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似是刚刚瞥见了远方的晨光熹微袁 又将目送云岫

间晚霞漫天袁世间走得最快的袁该是时间吧遥 时年易逝袁

光阴里刻下的或浅或深的痕迹袁 在时钟的滴答声中一

点一滴消散袁化作过往云烟遥 一路前行袁一路失去遥

浮生百年袁会路过千万人的春夏秋冬遥 幸遇知己袁

从擦肩而过到高山流水袁余生多少年袁眸中还会藏着结

识对方的欢欣遥 牵手走过的放学小路袁蝉声掩盖了互相

野借鉴冶作业的秘密曰冬天的第一场雪袁皑皑茫茫袁是一

定要等着某人一同留下足迹遥 后来袁会遇到专属的小幸

运袁翘首以盼着袁渴望听到电影散场后砭骨寒风中的细

语叮咛曰并肩走过的香樟路袁小心避开的泥泞袁裹挟着

雨后青草香的声音袁最是婉转动听遥

翩然而逝的时光袁漫不经心地袁红了樱桃袁绿了芭

蕉袁也会不动声色地袁蚕食着曾经的信誓旦旦袁以为会

携手一生的莫逆之交与一往情深袁失散在人潮拥挤中遥

曾经比肩而立的距离被拉长到地图上冰冷的几百公

里袁年少的悸动难禁起岁月的琢磨遥短暂的迷失?抑或永

远的离开袁无从知晓遥 只余一句悠悠的喟叹院自此袁这世

间三千繁华再也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来并肩欣赏

了遥

易安失去明诚袁赌书泼茶的时光化作齑粉袁飘散在

历史风烟中袁她挥泪写下的叶声声慢曳袁后世无人堪望其

项背曰再游沈园袁故人相见袁却已物是人非袁一曲叶钗头

凤曳听得杜鹃啼血袁百花凋零噎噎而我袁失去过那么多

的青春迤逦时光袁 笔下的心绪是否也能行云流水般一

泻千里?想写下窗外的水杉郁郁葱葱袁浓浓的绿意便浸

染了我的笔尖曰摹下林间轻灵跳跃的鸟儿袁纸上便有了

生气曰 池中放生的一条红尾小金鱼悠然吐着泡泡在纸

笔交错的沙沙声中游走噎噎香樟叶揉碎的阳光被铺陈

在青春远去的跫音里袁明明灭灭袁渐行渐远遥 母校里我

妥帖安放的纯真岁月袁 亦被冰冷无情的时间切割成丝

丝缕缕袁点点滴滴遥 目睹那一场青春盛宴曲终人散后的

几许凄凉袁难免倍觉感伤遥

向来失意之人袁青衫独立袁落拓踯躅袁自称人间惆

怅客袁断肠声里忆平生袁意境虽美,却未免太过凄寒袁教

人横生些许哀愁遥 往事已成空袁还如一梦中袁黍熟黄粱袁

车旅蚁穴袁又当如何消受钥 大梦将寤袁过眼皆空袁前方袁

还有诗和远方待我们去追寻遥

自愧并非生性豁达之人袁做不到太白野天生我材必

有用袁千金散尽还复来冶的豪放大气袁却也不愿终日沉

迷于李后主的野人生长恨水长东冶的悲戚哀愁遥 更喜欢

的袁是那种娴静的淡然与从容袁历经世事万千袁几历得

与失袁此心依旧波澜不惊遥 繁花般的过往终已凋零袁纵

使空枝无依袁来年又是一番花团锦簇袁何须暗自神伤钥

何不自在安然地袁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袁漫随天外云卷云

舒遥

失去的过往曾经温柔过我的岁月袁悉心珍藏袁不再

执着地频频回望遥 某个阳光微醺的午后袁偶然念起袁信

手翻过陈旧的相册袁暂且偷取这浮生半日闲暇袁醉一回

吧遥 次日的阳光依旧温暖袁照亮的袁是比过去更远的远

方噎噎

小编有话说：往事一去东流水，水过无痕却有痕，

谁能说“失”并非是另一种“得”呢，笑望着的“得与失”

才是真正让我们镌刻在心中的难忘旧时光。（侯晗倩）

乔治和玛丽已经交往两年了遥

今晚我要向玛丽求婚袁乔治想遥

两个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袁 还有一个漂亮的花

园袁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很幸福遥

乔治吻了一下求婚戒指袁 银闪闪的指环上镶嵌着

两克拉钻石袁环内被巧妙的刻上了玛丽的名字遥 乔治小

心的把它放进了已经给玛丽切好的蛋糕里遥

野对不起袁亲爱的袁我来迟了遥 冶玛丽气喘吁吁的坐

到了乔治的对面袁额头泛着汗珠袁在灯光下显得特别可

爱遥

野亲爱的快歇会袁喝杯水遥 冶乔治倒了一杯水袁玛丽

接过来袁却不小心洒到了衣服上遥

野亲爱的袁我去拿一些餐巾纸袁等我一会遥 冶乔治起

身去了前台袁野服务员袁请给我一些餐巾纸袁我还需要看

一下我预定的乐队遥 冶野好的先生袁乐队在楼上遥 冶乔治上

了楼袁穿着红白色制服的乐队已经准备好了遥 野听着伙

计们袁今天对我来说十分重要袁按原计划那样做袁我期

待你们的表现遥 冶野是袁先生袁不会让您失望的遥 冶指挥说袁

乔治满意的点了点头遥

乔治回来时看见玛丽面前的蛋糕已经被吃了些袁

心中暗喜袁野亲爱的袁蛋糕怎么样钥 冶说着把纸巾递给玛

丽遥 野亲爱的袁这些蛋糕真的很棒遥 冶野嗯袁我还给你准备

了表演遥 冶乔治拍了拍手袁乐队有序的来到桌子旁边开

始演奏遥 乔治幸福又满怀期待的看着玛丽吃蛋糕袁可是

直到蛋糕被吃完了袁乔治所预想的事也没有发生遥

野亲爱的袁你有吃到什么东西吗钥 冶野没有呀袁怎么

了钥 冶野哦噎噎没事噎噎冶

戒指呢钥戒指怎么没被吃到钥玛丽不可能一下子把

戒指吞下去的噎噎我亲手把戒指放在里面的袁 怎么会

不见了钥 乔治开始不安起来袁他环顾四周看看有什么可

疑的人遥

野怎么了钥 冶玛丽发现了乔治的异样遥 野没事噎噎还

吃吗袁我再给你切一块遥 冶野不了袁亲爱的袁他们演奏得可

真棒袁对吗钥 冶乔治已经没有心思听音乐了袁指挥也一直

等着乔治的手势来变换歌曲袁但是噎噎戒指不见了浴

玛丽正欣赏着音乐袁一位服务员过来了袁优雅的向

玛丽鞠躬袁野小姐袁外面有一对乞丐夫妇找您遥 冶野好的袁

我这就过去遥 冶玛丽起身走向门口袁乔治也跟了上去遥

野哦袁上帝保佑袁好心的小姐袁你果然还在这里遥 冶衣

衫褴褛的乞丐说袁野我叫威廉袁 刚刚路过这家餐厅时实

在是太饿了袁这位好心的小姐把她的蛋糕给我了袁但是

家里还有同样挨饿的妻子袁 我就想把蛋糕拿回家一起

吃遥 冶威廉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妻子袁她说院野好心的小姐袁

您好袁我叫凯蒂遥 您知道吗袁我竟然在里面吃到了一枚

戒指浴这真是我收到的最大的惊喜了浴 冶野我想你们肯定

很需要这枚戒指袁就把它送回来了遥 冶威廉把戒指放到

乔治手里袁野去吧小伙子袁你会成功的遥 冶乔治接过戒指袁

玛丽惊讶的捂住了嘴巴袁乔治半跪着袁举起戒指袁野亲爱

的袁嫁给我好吗钥 冶玛丽点了点头袁乔治给玛丽戴带上戒

指袁两个人幸福的紧紧拥抱在一起遥

野多好的一对啊噎噎冶凯蒂感叹道袁野上帝保佑袁祝

你们幸福遥 冶乔治松开玛丽袁对威廉说院野先生袁非常感谢

您遥 对了袁我们家有一个花园需要打理袁如果你们不介

意的话袁我想请你们做我的园丁袁我可以付给你们工资

噎噎冶

小编有话说：戒指失踪了，可爱不会消失，当戒指

失而复得之时，让人感动的不止爱情还有善良的人心。

（何乐）

岁月刻下了一个字袁一撇一捺曰

岁月吻上了一张脸袁一沟一坎曰

岁月爬上来一座墓袁一黑一白遥

有时候袁我想回忆起一些流年往事袁好在斑驳流光

里安息片刻袁然而袁越是努力回想袁越是杳渺依稀遥 近来

我看到一辆骡子车在马路上吱呦走过袁 爷爷赶牛车的

影像便朝我随风飘来袁虽遥远却还是不可忘怀遥

我儿时在农村袁大部分人家会养一头骡子尧驴或牛

来拉车干农活遥 而相应的袁这些人家都会购置一辆车袁

像马车袁但我们那里不叫马车而叫排子车遥

那时候袁爷爷下地干农活时会叫上我袁让我帮些小

忙遥 出发时袁爷爷用支子支起排子车袁牵来牛袁喊野稍冶袁

牛便自觉地后退袁到合适位置时袁放下支子袁挂好钩袁套

车便完成了遥 爷爷坐在排子车前方左边野掌舵冶袁手拿长

鞭不时虚晃袁好催促牛儿快走袁摇晃累了便把绳鞭搭在

牛背上遥 爷爷总是头戴一顶草帽袁半弯着腰袁依靠在车

帮上袁不时吞吐着烟圈遥 随着岁月流逝袁爷爷已成了墙
上的黑白照遥

那时的我则坐在车帮上袁随车子上下颠簸袁左右摇

摆遥手牢牢攥着扶手袁生怕掉下来遥走在青山小道上袁蓝

天白云下袁望着远方上下抖动的山峦草木袁清新空气随

我任意吞吐遥 不时听闻几声婉转鸟语袁偶尔传来老汉们

深沉的腔调袁 一句话如同那霹雷闪电袁 一腔热血往上

翻遥 野击鼓浴 鸣锣浴 击鼓鸣锣响三点袁天大祸事包某承

担浴 开铡浴 冶真是醉了也浴

在仅有的一条小道上袁 来往的排子车总会自觉避

让袁有序行进遥 那些不会说话的牲畜袁在那一辈人的调

教下袁在野喔冶尧野站冶声中袁竟是那么有灵性浴 那么令行禁

止浴那么可爱忠诚浴车夫们相遇时也总要热情的打声招

呼袁好像都认识一样遥 那个年代的人儿总是那么淳朴热

情袁让人可亲可敬浴

其实我怀念的又何止是排子车啊袁 还有那个时代

的老物件袁那个时代的人的真诚品行袁那个时代的故乡

啊浴

只可惜时过境迁了袁现在袁许多人家已经把排子车

闲置袁上面灰尘厚厚积累袁木朽铁锈遥 也许袁再过几年袁

便再也不见不到排子车的踪影了吧遥 那个曾经山清水

秀的小山村袁不见了松鼠兔獾的影子袁现在被挖沙尧采

石尧丢垃圾搞得满目苍夷遥 人家也盖起了洋房高楼袁逐

渐封闭自己袁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不堪噎噎

昔日古朴的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的小山村啊袁再也

不见了遥 只剩老人务农袁小孩儿上学袁青年人则外出打

工袁青年在外发家致富了便把一家人搬出去了袁去前往

外表繁华袁实则人际关系更为冷漠的城市遥 里面的人想

出去袁 外面的人不想进来袁 这便是目前偏远农村的模

样遥 这是乡村走向城际化的阵痛袁亦是时代进步必不可

少的阵痛遥 我希望阵痛过后袁换来的是社会的舒缓与安

宁遥

岁月不堪袁 谁知沧桑世间物易换袁 空留思忆一声

叹曰

岁月不堪袁谁知人世短暂天不老袁只留当年人徒伤

感曰

岁月不堪袁谁知故乡已然成梦影袁仅有多情旧人长

思怨遥

噎噎

失踪的排子车啊袁你去了哪里钥

小编有话说：失踪的排子车，去世的爷爷，不见的

淳朴热情。岁月不堪，谁知故乡已然成梦影，仅有多情

旧人长思怨。（熊晓君）

沙
湖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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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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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本报讯（记者 艾航 严馨）

5月 10日傍晚袁 为响应湖北大学

野携手前行袁共筑未来冶心理健康

月系列活动袁 湖北大学通识教育

学院学生会和心理健康中心积极

响应学校号召举行了 野阳光彩虹

跑冶活动遥

本次野彩虹跑冶活动在湖北大

学通识教育学院举行袁 活动路线

总长约 2.5公里袁以湖北大学通识

教育学院排球场为起点袁 经过英

语角尧宿舍楼遥 参与活动的学生们

在经过不同的站点时都会被工作

人员从头到脚喷洒五色粉末袁沾

染了彩色粉末的奔跑人群宛如一

道跃动的彩虹遥

野彩虹跑冶起源于美国袁被称为

野地球上最快乐的赛跑冶遥 参赛者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参与跑步

活动袁把彩色粉末撒向空中袁营造出五彩斑斓尧绚烂多姿的氛

围遥作为一项野健康尧快乐尧彰显自我冶的跑步活动袁近年来在国

内风靡一时袁公众参与跑步的热情高涨遥

在晚饭过后袁 参赛者们陆陆续续来到操场遥 随着一声令

下袁同学们迈开步子袁轻松愉悦地奔跑遥 在经过第一个彩虹拱

门时袁早已蓄势待发的工作人员袁用喷射器将五颜六色的彩粉

喷出袁氤氲出一片彩色的野雾气冶遥同学们的衣服裤子甚至头发

都被彩粉染成了各种各样的颜色袁似乎要与这彩雾融为一体遥

同学们在彩粉中穿行袁犹如在彩虹中奔跑一般遥在选手们的尖

叫声尧欢笑声尧呐喊声中袁大家陆续跑到终点袁完成赛程遥 每个

人都无一例外的野光荣挂彩冶遥 选手们在酣畅淋漓的跑步过程

中袁虽然付出了汗水袁但也释放了压力袁收获了彩虹般的好心

情遥 野很好玩的活动袁还有奖品袁虽然衣服脏了袁但是心情一下

子就好了冶高分子材料专业的余正康同学如是说遥热情的参赛

选手袁漫天飞舞的彩虹粉末也引来了不少同学驻足旁观袁现场

欢声笑语不断遥

当谈到这次活动的目的时袁湖北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学生

图 邵壮

会心理健康部分管主席林雨欣说到院野最近几天正逢体育测

试袁大家在测试长跑的时候都不太情愿遥我们举办这次彩虹跑

活动就是希望大家能在这种趣味性的体育活动中放松身心袁

爱上跑步袁重拾体育锻炼的乐趣遥 冶

在活动结束以后袁 参赛者们在终点处的彩虹拱门前合影

留念袁 每一位参赛者还可以到心理健康中心领取一份精美的

纪念品遥 参赛者们合影时的笑容感染了心理健康部的工作人

员遥 他们也不甘寂寞袁用手中剩余的彩粉互相喷洒袁丝毫没有

顾及平日严谨认真的工作形象袁玩得不亦乐乎遥在一片欢声笑

语中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袁同学们肩头的压力似乎都消失不

见遥 大家都体验到了彩虹跑特有的魅力遥

就像心理健康中心的周慧玲老师说的那样院野举办这次彩

虹跑活动就是想让同学们能意识到跑步锻炼也能给自己减

压遥呼吁更多的同学走出寝室袁走向操场袁加强日常体育锻炼袁

通过锻炼来放松自己的身心遥 冶彩虹跑活动虽然已经谢幕袁但

是奔跑带来的乐趣会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里袁 被我们传递下

去遥

本报讯（记者 曾慢）为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袁全

面提升我校学生的心理素质袁 促进学生心灵健康成长袁5月 17

日袁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会承办的野携手同行尧共筑未

来冶心理健康月活动圆满落幕遥

此次活动分为 3个环节袁分别是交友组队环节尧心理知识

问答环节尧游戏环节遥 根据游戏规则袁报名参加的同学两两一

组袁依次参加 3个环节袁每个小组有一张计分表袁所有的小组完

成活动之后统计总分袁现场排名遥

首先进行的是袁 本次活动的第一个环节要要要交友组队环

节袁其中主要步骤是熟悉你我袁对参与者编号并抽签袁产生两个

人为一组的多个小组遥 同盟结成后袁预留十分钟自由认识的时

间遥

随之而来的心理知识问答环节也充满着挑战袁比赛规则是

两人一组进行答题袁所有选手抽取试题纸袁两人一组共同完成

题目袁答对一题计两分遥而对于这一环节的设置袁来自新闻传播

学院的 2015级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参赛者杨晓婷也有相应的

心得院野心理素质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袁参加了这次心理

健康月的活动并做了这些题目之后袁我对心理学的一些知识有

了基本的了解袁相信对我的大学生活有着一定的作用遥 冶

现场的游戏一环紧扣一环袁选手们井然有序遥 针对第三个

环节袁工作人员则设置了两个不同的内容袁而同时游戏也设置

了两个不同的内容袁一个是野心有灵犀冶袁另一个是野两人三足接

水忙冶遥由选手抽签决定选择玩哪个游戏遥最终袁比赛在当天下

午 6点袁最后一个代表队结束游戏后圆满落幕遥

本次心理健康月活动举办负责人之一袁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会心理健康部副长张祥在办完这次活动后总结道院野这次心理

健康月的活动举办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袁通过三个环节袁同学们

能够舒缓心情袁更好的认识自己与他人袁更好的前进遥我们以后

会认真思考尧不断总结袁为大家举办更多更有意义的活动遥 冶

本报讯（通讯员 孙维燕）4月 20号

中午袁学校在灯光篮球场举行 2017年野携

手前行袁共筑未来冶心理健康月开幕式遥 副

校长杨鲜兰袁学工部尧研工部尧校团委负责

人袁各学院党委副书记尧负责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辅导员及各班级心理委员尧 学生骨

干参加开幕式遥

学工部负责人介绍了我校 2017年野携

手前行袁共筑未来冶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的

总体方案袁此次心理健康月活动从学校尧学

院尧班级三个层面展开袁活动内容丰富尧形

式多样袁如野巧用音乐尧舒展身心冶户外体验

式活动袁将音乐与心理学知识相结合袁还有

团体辅导系列活动尧 专题讲座尧野5.25户外

心理咨询暨心理嘉年华冶尧以及学院尧班级

心理委员和学生团队自主申报的活动等袁

活动的针对性尧专业性尧自主性和覆盖面进

一步提升遥

副校长杨鲜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袁她首先对参加此次开幕式的老师尧同学

表示热烈欢迎袁 对支持心理健康教育的各

部门尧各单位表示衷心地感谢遥 她指出袁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袁 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尧 促进大学生健康成

长的重要途径遥 学校一直高度重视这项工

作袁并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袁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先后获批全省达标中心和示范中心

立项袁 全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整体提

升袁近年学生群体总体和谐稳定遥今年围绕

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设计野携手前行袁共筑未

来冶的主题袁形式和内容切合学生实际袁体

现了马克思关于 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冶的思想袁对培养当代学生互帮互

助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具有积极的作

用遥她希望各学院尧各班级认真做好组织工

作袁 引导全校学生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月系

列活动袁共同营造温馨的心理健康家园遥

开幕式结束后袁 中国表达性艺术治疗

协会常务理事赵翠荣副教授做了 野巧用音

乐袁舒展身心冶体验式专题讲座遥 在活动现

场袁赵老师通过野雨的节拍冶尧野欢乐歌舞冶帮

助同学们彼此熟悉袁增加信任曰在野挑战不

可能冶 活动环节袁 同学们围成紧密的同心

圆袁跟随音乐节拍变幻舞蹈动作袁每个人脸

上都洋溢着明朗的笑容遥野生命的河冶和野十

年后的自己冶 环节更是将活动氛围推向高

潮遥一名男生说院野我非常紧张袁担心自己做

得不好看袁 当我硬着头皮摆了一个 POSE

被所有人模仿时袁我发现这个动作男生尧女

生都做得挺好看的遥 相信在这场音乐与心

灵的互动中袁 每位同学都收获了心灵的成

长遥 冶

趣味心理袁健康成长

缤纷彩虹跑，
奔跑吧青春

学校举行 2017年
“携手前行，共筑未来”

失踪的排子车
2016级历史学 杨二剑

消失的戒指
2016级档案学 卞笑寒

心语: 物是人非的事不断上演

事失踪，人失踪，物失踪，情失踪

回首过去，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

本期，让我们用笔来记录那些已经失踪的东西。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晴时有风阴时有雨

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

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要要要狮子座窑金玟岐

听说阳逻大草原的青草已然葱葱袁 我却沉浸在那

有蝉鸣声的夏天里静静回忆院 清晨还未滴落的水珠璀

璨了破晓的彩霞袁 问津苑面容平和的阿姨聊了开心事

儿正爽朗地笑袁 惺忪睡眼中仍是模糊的操场上由远及

近的身影......猛抬头袁手肘不经意碰倒的书稿扬起空气

中的尘袁其中哪一粒又与当初的相似呢钥 彩霞里闪耀着

的钥 阿姨抹布里噤了声的钥 脚步下跳跃着的钥 寻遍了袁

却发现记忆里的尘无处可觅遥

走出回忆袁悄然发现武昌区的繁华里有璀璨袁却失

了彩霞的惊艳院灯红酒绿中迷离了太多人的眼睛曰笑依

旧是爽朗的袁 愁却也更浓了袁 融在一片霓虹闪照的夜

里袁显得凄凉又惆怅曰好在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夜跑袁挥

洒的汗水中还有青春张扬的活力遥

后来有人告诉我袁记忆里本就是没有尘的袁唯有光

彩袁会在记忆中闪耀遥 岁月就是这样一场有去无回的旅

行袁好坏都已凝成风景袁由时间标上野大一冶的标签遥

封存遥

听说又有千军万马涌上独木桥袁 硝烟又起我却躲

在世人眼中的象牙塔里袁 闲看云卷云舒遥 岁月依旧静

好袁却不是安逸到老遥 进入大学这个小社会袁才发现所

谓野轻松冶总是浸透汗水袁但为了自己所愿所想袁什么都

值当曰所谓野自由冶时常也有不得不选择的自由式苦恼遥

渐渐明白了人生路途上被时间推着走是一方面袁 自我

的成长换取蜕变又是另一方面院幼稚的尧郁闷的尧钻牛

角尖的自己总会和奋力奔跑的自己走散袁 失踪在一段

又一段被时空沙漠湮没的时过境迁里遥 但现今的自己袁

一定要感谢当初的坚持尧坚持尧再坚持院野没有你袁我怎

么也不会走到今天遥 冶

人们总是津津乐道高考战场中的他人袁 回忆属于

自己的那段青葱岁月袁毕竟逝去的袁再也找不回来遥 回

忆在静谧时分印下苦涩的吻痕袁曾有一次次离分袁我们

不断和故土剥离袁 但宁愿受伤也不愿生命空白是对自

己的承诺遥 总有一种回忆袁同属于野高三党冶遥

共勉遥

人事有分袁是一种放下的智慧袁可惜的是失踪了渐

行渐远的昔日好友遥 时间已然太匆匆袁现实压力下总喘

不过气袁独立个体快要没有了自我的空间遥 完全沉浸在

自己世界的那个孩童也早已失散袁我们能坚守的阵地袁

是和朋友间的温暖遥 心头却痛院车越跑越快了袁消息越

接也越快了袁和老朋友的聊天怎么能越聊结束越快呢钥

人事档案册子里塞满了野失踪冶老友名单袁蒙尘厚厚......

是时候了浴 在这美好时光里邀老友于风花雪月里吟诗

作对尧嬉笑怒骂尧指点江山......再不济袁空暇时问问近况

也好遥 只奈何该失踪的总会失踪袁 念念不忘或唯有空

荡袁不如摊开手放走如流沙般的往事遥

只怕失踪册上留一笔院白头悔袁恍误终身事遥

时光不仁袁愿你我梦依旧遥

小编有话说：岁月偷走了过去的自己、回忆、旧时

情，不免感伤遗憾。纵使如此，作者仍感激与怀念曾失

踪在岁月里努力过的自己，变淡的回忆以及渐行渐远

的昔日好友。看似感伤岁月所偷，实然非也，只是心中

情义更浓。（陈秀云）

岁月神偷
2015级历史学 陈紫愉

失
2016级英语 赵彩萍

心理健康教育月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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