习无聊尧没趣遥 对于竞技游

戏而言袁紧张激烈的比赛往往让学生全身心

的投入到游戏当中袁学生自然而言就会对输

赢分外重视遥当一个人在一场比赛付出了相

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只得到了一个失败

的结果袁巨大的心理落差就会让学生产生大

量的负面情绪袁学生的脾气自然而然就会变

得暴躁遥

游戏本身没有对错可言遥游戏可以令人

在一天紧张的学习工作中放松下来袁使人在

与朋友的开黑中得到快乐和满足袁使人的大

脑得到开发遥 但是沉迷于游戏袁结果恐怕会

适得其反袁 我们原本是想在游戏中找到快

乐袁到最后只剩下了一身的疲倦和不甘遥

我们应该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袁用

更多时间去做许多更有意思的事情袁去多读

一本书袁去多走一走遥 游戏只是生活的调剂

品袁而不是毒品袁如果你一不小心上瘾了袁是

时候戒掉了遥

在游戏中享受真正的快乐

本报讯（记者 李晓

彤）我校资源环境学院于 3

月份在校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展开 9 次心理团辅活

动袁 每场团辅由所在年级

的心理委员负责袁 持续时

间为 1-2个小时遥 活动旨

在帮助大一和大二的同学

们能通过活动更好地认识

自己袁 并对未来有一个明

晰的规划遥

此次活动主要针对

2015 级和 2016 级全体学

生袁 并以班级为单位依次

进行遥 每个班级袁每场活动

均有自己的特色 遥 比如

2016级城乡规划的 野时光

隧道冶活动袁伴随着现场缓

缓流动的轻音乐袁 同学们

静静冥想袁回想过去袁思考

人生袁探索未来遥 学生积极

参与到各种小游戏中袁现

场气氛活跃遥

在问及此次活动的意

义时袁 活动负责人之一林

光灿说道院野对于大学生活

刚开始的大一学生和已经

步入正轨的大二学生来

说袁逐渐开始认清自己袁规

划未来生活袁 是一件需要

被提上日程的事情遥 而此

次的心理团辅就为我们学

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和机会遥 冶

自信青春，魅
力未来
———资源环境学院
心理团辅活动展开

心语：一点一滴，一沙一石，一草一木

皆有一人的身影。

南柯一梦，也终不悔，为你。

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梦的世界，分享梦的故事。

一人，一梦
2014级教育学 陈凤兵

捕梦人
王好 15级教育学

一人一梦
15级教育学陈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