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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秋，我考入辽宁师范
学院中文系并分到六九(届)二班，全
班共有三十三名同学，均来自全省城
乡。光阴荏苒，转眼已经五十个春
秋，同学均已进入古稀之年，思念之
情与年俱增。以陆军、李春燕为代表
的十二名大连同学， 想同学之所
想，向大家发出了举办“同学会”的
号召，以此庆祝大学入学五十周年，
此举立即得到热烈响应。令人遗憾的
是，原班已有四名同学先后过世，另
有七名同学因各种原因未能到会，实
际参加二十二人，占全班总人数的三
分之二。尽管如此，中文系六九
（届）二班二十几名同学在经历了人
生风雨洗礼、分别几十年后尚能在古
稀之年聚首大连，这在同年入学的任
何一个班级都是独树一帜和难能可贵
的。

此次“同学会”，东道主大连同
学无比热情，把“同学会”安排在辽
师原校址。我们共同参观原教学楼、
图书馆、宿舍楼、食堂……让大家倍

感亲切，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又回到了
五十年前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同
时，孙月秋同学又向大家介绍了改革
开放以来母校的巨大变化，让我们深
感骄傲和自豪。

此次“同学会”，大连同学用专
车带我们游览了市内许多知名景点，
让我们目睹了大连的沧桑巨变和累累
硕果。时间虽短，印象尤深，收获颇
丰。不仅如此，大家还拍下了许多照
片，真实记录了城市的巨变并留下了
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此次“同学会”，不是一次简单
的见面会，而是一次真情实感的思想
交流会；是一次在经历“文革”后捐
弃前嫌的包容谅解会；更是一次古稀
之年有效发挥潜能的经验交流会。它
让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感情，什么是
包容，什么是友谊，什么是人生。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短短两
天，同学情不断升温。我看到，大家
分手时是那样的依依不舍，那样的饱
含深情。人生是跋涉，也是旅行；是

等待，也是相逢；是探险，也是寻
宝；是眼泪，也是歌声。著名诗人汪
国真的这首诗让我遐想无限、回味无
穷。

初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这本书时，我还是个年少懵懂的少
女，并不能深刻地了解青春的含义，
单单是被它美丽的名字吸引住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积攒，
我对于青春这个永恒的话题有了越
来越深的感悟。

曾经固执地认为，青春离我们还
很遥远，我们要做的就是静待花开。
可没想到它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暴
雨，淋漓尽致地挥洒过后，不言不语
地就离我们而去，留下的只是回忆；
曾经单纯地以为，青春的花期是漫长
的，我们尽可以放慢脚步，好好地欣
赏每一朵花开的姿态。却没想到只
是花开一瞬，正如昙花在绚丽地绽放
之后又迅速枯萎，让我们在惊叹于它
的美丽之外，又不禁感到万分遗憾；
曾经天真地相信，青春是一条康庄大
道，一路充满欢笑，与阳光为朋，与鲜
花为友。可事实上，它是一条羊肠小
路，蜿蜒曲折，或许还充满泥泞、铺满
荆棘。要想到达彼岸，我们就必须化
身为勇士，毫无畏惧、披荆斩棘！这
些都是青春教给我的。从无知到睿
智、从天真到成熟、从软弱到坚强，这
是人生的必修课，我们无法逃避，只
能勇敢面对。

青春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岁月，
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既然
它如此易逝并且终将逝去，那么当青

春尚未逝去之时，我们是否应当竭尽
全力地让它绽放光彩、纵情肆意地挥
洒青春的汗水，尽量减少人生的遗憾
呢？

我很欣赏这样一段话:“当你的
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你就
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
驭不了你的目标时，就应该沉下心来
历练。只有拼出来的美丽，没有等出
来的辉煌，机会永远是留给最渴望它
的人。”大学时代是一生中最美的时
光。我们终于脱离了父母和老师严
格的管制以及三点一线的无聊生活，
也不需要承担起赚钱养家的重任。
我们有时间去享受生活的美好，去感
受自然的奇妙，去增添自己的业余爱
好，甚至可以试着发展一段恋情，体
验爱情的甜蜜。但不要忘记，这段时
光也是我们塑造自我的关键时刻。
毫不夸张地说，短短四年的大学生活
将直接决定未来的我们会拥有什么
样的价值观念、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有什么样的配偶、过上什么样的生
活。我们不能因贪图享乐而忘记自
己的身份和本职工作:我们还是个学
生，主要精力仍然应该放在学习知识

上。父母辛苦赚钱养家，供我们上学
并不是让我们去挥霍浪费、享受生
活、碌碌无为地虚度光阴的，而是希
望看到我们学有所成，将来能过上比
他们优越的生活。亲爱的朋友，请你
永远不要忘记初入大学时的雄心壮
志，不要让你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承
诺变成说说而已，不要忘了那时脸上
稚嫩却充满志气的微笑，不要使自己
变成当初最讨厌的模样。

美国的一项心理研究表明，人在
30岁之后很难再结交朋友。因为人
进入职场以后会面临着诸如竞争、升
迁和薪水多寡等问题，使得人们学会
在同事面前隐藏自己的脆弱和怪异，
很难敞开心扉去接受一个交心的朋
友。而学生时代的友谊很少受到这
些因素的干扰，因而最为纯粹、真
实。“有缘千里来相会”，缘分指引我
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辽师这个大家庭，
在这里度过葱茏岁月。我们就像个
单纯而又任性的孩子，心无城府、纯
真热情，想说就说、想笑就笑，高兴时
狂欢齐聚，伤心时肆意流泪，痛苦时
大胆宣泻，得意时畅然欢笑……我们
分享着彼此的小秘密，知道对方的糗

事，了解对方的喜好。一起上课下
课，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刷夜背
题，一起看搞笑的综艺节目，笑得肚
皮都要撑破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
一定还会不自觉地嘴角上扬，乐出声
儿来吧！我们相伴四年，用心地经营
这份弥足珍贵的友谊。我相信，友情
没有期限和界限。时光不老，我们不
散；年华不尽，我们不分。

在很多人的词典中，年少轻狂
是青春的代名词。如果不趁着年
轻，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就会
抱憾终身，所以总会用“再不疯狂
我们就老了”之类的话为自己的莽
撞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没
错，我们是年轻气盛，但这并不表
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而应该是有
所为，有所不为。第一，压制心中
的傲气，做个理智的人。当我们受
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首先应该反
省自身是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然后要学会心平气和地接受现

实。出言不逊、大打出手只是逞一
时之快，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
会使事态更加严重。第二，不要患
得患失，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命
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像羔羊一样接
受命运的屠宰，而是要尽人事，听
天命。任何事情，在不违背法律的
情况下，只要想做那就勇敢一搏。
不要害怕失败，你不去试怎么知道
是成是败呢？更何况，输了又能怎
样，大不了从头再来。我们有年轻
的资本，我们可以从头来过。第
三，让他人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感到
温暖。对于我们来说的举手之劳，
可能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就是
一片阳光。不要因为世界的冷漠而
忽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也不要让仇
恨遮蔽世间的善良与美好。我们应
该成为温暖的人，时刻散发正能量。
我想，这便是对青春最好的诠释。

在那些恣意飞扬的岁月里，我们
每一个躁动不安的梦想、年轻气盛的
誓言、猝不及防的暗恋、义无反顾的
摔倒又爬起，其实都是青春给予我们
的勇气和力量。当青春尚未逝去之
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且行且珍
惜。若干年后，虽然我们容貌不再，
但美好的青春岁月永不褪色。蓦然
想起这段时光时，希望我们都能够骄
傲地说:“青春无悔！”

“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这是《古兰
经》里颇为经典的一句话。想起有人曾经说过，人活在这
世上，总有令你害怕的人，总有令你敬畏的事物。怀有敬
畏之心能让一个人变得美丽而尊贵。

你是否也曾仰望过碧蓝如洗的天空，感叹浩瀚无垠
的广阔；你是否也曾驻足于高耸入云的山峰，感叹威严凛
凛的气度；你是否也曾置身在清澈透亮的泉底，感叹触人
心扉的纯净……这都是属于自然的伟大。自然总是精妙
的让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个样子，处于应该的那种状态；让
一切都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又在存在方式上各有不同；
让一切都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让一切都各现其美，各显
其能，各得其所。就像新生的嫩叶有着蓬勃，飘零的落叶
却也有着顽强；波涛汹涌的海浪有着雄浑，丝丝滴落的雨
点却也有着连绵。那一缕风，一根草，一朵花，一丝光
……全是值得敬畏的自然。人类总是在索取，却忘记敬
畏。我们喧哗着，自然静谧着，从何时起，被忽略的心灵，
才会再次燃起敬意。

你是否看见过随风飘洒的蒲公英，有着洒脱却坚定的
毅力；你是否看见过从悬崖边坠落的雏鹰，有着稚嫩却顽强
的定力；你是否看见过灾难中挣扎的人群，有着脆弱却不屈
的魄力……这都是属于生命的伟大。生命总是神奇却又短
暂，何时生命会走到尽头，谁也没有答案。生命是盏灯，虽
容易随风而逝，但它那微弱的火光，可以照亮我们的前程；
生命是一叶扁舟，虽容易被大海吞噬，但它高高竖起的帆，
却可以远航到胜利的彼岸；生命是一颗明星，虽容易被赏月
的人忽略，但它放出的光彩，却可以点缀黑夜；生命是一个
过程，虽容易被人们忘记，但经历它的时候，却可以为我们
的生活添彩。生命是一条宽阔的河，它不会因前面没有尽
头而放弃奔流；生命是一朵美丽的梅花，它不会因出生在冰
寒的冬季而放弃开放。生命是温柔，但生命也是刚强的。
那些出生的，逝去的；那些张扬的，黯淡的；那些坚强的，脆
弱的……全是值得敬畏的生命。不断地轮回之中，所有的，
都该被温柔以对。敬畏，要对着生命。

你是否还记得曾经懵懂天真的日子里谁谁谁的欢歌
笑语；你是否还记得华灯初上的夜晚中谁谁谁的故事上
演；你是否还记得忙忙碌碌的记忆中谁谁谁的流转动人
……这都是属于生活的伟大。生活总是聚聚散散，来来
去去。没有人知道生活会有怎样的容颜，更没有人知道，
假如一切重来，生活又将是一番什么样。世界上成千上
万的人，过着成千上万的生活，过着或悲或喜或忧或乐的
生活，过着或轻松活忙碌的生活，过着或简单或复杂的生
活。然后有着三两条与别人相交汇的线，无声地被缘分
牵引。然后也许又继续四处奔走，带着各自的回忆踏上
新的旅程，寻找着自己的新的交集。每一种生活都是一
种经历，每一种生活，都有不一样的回忆，每一种生活
……全是值得敬畏的生活。像流星划过夜空的际遇，生
活的精彩，也是如此。敬畏，要对着生活。

有所敬畏，有所回味。

奶奶·鸡蛋饼
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就是奶奶做

的鸡蛋饼。满满的一碗面，再打上一两
个鸡蛋，和上温水和盐，搅拌成不稀不稠
的面糊，看起来有点像浆糊。炉子上的
平底锅热了，抹上一层薄薄的豆油，然后
舀起一勺面糊倒在里面，锅子里就会响
起滋啦滋啦的声音。铲子灵巧地翻动，
就成了一张圆圆的蛋饼。香味四散开
来，飘满整间屋子，把我肚子里的馋虫都
勾了出来。

每到这个时候，年幼的我都会扒着
灶台，踮着脚尖，等着奶奶的铲子铲出蛋
饼的一块，滚烫着送到我嘴里，我也急不
可耐地吃下去，热热的，从嘴里暖到心

里。那味道是终身难忘的可口，即使今
天的我吃过再花样百出的蛋饼，也再吃
不出那时的美味，许是记忆中的滋味，总
是分外美好吧。

爸爸·咸菜饼
爸爸说，他小的时候爷爷家很穷，只

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拿点猪油出来包
菜饺子吃，而平时的菜是连油都不放的。
不是川菜香辣下饭的菜式，是真正的水煮
蔬菜——水煮豆角、水煮白菜……

于是那个时候，爸爸常常在腌菜缸
里捞出一两个放久了的咸菜疙瘩，切碎
了掺上玉米面掺上水，把这样混合成的
面糊倒在锅里，摊出一块块形状不规则
的不像饼的饼。那时候做的一小碟咸菜
饼，他可以吃得下三碗饭，那咸香的滋
味，他讲的时候还不忘咂咂嘴。我便央
他做给我吃，用的是细致的白面和清亮
的调和油。我吃的小肚子浑圆，爸爸也

很高兴，我想他是高兴自己的女儿能与
他分享当年那种苦中求乐的心情。

妈妈·葱油饼
长大后，最爱吃妈妈做的葱油饼，也

喜欢和妈妈学着做。把揉好的白白胖胖
的面团放在洒满了面粉的桌子上，然后
把它擀成一个大大的面饼，在上面涂满
了厚厚的油，均匀地撒上葱花和盐；再把
整张大饼卷起来，葱花、油、盐就全被卷
在了里面，之后切成均匀的几团，把那几
个面团拧压成剂子，擀成一张张不大不
小的饼子。而这时锅里的油往往已经热
了，把做好的饼子扔进锅里，煎的两面金
黄，葱香味四溢，直往鼻子里钻。咬上一
口，大葱特别的香味与面饼的味道糅合
在一起，松软香甜，唇齿生津的味道，总
要久久回味才好。

亲情像什么，这世上有千千万万种
比喻，不同的人亦会有不同的看法。但
是在我看来，家人给我的温情就像那些
形态不同却一样香甜美味的饼。也许没
有华丽精致的外在，但只要细细品味，那
其中别样的滋味，哪怕是珍馐美馔、满汉
全席也会黯然失色。

当青春尚未逝去
金晨晖

敬
畏

杨
晓
月

亲情如饼
王大喵

相识五十载 古稀获重逢
——参加大学入学五十周年同学会感怀

傅百祥

北苑染秋色，幽径树花明。

结群探访故地，笑语满园庭。

五载读书窗下，风雨相牵朝

夕，年少最纯情!
别后久无信，今日喜相逢。.
五十年，人老矣，未了情。

眼含泪水，心唤久违同学名。

万种情怀难诉，化为杯中美

酒，痛饮千杯倾。

从此秋月夜，思念望繁星。

【水调歌头】

记同学会
任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