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佳荣

我不知，是否时过境迁，前尘溃散 ,那
些掺杂着苦痛与甜蜜的过往终如落叶，散
尽的繁华。 于是，我只能在路经韶光的时
刻回首。 彼岸的泥淖中开满三月的芬芳，
它们历经风雨绝世繁华，妖娆夺目。 可为
何，而今它们竟哭泣着凋谢了。 是否，那些
触不可及的前尘终是带着无尽的决然被
埋进深深的坟冢。 而我，只能伫立于眼前
的山河浩荡目送岁月的波澜。

我终于发现， 那个我曾经多么固执地
想要拥抱的世界，我怎么也够不到。 那么
坚持，最终却是走不出自己的围城，纵然
千般不舍却也只能是忘却。

时常，思绪莫名飘扬。 回忆里漫长又
纠结的时光总让人发自肺腑地疼痛，那些
无数次我想要避开的伤痛却一次又一次

在梦里周旋，于是我在梦中惊醒，在梦中
哭泣。 醒来的时刻，在莫名的伤感与疼痛
中纠葛。 我不知，是否上帝在关上一扇窗
的同时也会打开一道门？ 是否我就是这样
模糊与朦胧着？ 我看见黎明的晨光带着灿
烂的笑容越过稀疏的窗户栅栏，散落于手
心的圈圈点点，恍若隔世，却是我握不住
的温存。

流年安然， 我喜欢那条青石铺就的小
路。 曾经，我在风中无数次的往返，无数次
的抬头凝望。 那些在风中开放又飘零的花
朵，芳菲一场终为嫣然一落。 可知，那是我
的前世吗？ 还是我年年日日的翘首？ 是否，
我望断前尘的凝望终唤醒那一世纷飞化
雨的期盼？ 于是，前世的琴音穿越一场烟
雨的浩然终于寻得我在这一世的低迷，将

我从寂寥中救起。 可为何，我仍旧在这一
世的嫣然里带着挥不去忧伤。

可知， 我在心里为自己种下了一片
桃树，那里青山伴绿水，茂林绕修竹，花
开终年不败， 绿树四季常青。 那里的山
涧清澈溪水潺潺， 林中花香四溢满是芬
芳。

于是，再也没有尘世的纷扰与枷锁，
再也没有过往的牵挂与羁绊。 我就坐在
时光里，遥望岁月，目送流年。 或是于晨
光初绽的时分享一片阳光与雨露的柔
和，聆听一阙林间飞鸟的挽歌；或是在闲
适的午后撷一卷唐宋的词章， 品一盏香
醇的清茶， 于一段寂静中徜徉我割不断
的古典情怀； 亦或是于夜色的安详中赏
一轮绝美的皓月，数一方璀璨的繁星，奏

一曲婉转的弦音。
若可， 许一段时光赴我一场放逐吧。

而今， 我将前尘的悲凉放置于跋涉的山
水，纵使放不下的如昔，也无奈阔别。 那些
我用整个时光铭记的情谊， 终是随了流
水，消失在天涯的另一端。 我们微笑或哭
泣，我们遇见或分离。 当所有的热忱散落
在时光里，那些我原以为终会绿树常青的
故事，终究被岁月剥夺殆尽。 遇见久未相
见的友人，竟不知该说什么。 曾经，我们一
同行走一同歌唱，那么熟悉的人，现在却
又是如此决然的陌生。 时光渐行渐远，我
们渐行渐远。

好长的时光，我总是在冥想，此去经
年，前尘往事。 我庆幸，或许我依旧是幸运
的。

雨涵

青春同题·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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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一段时光赴我一场放逐

儿时的梦，是太阳出来时的
温暖，蓝天白云下的向往，母亲
怀里的依偎，时光中的觉悟。

于是，每当太阳露出它第一
缕阳光时，我都会用精心制作的
小瓶，将阳光收起，不容它逃走，
它给我的温暖，让我错以为那就
是我想要的太阳，更不允许别人
观看，将满满的温暖，牢牢握住，
不放开，直到温度散去之时才将
小瓶放回原处。那是儿时的温暖
和快乐。

蓝天携白云一同与阳光在
天空出现， 我虽不知道它们相
隔多远， 但我深信它们是很要
好的朋友， 因为它们总是同时

在白天出现。 我喜欢蓝天的宽
阔和颜色，喜欢白云的洁白和形
状， 更喜欢它们放荡无畏的感
觉。 偶尔，也会幻想，我在云端
行走，蓝天中遨游，在阳光下甜
甜地酣睡。 那是我的向往，不变
的梦想。

那时的我以为母亲是万能
的。 因为母亲会陪我玩，饿了为
我做香甜可口的饭菜，为我做我
喜欢的布娃娃， 还为我讲故事，
我喜欢，躺在母亲的身边，听她
为我讲，有关天空的故事，边听
边陶醉着，并且想象着情节中的
娓娓动人画面， 我开心地大笑
着，看着母亲，母亲则也会莞尔

一笑。
那时的温暖与向往在时光

中成长。 转眼间，我已经变成了
一个大孩子，回望那已逝去的童
年，我终于明白，阳光和蓝天白
云，都是遥不可及的美。 所以我
知道阳光不仅可以给人温暖，还
可以给人信心与鼓励，给人新的
希望。 难过时将头仰起看蓝天，
泪水就不会流下,心情就不会再
压抑。而母亲，是永远的城堡，永
远的陪伴，永远的幸福。 她是我
永远的依靠, 永远的不离不弃，
永远的爱。

儿时的梦， 时光中觉悟，儿
时的梦，人生的梦。

时光的流逝中，我们迎来了又一轮岁月的流转。
时光的流逝与岁月的更迭中，我们领悟了生命与青春的意义。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时光流逝中的青春状态是本期《青春·校园》的主题。是忧伤，是憧
憬，是梦想，是激情。 在青春的笔下，时光呈现出的是这样一番模样。

儿时的梦，时光中觉悟 匆匆那年
佚名

我非常喜欢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写的《匆匆》。
那美妙的词句，使我读懂了作者，读懂了这篇文章，

也唤醒了我……
这篇文章，作者用一些精美的词句，来表达出自己内心

的想法，他感到日子过得飞快：“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
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 ”他感到耿耿于怀，自己在世上没有

贡献，没有成就，为什么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

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
子。 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读到这里，我深有感触。 正如作者
所说，时间过得匆匆，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写日记时，日子从笔尖
里过去；玩耍时，日子从一阵阵笑声中过去；走路时，日子随着你轻快
的步伐过去……叶子黄了，有再绿的时候，却不再是原来那片叶子了；
天黑了，有再亮的时候，却不再是原来那天了。 正如：今年是 2016 年，
还会有 2017 年、2018 年……可却永远回不到 2015 年了……

我生活在这世上也有四千多天了， 可我又在这世上留着些什么痕
迹呢？ 我反思。 三四岁，学舞蹈；五六岁，学钢琴；七岁，学小提琴；八九
岁，学画画；十岁，又开始学钢琴……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都半途而
废，学无所成……时光匆匆，转眼十一二年，我又学成了什么呢？ 时间
都被浪费了！

时间的确过得很快，它会趁你开心玩耍时溜走；它会趁你努力学
习时溜走，可我们，却不能埋怨它，因为，它来无影，去无声。 如果你埋
怨它，它会趁你埋怨它时偷偷溜走……你也拿它没办法啊！唯一的办
法是：你不能埋怨它，那就珍惜它！

我曾经埋怨时间过得太快了，使这个世界产生了生死离别。 可
是，时间老人是公平的，每个人一天所拥有的时间都是 24 小时，这
是不可能改变的。 既然我们不能改变时间，那我们就设法改变自
己！ 虽然每个人一天都只有 24 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的
人带来智慧和力量，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悔恨！

所谓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伤悲。趁大家现在还年轻，还健壮，就应该努力地去学习一些新
的知识，努力地追寻自己心中永远的梦想！

时间比金钱贵无数倍，是无价之宝！ 时间是有
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 人老了，生老病死，这些

事，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重演。 所以，趁大
家还幸福时，请珍惜！ 珍惜时间等于珍惜生

命。
时间匆匆，生命有限，请珍惜！

时间过得太久了， 我已经忘
记了我的名字、我的容颜。 仿佛
就在昨天，我还在一个妇女的怀
抱中呓语， 又仿佛是在刚才，我
看见自己被蒙上了白布，推向太
平间。

我在人间流离千年， 看尽人
世间的悲欢离合，潮起潮落。 我
看见新生的婴儿大声啼哭，窗外
的小树，生机勃勃；我看见儿童
们拍手嬉戏。 院子里的小树，沙
沙作响； 我看见新人结婚成家，
旁边的树默默伫立；我看见一对
老夫妇互相搀扶走向前方……看
到这些，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

“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这
句话。

是什么穿过大街小巷， 穿过
嘈杂的人群掠过我身边？ 是什么
呢？ 是时光轻快的脚步带给了老
树摇晃枝叶的低沉， 带给世界新
生。时光掠过我身边，带我奔跑于
天地之间，时光说：“我不会为谁
而停留。 ”

不认识时光的人， 以为时光
死了。 他们修建墓碑，刻上“时光
之墓”这几个刺眼的大字，然后
装模作样拜了拜， 就开始肆无忌
惮地挥霍自己的时光。 时光带我
匆匆地奔跑过这些人身边的时

候，时光流了一滴眼泪，浇灌了土
地，于是，大地开始苏醒。

时光说：“人们永远不会注
意我，他们一直以为我死了，其实
是他们快要死了，可悲的是，他们
还不知道他们自己已经站在了死
亡的边缘。 ”

我轻笑， 我说：“人就是这
样， 永远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
惜。”我还说：“时光，你休想抛下
我，我会珍惜你的。 ”它也轻笑不
言。

时光啊， 我们是不可以抛弃
对方的，除非我死，但我会再次轮
回，与时光有染。

我与时光的故事
李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