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之恋
我时常仰望满天的星辰听
清风诉说夜色的斑斓
可城市街道的人来人往
总让我想起昨日的忧伤
岁月的无常
是谁
撩动了我的心弦
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却令我心心念念
也让我梦绕魂牵
我希望化作一只风筝飞去故乡
每一次不动声色的记忆与思念
那是春天无邪天真的故事
走过花季的流年
那些曾经温暖我的画面
是故土的袅袅炊烟
也是乡园的暖暖夕阳
是麦田的禾苗青青
更是乡人的笑语如靥
有人说
人生若只如初见
多好
可诚如是
又怎会有故事后面的续延
故乡的人儿啊
感谢今生有你做我的知己
我总希望在文字中寻求超脱
思念的深处
沉默着一种基调
那是故乡飞扬的情感
然而，没有读者的文辞
该是如何的孤独
我将以我的赤子之心
奉献给这座孕育了我的城市
（陈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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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时候，我会对着窗外的蓝天
沉思：自己守望的到底是什么？
小时候，它是一个童话，那里有
森林，有海洋，有城堡；长大后，它
是一个学子渴望成才的身影，那里有
奔波，有酸楚，有感慨；再后来，它
是一幅静默的图画，那里有晨钟，有
暮鼓，有落寞。世界很大，也许一生
再也无法相会；世界很小，也许会在
某个街角相逢；世界很美，常常让人
无言泪流，无语心伤。
那么，人生所守望的风景，该以
怎样的笔墨去形容，又该以怎样的目
光去审视，以怎样的灵魂去容纳？守
望并不是永远都像想象中那般美好
的：生命中本就有许多无可奈何的悲
哀和痛苦。路本是同样的路，只在乎

你怎么样去走而已。守望也是这样子
的。这一次挫败使你痛哭了，但下一
次你再回首的时候，你也许会微笑
的！然而人生中一些极美极珍贵的东
西，如果不好好留心把握，便会常常
失之交臂，甚至一生难得再遇再求。
有时这些逝去的会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子，一刀一刀地在身心上剜出血来！
但凡世间的美好的事物，其中都暗藏
了一点遗憾。
我或许不善言谈，但我的心是安
静的。我愿把它完整的交给自己的文
字。就这样候守望着一份执念，一份
淡然，一份情怀。我或许是孤独的，
唯愿在繁乱的尘世中寻求一方土，可
以安放如水净彻的心灵。我会用一颗
多愁善感心去感悟生活 ，叹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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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匆忙而短暂，然后用素笔在流年的
扉页上书写时光的清浅。
我就这样伴着文韵三千，默默浅
行，就这样守着安静，轻轻细数时
光。
守望，或许是一种姿态。微笑如
花，傲然世间，用历练阐释信念的执著
和永恒；沉默如花，静守天地，让风雨
浅释岁月的流转和纷扰；淡然如花，自
在飞渡，用一颗心感悟世界的美丽和
人生的豪迈。在风中摇曳，那是风中
的承诺；在雨中洗礼，那是雨中的印
记；在大自然中无言，那是生命的历
程，不微、不卑、不亢、因为心中守望的
是一个世界，美丽的世界,一个清澈如
水的世界！
（寒士文学社 陈伟康）

一袭汉服迎“花朝”
春光妙曼，春花烂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广
厦学院汉服社的同学们，换上华美的汉服，一起迎接汉族
的传统节日。
花朝节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
“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
尚劳点缀贺花神。”在古代，虽然未曾确定为女儿节，也
是姑娘们相聚玩耍，互相认识结交朋友的日子，吃花糕，
行花令，祈祷自己像花一样朝气与美丽。《左传·定公十
年》 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
之华。”这里所说的章服正是汉服。汉服社正是以汉服为
载体，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目的而成立的协会。
这个节日，喜爱汉服的同学们经常相约一起，踏青，
赏花，郊游，交友。
本次社团活动分为三部分，祈愿彩带、春花合影、汉
服试穿、汉服走秀。
刚加入汉服的大一社员徐颖一开始穿上汉服很不好意
思，因为走在大街上经常被人瞩目，但是时间久了，就会
越来越喜欢汉服，无论是襦裙上的精美刺绣，丝带上的细

腻花纹，都有着让人着迷的汉元素。“我想，这是我们民
族自己的智慧，为什么不发扬呢。”
建工分院的胡振华是一名男生，加入汉服社 2 年，初
入也是因为喜欢汉服文化。在这个 50 人的社团里，男生仅
有 10 人，但丝毫不减他们的热情，无论是学校的社团活动
还是休息在家，他都坚持会穿汉服。“这是一种情结，现
在成为了我的爱好”。
“社团每年将会组织端午祭、中秋放灯、春日赏花等
活动，同时会组织社员定期去校外进行交流，进一步宣扬
中国的传统文化。”汉服社社长黄诚诚说，大家都是汉服
爱好者，以汉服为出发点，宣传东方文明之中优秀的审美
情操，弘扬华夏民族文明礼仪，彰显汉民族勤劳勇敢、团
结和睦的精神气质，让同学们更加了解民族传统，也希望
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我们。
春光明媚，校园里的桃花、樱花、杏花陆续绽放，衣
着汉服的同学们穿梭在花林间，如一幅弥漫芬芳的仕女画
卷，令人沉迷欣赏。
（赵丹）

一片枫叶，一丝愁虑
枫叶大多数是秋天所有的，带着一丝惆怅，一丝
想念。被微风轻轻吹拂，在空中盘旋而落，零零散散
落了一地，不禁在心中泛起一阵涟漪。
枫叶的那种红是带着一点点艳丽的红，它不是那
种暗色的红，更不是那种淡淡的红，它那与身自有的
颜色，总给人们带来许多喜悦和希望，看着这殷红的
枫叶，心情也会因为这大自然赋予的色彩而变得十分
愉悦。
如果你行走在满是枫树的小道上，枫叶伴随着枫
树落下，透露着秋天浓重的气息，小路上行人来来回
回，那些面孔是多么陌生但又觉得那么熟悉。一路上
都有掉落的枫叶，即使落在地上枫叶都不失它自身的
优雅。看到这些绚丽的叶子然而最终还是在泥土只中
腐烂。正如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它们以最美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又以
最伟大的凋零去奉献自己的价值，让人不禁感叹事物
的神奇。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以最纯洁，最善良来到
这世界，然后慢慢成长接受教育和考验最终以最好的
姿态来拥抱世界。
但是，在这其中，谁能像枫叶一样始终保持它原
有的颜色，就连腐烂的那一刻都在奉献自己呢？
红枫月明秋意浓，捡起地上的一片枫叶，去体会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美丽，每一片枫叶都
有着精致而细腻的条纹，如果你仔细去看，也许你能
从小小的一片枫叶中看到许多道理，从而领悟到人生
的真谛，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道路就像枫叶的条纹一

样，每一条纹路都有不同的作用，所有的纹路都有着
它们自己的使命。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有着它必须完成的任
务，每一道坎坷都是必须经历的痕迹。看为艳丽的枫
叶其实也给人们带来些许惆怅，也许是因为在秋天的
渲染下，它那浓浓的悲伤气息伴随着落叶飘魂的残息
更加凄凉，人们只欣赏枫叶艳丽的外表，而不知道它

们在枝头经历着寒风摧残时的痛苦。成功总是要付出
代价的，每一段成功的背后都会有着许多心酸和痛
楚。看着一路的枫叶，心中思绪万千。
满山红遍，层林尽染，枫叶以最浪漫的方式告诉
我们秋天的来临，也以最浪漫的方式来为秋天划上完
美的句号。以它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生命的意义。一片
枫叶，一丝愁虑，一点感悟。 （寒士文学社 张小玲）

念情赋
人间四月天
四月天
空气中爬满了泥土的清香
花儿柔韧地舞蹈在枝桠
画了春天
醉了梦蝶
乱了人间
四月天
青草向更青处漫延
那一弯弯春水无波无澜
仿若待嫁的新娘
害羞地
静静地
躺在大地的怀抱
四月天
到处传来各种精灵的呢喃
那被春风揉碎的阳光
生怕不小心碰伤所有
温柔地
小心翼翼地
抚摸万物生灵
四月天
你是坠落人间的天使
你是童话故事的故乡
你是最美的季节
人间四月天
（陈伟康）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曾经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想，青春之于我
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是呼哧呼哧转动着破旧
风扇下的那堆积如山的作业而拼命奋笔疾书的汉水
吗？又或是那几天父母被老师叫办公室进行交流而
抬不起的头吗？是某个男生与女生之间朦胧又单薄
的日子吗……那么，大学对于我们又代表着什么
呢？老师口中的天堂？家长眼里的出路，又或许是
同学间的较真……这些大概可能都是正确的答案，
也都可能是错误的代码。
我总不相信青春的美好，正如一书中的几句
话：回头想想，青春遇到的大多数事情，简直毫无
逻辑，女孩在灿烂烈日下勉强展开的笑容，男生在
破旧教室里再次断掉的一根琴弦，最终还是组成了
我们荒腔走板的回忆。所有的美好都是可疑的，面
对时间的野蛮生长，我们依然一点办法也没有，我
们读书写字，我们从一座城市流浪到另一座城市，
我们喜欢的食物和偶像说不定何时又会改变……
可是，我想说的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是流
浪者，年轻而气盛，狂傲而自由，这些才是我们生
长的姿态不是吗？青春不就是青春，无需追寻意

义，因为我们有年轻这两个字，年轻就是解开一切
的万能钥匙，遗憾的是我喷绘不也曾不声不响的走
过人生中最难得的几年时光，那几年整个世界以你
为中心，你就是自己的主人，而留下的就能留下，
遗忘的只能遗忘，我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站在世界
之窗的最顶端，也许再不能为了见到某个人堵上人
生中全部的筹码，但是正如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
在 1958 年出版的小说 《达摩流浪者》 中最近的一句
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永远坚信，我们还有梦，有诗，有酒，有知
已，有远方，是的，趁天色尚早，趁我们未老。
最后，用冷碗碗的歌曲青春中的几句歌词作为
一切的结尾和开始：
也许不会再看见
离别时微黄色的天
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
那些曾青涩的脸
在黑暗中
有朵花为你开放
（寒士文学社 陈佳妮）

光阴荏苒，月静更阑。
玉走金飞，徒留离散。
尔来数年，终不见，相思蔓延。
鸿雁征南，萧瑟冷风，一别如斯愁肠断。
可奈初秋，唯有暂别泪无声；
千尺游丝，不抵清风送离人。
低语呢喃，诉尽悲欢，
宿酒未消，情愫缱绻。
陌上南烟，骤雨初临。
霡霂穿心，万里行。
念去去，长沟流月；漏声断，絮如纷雪。
此去经年，约略数载，
万千感慨，只道无奈。
日东月西，各占一方，
初心不忘，曼等情长。
心吐思盈兮旧事如渲画
此去茫茫兮浮沉尽烟沙
花开彼岸，咫尺天涯，
翩然轻踏，不负韶华。
忆往昔：青春年华，
初遇盛夏，光阴一刹，共度浮槎。
酌酒兮对饮通宵达旦
共伴兮唱尽结发情缘。
相看兮暗香浮涌，
揽怀兮宿夜未眠，
初恋兮执手不离，
欣忭兮而诺誓言。
雨后溟濛，雾锁江南。
朝露华满，别有顾盼。
辞别旧年，终难团圆，
最是人间聚亦散，仍不抵相思而念。
流霞独饮，寂寞独泣，
瑞脑十里，不寄吾思！
半载未见，已然初春，
念之陈情，断之肝肠，
泪洒，不知其所言，
唯有相思，愿汝安。（16 动漫吴京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