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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生歌会

� � 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一段纯

真的青春，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即将

在这里告别，而这天的夜晚似乎比平

常都要晚些。

晚会在大家共同的期待中开始

了，镁光灯聚焦舞台，开场根号七乐

队演唱的一首老歌《海阔天空》点燃

了现场的气氛，动感的节奏，悦耳的

歌声， 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肩

上时常停落的温暖，不时地闪现在记

忆里，这个夏天的故事，是这样令人

难忘。随后，由王杨等人为大家带来

的《我们都是追梦人》，还有歌曲串烧

《陪我长大》《同桌的你》《怀恋青春》

触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伴随着

耳熟能详的歌曲，大家和着旋律一起

回忆简单美妙的校园时光，时针分针

秒针快速地转动， 连带着最初的我

们。青春是舞动的。随后登场的19届

毕业生刘琳， 董鑫等为大家带来了

《青春的颜色》令大家眼前一亮，佤族

舞曲china的异域风格仿佛走进了滇

西南，演员们身着黑色舞服，身体随

音乐鼓点旋转、抖动，一拍两拍，强烈

的节奏感。佤族姑娘们宽厚的声音伴

随着鼓声的强烈刺激着耳膜。台下观

众席点点星光汇聚成星河流淌。“迷

幻”一样的音乐，刚柔帅气的舞姿，在

多彩的镁灯光下，共同为大家呈现了

表现力张扬的现代舞， 令人沉醉。青

春的颜色是多彩的，就像大四毕业生

刘琳所说：“我希望每一个人的青春

都由自己去创造， 而不是平淡无奇

的，这一个舞蹈表演，希望能带给大

家全新的感受。”

晚会在大家的掌声与欢呼声中

高潮迭起， 曾记否 《时间煮雨》、

《送别》、 《童年》 ……杜瑶瑶几人

深情演唱的几首年代老歌， 不禁让

人回忆起了小时候的欢乐时光。 紧

接着， 一首 《毕业歌》 不禁令大四

同学感叹道： “马上毕业了， 枣院

里的“四园食堂” 不知道何时才能

再来尝尝。” 那些过往的时光， 不仅

有美食相伴， 更是有多彩的青春姿

态， 歌伴舞感染了现场所有人，

《父亲写的散文诗》 令在场的观众不

禁湿了眼眶， 舞台背景是一个穿红

色衣服的小女孩与一位两鬓斑白的

老父亲， 伴舞将观众们带进了歌曲

里， 从刚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蹒跚学

步的孩童， 从背上书包上学到渐渐

长大成家， 父亲总是在背后默默关

注着你的成长， 表演中， 父亲在目

送孩子归去的时候擦拭着眼角的泪

水。歌曲里有一句歌词这样写到：“那

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是啊，

毕业象征着真正的长大，是我们扛起

责任的时候了。

紧接着，三名优秀毕业生代表登

上舞台，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自己的

大学感悟，经管院李睿杰师哥说：“希

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所能帮助别人，进

大学后我了解到西部计划是国家组

织的大型志愿者服务活动，加入西部

计划能够实现我当志愿者的梦，同时

它还能锻炼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

己，再加上对大西北的向往，我决定

到需要我的地方去。发挥我的光辉与

热。” 成功考入中科院的刘意师姐说

道：“初心是很重要的，这一路信念要

坚持下去，真心感谢母校的栽培。”而

上一届校学生会主席王梦珊师姐她

跟大家分享到了自己的经历，大一的

青涩，大二的执着，大三的理性，大四

的成熟，她希望枣院的师弟师妹们能

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中有阳光，

脚下有力量， 希望枣院桃李满天下！

枣院就像是一个藏宝地，埋藏着无数

学子四年的青春财富，就像主持人说

的那样，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看看

这青春不老的枣院，去寻找当初自己

所埋的宝藏。晚会接近尾声，几十人

一齐合唱《我爱你中国》，歌声激昂，

饱含深情， 用青春歌颂着伟大的祖

国，怀揣爱国之心不忘前行。

晚上九点， 毕业歌会在 《最好

的舞台》 歌声中圆满结束了。 今夜

与以往不一样， 它不再寂静， 不再

是幽径中一群人的结伴嬉戏。 它掺

杂着大四同学们欢笑与泪水， 激荡

着大四毕业生们奋发图强的希望与

梦想。

（学生记者

肖吉鸿 吴杉杉

）

设计青春，陈列梦想

———“回望·逐梦启航”大学生工业设计创意展

� � 走进理工楼， 大厅和楼间场地

摆满的各色各样的展品吸引着来来

往往的人们， 展品类型包括二维、

三维、 树枝的灵性设计以及实物模

型等。 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墙面上

还挂满了工业设计及3D仿真班级

同学们的作品。

进入大厅首先引人注意的便是

机电工程学院刘梦如的房屋设计

“色溢”， 这是一套北欧彩色现代风

格的房屋建筑模型。 刘梦如师姐在

接受采访时介绍到， 色彩的搭配是

她的主要的设计方法， 多彩活泼的

颜色搭配、 清素淡雅的枫木纹式的

家具， 空间布局形式的自由， 依据

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来打造富有韵味

的客厅。 房间的主卧巧妙地采用了

榻榻米床的设计， 能够有效利用空

间， 节省了沙发、 凳椅的占地， 充

分的发挥了其多功能性的优点。 旁

边是李阔师哥设计的作品， 在谈及

此次设计感想时说道： “此次设计

通过地中海风格空间设计上的连续

拱门、 马蹄形窗等来体现空间的通

透性， 可以把室内的各个功能区划

分开且不显局促， 让人处处感受到

浪漫主义气息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品

位。” 蓝色门窗， 白色墙面， 蓝白

条纹相间的壁纸， 佐以贝壳、 细沙

混合的手刷墙面， 拼贴创意纷呈的

铁艺及器皿， 生动的体现出了地中

海设计风格的淳美。

同样看点满满的还有创意组合

式书柜， 俏皮可爱的猫狗组合设计

体现出作者的创新与童心， 四个梯

形构成的两个书柜底架简易实用，

柜子上的绿色盆栽更是将清爽之气

溢满理工楼大厅， 无不令人交口称

赞！ 在大厅的另一面， 展览出几组

由树枝组合而成的灵性设计， 构思

巧妙， 形貌俱佳， 动物界的“瑰

宝” 应有尽有， 羡慕赞叹之情无以

言表！

大厅中的展品引得同学和老师

们驻足观看， 同样在理工楼间院中

的展品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采。 走

到院中， 映入眼帘的便是两边的展

品， 其中包括新型设计的门把手和

座椅以及纸质创意作品和交通设计

模型， 鸡蛋的包装、 纸制的头饰、

平衡车、 全地形车仿生设计......对

于平衡车模型的设计理念， 师哥表

示： “在分析了独轮自平衡车各方

面的性能后， 我提出了独轮自平衡

车座驾式机架的产品创意， 拓展并

提升独轮自平衡车原有功能模块与

预想的骑乘体验， 总结了基于独轮

自平衡车平台的座架产品设计原则

与方法， 希望在未来我能够以我之

力将它付诸实践。” 在采访中， 一

些观看展览的同学表示： “来到大

学才真正看到了什么是创新。 看到

这些新型座椅的时候就很好奇， 再

后来看见那些新型的门把手更是惊

叹还有这么多的形式。” 科技的感

觉总是有些高冷， 充满了机械、 芯

片的冰冷， 而设计师为其赋予温

度， 并把科技的灵感带给大众， 让

用户更好的领略生活之美。 人们以

往认为创新需要很长时间才很渗透

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现在创新

是更多的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次活动展览作品涌现出大量

富含社会温度及逐梦的作品， 不仅

体现了学子的设计创新理念和社会

责任感， 更显现出新时代的设计风

向。

（学生记者：

霍建蓓 霍建蕾

李沅锴

）

昨日今念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常心雨

� � 又忆一年高考时， 想起那年六

月， 明明只是日历上一个普通的日

子， 却无情地结束了大家三年的记

忆。 考完的那天没有安排回校， 大

家各自背上行囊离开了考场， 于是

这些人便这样随意地失去了他们与

青春的联系， 不是说所有人不再相

互往来， 只是再也无法以师生， 同

学的名义再相聚于那间教室。

回首当年， 往事在脑海中纷沓

而来。

犹记高一初入校时的紧张与期

待， 与大一入校的茫然无措完全不

同： 高中不过十五六岁的年龄， 满

心期待的是自己的同桌是谁， 老师

是怎样的， 人来齐了会小心翼翼地

巡视所有的面孔， 荷尔蒙分泌的时

刻会偷偷隐藏自己的脸红心跳， 解

不出来数学题的时候会抓狂难过，

总之都是些青春的欢笑与泪水， 是

单纯而又复杂的独一无二的情感。

而到了大学， 大家已是成年

人， 钱包里装着手机与银行卡， 脸

上多了些色彩， 微信里加了很多却

从来不聊天的人， 或许仍然有点紧

张， 但那仅限于对大学制度与规则

的无知。 除了专业课很少能合体的

班级， 也许只有拔河比赛的时候能

体现一点凝聚力， 过了大半学期也

认不全全班里的人， 甚至说同学也

太过奢侈， 熟一点的在一起讨论的

话题也是八卦娱乐， 再没有热热闹

闹讨论题目的课间， 但这同样也是

一种青春， 在长大的迷茫与故作成

熟的青涩交织中散发独特气息的青

春。

在这个过程中， 会慢慢地了解

到社会的一些情态和规矩， 在逐渐

的游刃有余中保持着一份谨小慎

微； 会因为同样的兴趣爱好结交真

正的朋友， 一起去别的城市留下足

迹； 也许还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

情， 体验爱情世界的酸甜苦辣。

大学， 是少年转向成年人学习

的第一个平台， 也是一个独立而又

开放的小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徜徉

的时候时常会觉得辛苦与孤独， 但

那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成年过程， 但

同时我们又享受着成年人可以享受

的自由与快乐， 在社团里翩翩起舞

或者笔墨飞扬， 在校级舞台上展示

自我， 在图书馆里尽情享受一个人

的时光， 在两个人牵手的林荫小路

上大谈未来。 偶尔还是会讨论起高

中， 但总会聊着聊着就说， “唉，

都过去啦。”

其实是我们怕自己接受不了自

己已经长大， 怕苦涩的时候想起来

当时无知懵懂的美好会更加难过，

还想通过不去触碰的方式保鲜。 不

过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有人无所谓

回母校当情怀， 有人连门口踌躇都

做不到， 只是怕打破了只存在于他

自己头脑的美好记忆。

又是一年高考， 除了至关重要

的考试成绩， 还夹杂了一份对于大

学生活的或是惴惴不安或是崇拜向

往， 可能刚结束的时候会想着， 终

于离开高中自由啦， 但慢慢冷静下

来以后， 会有一种痛失爱人的失落

感， 这种失落感无法治愈， 因为再

也回不去那三年， 唯有将来许多年

的打磨， 才会渐渐淡忘。

昨日的青春和今日的青春， 总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值得废些笔墨

和口舌。

衔夏怀香

履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杜欣

� � 我怀念那些旧日的时光，我怀念

阳光沾染在手指上温暖的感觉，但我

想，我更喜欢当下，因为当我虔诚思

索时，四季会尽然给予我答案。

我们站在河的此岸，彼岸是明亮

的灯火；我们站在风的交叉口，四季

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随风飘动。 在起

初，四季大概是遂风而行的，所以他

们在出现的时候都会带着自己专属

的味道，或清香，或醇厚，或苦涩……

但也不尽然都是一种味道，他们可能

在最初霸占你的嗅觉和味蕾，却又后

知后觉地侵入， 刺痛着你的神经末

梢，在你的记忆里回甘。我们不懂四

季，我们只是在边缘试探……正如我

试图了解夏天，品味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什么味道的？我想一定会

有甜沁的西瓜味和冰爽的雪碧味。即

使旧日的光辉岁月已经在悄然而逝，

我觉得我们始终无法忘记每一个带

着西瓜和雪碧味道的夏天。曾经课桌

上挥汗如雨的日子，曾经操场上振奋

人心的呐喊，曾经教室里欢天喜地的

熙攘……时间纷纷扰扰，我们走走停

停，在尝试着长大，尝试着告别那个

青涩的自己，却发现当夏天来临的时

候，我们还是会选择冰镇的西瓜和雪

碧，不管是一点一点舀完然后大大咧

咧地捧起瓜皮一饮而尽，还是静静地

看着雪碧的塑料瓶壁上缓缓流淌的

“汗珠”。我们改变了许多，在变成一

个有着大人模样的人，却还是坚持保

留着最原始的纯真，最珍贵的味道。

但上天给予的总是公平的，就连

味道都是如此。夏天是记忆深处的那

抹甜， 也是目之所及的触目忧伤。它

仿佛在一开始就被冠以离别的代名

词，就算凤凰花开得热烈，窗外的大

雨淋漓而滂沱， 太阳有足够多的热

量，也不够蒸发掉多余的泪水，不能

烘干汗水浸透的白色衬衫，不足以填

塞空荡荡的失落。告别在空气里酝酿

着苦涩的味道， 每个人都可以嗅得

到，但是我们总不爱戳破自己那些装

作坚强的“伪装”，总还想着要笑着面

对一切，然后在故事的结尾画上一个

圆满而漂亮的句号。

我知道我们还是舍不得，舍不得

一次品尝完所有的甘甜，所以当苦涩

来临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可以用些许

快乐缓冲。夏天最多的应该是万物生

长的味道， 那是一种什么味道呢？是

绿草蓬勃生长时裁进风里的清香味，

是荷花步步轻移摇晃留下的幽香味，

是茉莉清淡性子静静吐露的馥香味

……夏天把自然的味道杂糅起来，把

无数的梦想与希望播撒，让每一寸土

地里安放的小小灵魂得以有属于自

己的味道。

也许会一直记得夏天的风袭来

的热气伴着夏雨浇湿泥土混合而来

的香味，会怀念夏天小扇轻摇的时光

交织绿豆糖水甜腻却解暑的香味，会

不舍你在昨天的回忆里写下今天的

希冀让我憧憬了好久的旧时光，其实

夏天已经把味道悄悄放到我们身边，

等待我们去细细发掘和品味，其实不

管时空如何改变，此刻在这片天空下

我们珍爱的、怀念的味道永恒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