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看到在耀眼阳光下笑着大
喊“我们毕业了！”的他们，心房里填
满了来日可期的欣喜。

尽管不是毕业生，但是对毕业
的认识，大概也不会有太多偏差，比
起告别怀念，毕业的意义更多的是
对新生活的开启。最后一场筵席散
尽，第一场失眠降临，对着阑珊的夜
色，我们思考更多的是明天的样子。

没有人不期待一份意料之中的
完美。理想中，毕业，意味着走向更
大的环境，有着更大的希望去成为
朝思暮想的自己。可是你知道，足够
的碰壁让人学会了三思后行，真切
的现实让人身不由己。就这样，权衡
的结果往往和人最初的愿景背道而
驰。活成期待的样子，真的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但也不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
情，这是我最近才明白的道理。闷热
的夏天加上学不懂的科目，让我莫

名地恼火。当我试图质问自己，为什
么一定要做不擅长的事情，让自己
力不从心的时候，我突然冷静了下
来。“我已经浮躁了很久了”，这个念
头如一盆冷水猛然倾覆在我头顶。

因为不喜欢，不擅长，我已经消
极了很久了。我想了太多因素去抱
怨，它们涉及到机会、环境、家人
……偏没有想过自己。那一天，我突
然想，如果高中的我，再踏实一点学
习数理化，而不是只想着那一点苍
白的天赋和梦想，我大概就会有权
利去选择我真正喜欢的专业，永远
的摆脱让我提不起兴趣的科目了。

可怕的是，我仿佛在重蹈覆辙。
当新环境不如己意，有些人就开始
用膨胀的梦想逃避现实，这就是我
现在所做的事情，长此以往，我可能
永远都只能拥有最狭窄的选择，永
远都跳不出不如意的圈子。因为太
平庸的人没有生活的选择权。

专业不如意，就放任自己消极，
自以为顺理成章地只求及格，那就
永远没有转专业的资格，惰性终会
吞噬原本的天赋；工作不如意，就敷
衍了事，浑浑噩噩的离开这家公司，
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进入理想公司
的筹码。对来日方长的幻想，会埋藏
现实，毁掉一个人所有的来日可期，
委婉一点说，是被磨平棱角；残酷一
点说，是变得麻木僵硬。

毕业是青春的一纸记录，也是
一道关卡，背后的世界和机遇是未
知的。但是抽到“事不遂意”那一张
卡牌的人，都应该更懂得尽力做好
不热爱的事情。完成梦想这件事，不
会有坦途的，一路走来不管经历什
么，都是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选择
权，让实现梦想的概率愈来愈大。

所以结论大概是，摆在面前的
每件事情只要认真做了，就会迎得
来那份来日可期的欣喜。

李斯，是一位活跃在战国末期的
投机政客，虽才华横溢，但为了追逐
自己的利益，先辅秦始皇成帝业，后
助秦二世做暴君，终不能自免于难，
身死族灭，让人不能不为之叹惜。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曾做
过掌管文书的小吏。一天，他看到厕
所里的老鼠，遇人如厕，吓得飞快跑
掉。不久，他又看到米仓里的老鼠，吃
得又肥又大，整日悠哉游哉。于是，他
由鼠及人悟出了所谓的“老鼠哲学”，
即人的聪明才智本来相差无几，因此
无所谓能干不能干，之所以会有贵贱
之分，全在其所处的环境不同。

为了改善自己所处的环境，不甘
寂寞的李斯立马辞职去看外面的大
世界。他先到齐国求学，拜在稷下学
宫祭酒荀子门下。学成之后，李斯经
过对各国现状的比对，感到楚国已日
暮途穷，其他各国也兴复无望，遂决
定到如日中天的秦国去碰碰运气。他
的职场选择非常正确，相比注重家世
的山东六国，秦国用人更加不拘一
格，出身卑贱的李斯，只有在秦国的
土壤上才能成就官仓鼠的梦想。

李斯初入秦国时，正赶上出身卫
国商人世家的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
编写《吕氏春秋》。文才书法出众的李
斯加盟写作团队，很快脱颖而出，得
到了吕不韦的赏识，有了接近秦王的
机会。李斯乘机力劝秦王灭诸侯，成
帝业，建不世之功。

李斯的话很对秦王的脾气，秦王
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诸侯名士
可以下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
刺之”，借以离间六国君臣。再遣良将

乘六国离心之机，次第灭之。李斯进
而为秦灭六国规划好了路线图。

由此李斯走出了吕不韦的幕府，
进入秦廷，被擢为长史。不久又因为
离间计初显成效而被任为客卿，成为
大秦帝国海归人才的标杆。

正当李斯踌躇满志的时候，一桩
间谍案差一点毁了他的前程。面对咄
咄逼人的虎狼之秦，首当其冲的韩国
派水利专家郑国入秦鼓动大修水渠，
虚耗大量人力和物力，借以阻秦并
吞。不想，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东
方各国入秦间谍也纷纷落网，让秦国
很受伤。于是，那些被六国人才抢了
饭碗的秦臣争着劝秦王：“各国来秦
之人，大抵是为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利
益来扰秦的，为了秦国的安全，请大
王尽逐之。”因为吕不韦同样很受伤
的秦王正中下怀，遂下了逐客令。

风头正劲的楚国人李斯自然也
在被逐之列，这让他很不爽。多年参
与秦廷事务的李斯非常清楚秦国的
实力和弱点，决定上书劝阻逐客。

李斯在他名垂千古的 《谏逐客
书》中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
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从西戎请来由
余，从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
蹇叔，加上晋国的丕豹、公孙支等人，
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
鞅，实行新法，国富兵强；秦惠王用张
仪拆散六国合纵；秦昭王得到范雎，
削贵戚，固王权，蚕食诸侯。这四代秦
君都重用客卿，方建奇功。客卿何负
秦国？”

李斯进一步反谕，秦王的珍宝不
产于秦，美女玩好多来自东方。为什

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卿却被驱逐，难
道大王重物而轻人嘛，其结果只会伤
了秦国，强了六国，如此何谈统一大
业？

李斯的上书，辞采华美、情意恳
切，剖析了秦国的历史和现状，隐含
着对秦国未来的忧虑，不由不让秦王
动心。果然，秦王见书后果断取消了
逐客令，并任李斯为廷尉，使其一跃
成为秦廷重臣。

那位等着挨刀的郑国也乘机进
言，韩让秦大兴水利，虽可一时消耗
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之后，八百里
关中必成秦之粮仓，可为秦建万代之
功。到时，秦国再伐韩也不晚。秦王觉
得有理，就让郑国继续修渠，终于修
成了闻名于史的郑国渠。

那些渴望在大争之世建功的六
国士人闻风而动，重又涌入秦国寻找
机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魏人尉缭。
他向秦王建议，目前以秦之力消灭六
国毫无问题。但若六国合纵抗秦，结
果就难说了。为此，秦国应向六国权
臣行贿，破坏六国合纵，如此只需三
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六国的目
的。兵家尉缭与法家李斯的见解不谋
而合，此后，这一文一武襄助秦王次
第翦灭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次统一大业。

统一后的大帝国该实行什么样
的政体呢？老实说，郡县制与分封制
各有所长。郡县制的优势在于可将天
下之权收归君王，并通过不断加强中
央集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缺点则是
国家疆域辽阔，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
兼顾。分封制则可通过分权，确保封

君对微缩版的封国实行有效管理；缺
点是封国的管理水平不一，长此以
往，封国的实力必然消长，最终重演
战国旧事。经过几百年残酷厮杀的中
国，君心思定，民心思安，郡县制代表
了君主与百姓的心声。只是那些手握
权柄的贵族和功臣大多希望通过分
封制攫取更多权利。此时已改称秦始
皇的嬴政面对众臣的分封之议，一时
难以决断。

关键时候，只有李斯站在了秦王
一边，力主实行郡县制。他说，周朝分
封的子弟众多，后来日渐疏远，互为
仇敌，动辄争战，周王不能禁。现在好
不容易天下一统，应力行郡县，天下
才可享安宁。秦始皇在李斯的支持
下，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
郡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以郡县制
为基石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
除了诸侯分封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
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这一制度沿袭了两千年。

只有空壳的郡县制还不能将原
先四分五裂的帝国糅合在一起，必须
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交通等方面
入手，使帝国逐渐同化为一个整体，
才能彻底消除分裂。李斯在这些方面
一直都是秦始皇的得力助手。

秦始皇接受李斯“书同文”的建
议，命令禁用六国文字，一律以秦篆
为统一书体。不久，又推出由程邈所
创更加工整简便的隶书。为了便于国
人学习小篆，擅长书法的李斯亲作

《仓颉篇》七章，供人临摹。至于李斯
在扈从始皇巡游期间所作的《泰山封
山刻石》《琅琊刻石》《峄山刻石》《会

稽刻石》等刻石，更是名垂千古的书
法佳作。书同文奠定了中华文化最牢
固的基石。

在李斯的操持下，秦国统一了度
量衡。其中度制以寸、尺、丈为单位，
采用十进制以计长度；量制以合、升、
斗、桶为单位，采用十进制以计容积；
衡制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
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
为一钧，四钧为一石以计重量。

深谙始皇心思的李斯同时建议
“车同轨”，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
尺，并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在全国范围
内修筑驰道，其中一条向东通燕、齐，
一条向南达吴、楚。驰道路基坚固，宽
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俨
然后世的高速公路，可以保障军队和
物资的快速流动。后又筑“直道”“五
尺道”“新道”，构建起一个以咸阳为
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李斯还统一货币，明确结算制
度，使秦国的圆形方孔钱成为制钱，
方便了商品交换。

李斯以其过人的才华和远见卓
识做了大量有利于国家统一的事，不
仅功在当代而且利在千秋，都是值得
肯定和赞颂的。

至于李斯所倡的焚书坑儒，其实
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统一的国家需
要统一的思想，这与焚书的初衷是契
合的，只是李斯统一思想的手段过激
残忍，但也没有超出法家矫枉过正的
做派。其次，焚书并没有将所有诸子
之书焚毁，而是允许博士官收藏，至
于这些书最终难逃回禄之灾，那得感
谢项羽的楚人一炬。第三，坑儒是谬

传，其实李斯所杀者多为求仙炼丹的
方士，勉强可算心术不正的技术人
才，一贯妖言惑世，死得不冤。后世儒
家非要张冠李戴，无非是为了反证儒
家顺应时势浴火重生。

正当李斯为了秦的大一统殚精
竭虑屡献奇谋的时候，他的恩主和老
亲家秦始皇却突然撒手归西。李斯顾
不上伤痛，首先要做的是如何在秦国
政权的更迭中取宠固权，将老鼠哲学
发扬光大。

为此，他背弃始皇遗嘱，与赵高
合谋杀死贤德的扶苏，立凶暴的胡亥
为二世。这个二世祖是个典型的败家
子，不仅爱玩，而且要玩出水平。他让
李斯为他的荒暴提供理论依据。李斯
遂提出“督责之术”，主张君主独断专
行，实行严刑酷法以自逞。法家李斯
至此完全背离了法家的初衷在于富
国强兵，而不在一味地媚主求权。此
后，秦廷的暴虐难以扼制，终因“脑死
亡”而大厦倾覆。

在大秦行将就木之际，对大秦还
抱有一丝希望的李斯最终未能逃脱
督责的网罗，在秦二世的猜忌和赵高
的嫉恨中惨死咸阳市中。临刑，李斯
对自己的儿子慨叹“吾欲与若复牵黄
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闻之令人心碎。不知此时的李斯是否
还记得师父荀子“物忌太盛”的临别
教诲，是否还记得师弟韩非蒙受的不
白之冤？还是李白最理解他，在《行路
难》中向他大声疾呼“李斯税（tu侪）驾
苦不早”，希望他能早日醒悟，从显贵
中脱身而出，少一些骂名，多一些闲
适，岂不善哉？

阴邱利寒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时间。
它来去匆匆让我抓不住定义的

尾巴。
六月，注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六

月。故事里隐藏着青春里特有的离
别。

去年今日，我也是被离别的那
个人。

2017年6月8日，从走出考场的
那一瞬间开始，似乎就有什么东西
在悄然无声地发生改变，记忆或许
从不会一丝不苟，谨慎细微地记住
每一个细节，但时至今日，我依旧记
得那天下午的黄昏，那条回学校纵
横交错的路。

交上最后一张考卷，这一合上
笔盖，就是合上高中的三年。

我们选择了不坐大巴，三三两
两地走在回学校的路上，六月，已是

个可以让人流汗又流泪的季节。
路上，或许是知道了即将到来

的是什么，即使来得及告别，也无法
把再见说出口，好像一直往前走，一
直不停地走，时间就会停留到永久。

那天晚上是有聚餐的。然而即
使是毕业聚餐，也终究没凑够一个
班的人，这或许就暗示曾经的同学
再不会有机会真正相聚。我们每个
人终究像是一条条交叉在一起的
线，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相遇，随后
又渐行渐远，交叉过，却永不重合。

之后，便是收拾证明我存在的
东西了。书，都是书。有挤满红蓝黑
三色笔的各科笔记，也有翻了卷儿
的各科课本，还有一摞摞《看天下》

《青年文摘》。这些陪伴自身多年的
东西，它们的命运或是被珍藏，或是
被赠人，或是被遗弃，但无论是哪一

种方式，都像是一场郑重而庄严的
仪式，宣布你和从前的生活自此“一
别两宽，各生欢喜，从此相见，便是
梦里”。每一年，每一届，这像是亘古
不变的传统。

而如今，时间的轨迹切换到了
2018年的6月，我开始见证离别。它
悄然发生在每一个你可能路过的角
落。它惯于以毕业晚会、毕业聚餐的
形式来明着说一声准备好的再见，
但暗地里，却隐藏在一个转身之间，
散落在一套正式的学位服里，跃动
在那些陪伴着你多年却依旧要处理
的小东西里。

有一天，时间终究会推着我们
走向属于这样的一个夏天，它如一
个分割线，割离了所有的一切，而我
们仅能做的，不过是拉住流年，好好
地说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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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校园 姚婷 摄

好 声 说 再 见

阴陈逸群

突然发现共情力的神奇，我试图
把自己代入到毕业生的身份里，静静
回忆，却险些把自己弄哭。如果不是
想象着明天离开的是我，我又怎会发
现那些点滴的珍贵。还未远行，便已
怀念，这是我对华电最深的爱恋。我
们已经遗忘在琐琐碎碎的生活里的，
却是今天毕业的你们最最不舍的。

不舍的是老师们的口头禅，令人
头疼的实验报告，还有难倒各路好汉
的期末试题。

不舍的是门口的18路吧，几乎能
背过每一站的名字，喜欢坐着它去一
校看演出，去万博淘宝，去火车站坐
上回家的车……

不舍的是日新园的那条锦鲤，屁
颠颠儿来蹭吃蹭喝的校狗大黄，还有
懒洋洋趴在树荫下晒太阳的大橘猫。

……
根据北京大学的统计，大学四

年，我们用90分钟看着水壶被盛满，
20天用来淋浴，2880分钟在为明天穿
什么而发愁，甚至用4个小时来颠过
校园里的减速带，却用五秒钟就可以
拉着行李离开母校。

最令人怀念的不是什么轰轰烈
烈的荣耀时刻，而是那些点点滴滴的
日常，它们构筑起来立体的平凡生
活，鲜明地永恒地留于心间，让我们
分明地感受到，华电是如何由浅到
深，由模糊到清晰，渗入肌肤血液与
灵魂乃至刻骨铭心，在我们的手势和
笑容中写下“华电人”这三个字。

今日久别，你说没关系啊，这个
时代没有别离，视频聊天直播更贴，
一切像快得没有发生过，一切也像近
得从未改变过。可是，你知道吗，你的
眉眼心间，有些东西却分明不同了。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
游。生活是立体的的时空，经年之后，

再回母校，如果这些点滴不在了，我
们便也回不去了。

当年的宿舍楼还在，还可以在门
口静静凝望，却不见了那温馨的小窝
和嬉笑打闹的室友。

当年的朋友还联系着，为了再当
面问一句“今天吃什么”可以跑遍大
半个中国，而下课后那种饥肠辘辘的
感觉，却找不回来了。

当年的球场还在，甚至还可以从
天南地北赶回来再约一场球，但那少
年意气和无限活力却在中年人的身
体里，不见了踪影。

当年的书桌还在，甚至还保留着
“2009考研占座”的字样，可那个单纯
而坚定的逐梦少年，究竟哪里去了？

社团里的活力四射的交际花，图
书馆里博览群书的学霸君，自立自强
的创业者，球场上潇洒的白衣少年
……窥见华电人群像的一角，究竟哪
个是你？

我想，所谓别离，不仅仅是空间
上的远离，也是时光上的远离。

多年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里，渺小的我们湮没在空间里。在天
津的出租车电台里，在重庆喧闹的火
锅局里，在北京拥挤的地铁人潮里，
恍惚中又会听到“保定”这两个轻轻
的字眼，纵然人间干燥，而那一刻必
然是心底一片潮湿。保定，那是我曾
经年少时的远方，如今永远的故乡。

毕业季与高考放榜日不期而遇，
一届届讲述着的毕业故事相似而寻
常，渺小的我们湮没在时光里，华电
六十年的历史，难以将我们的学生时
代铭记，但那却是我们一生的怀念。

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是
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
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时，一切才有
意义。请用那些点滴，触动我的眉心。

点 滴 触 心 阴徐凡清

来 日 可 期

阴吴超

八声甘州·甲子献诗

阴陈泽宇

满庭芳·贺华电校庆

念悠悠，岁去转星河，倏忽六十
春。惊巍巍学府，栉风沐雨，铸就龙门。
却见争发桃李、红翠引王孙。滚滚长江
水，浪遏行云。

数载容颜依旧，问何能如此？不忘
初心。望逸夫楼内，书自有朱轮。又南
风、轻抚荷叶，岁不待、同勉与诸君。约
明日，临风把酒、共贺一尊。

燕赵之乡，钟灵蕴秀，京畿电力之
光。崇文重教，美誉八方扬。师长呕心
沥血，勤浇灌，桃李芬芳。甲子岁，人才
辈出，届届有贤良。

今欣逢校庆，黉门焕彩，喜气洋
洋。众学子，挥毫尽献华章。泼墨各书
心曲，情意切，以表衷肠。嘉期贺，真诚
祝愿，母校更辉煌。

梨花随风去，万物复苏时。风景一
何美丽，马良笔不及。一年之计此时，
笑视乌轮长啸，我辈才人集。下笔乾坤
现，谈笑鸿儒齐。

逸夫楼，日新园，皆美丽。追求卓
越，云帆乘风沧海济。休说电力之光，
华电巍巍学府，万物光辉熙。作别西下
日，共迎东升曦。

阴张战经

水调歌头·甲子校庆
好像每一个开始，人们都会用

一场盛大的告别来祭奠过往，或是
虔诚的文字，又或是坚定的誓言，然
后勇敢地走向新生。对于这种方式，
我也不免效仿，给了自己一场不犹
豫的出游，买票、登车，不过两小时，
前一刻还躺在床上的人转眼间已踏
上旅途，带着内心的雀跃离开了。

奔行在去往远方的路途上，把
心思收藏起来，静享其中的喜怒哀
乐，窗外的风景在不断倒退，就像是
对这要结束的时光的倒带一般。当
我抵达，独自在街上晃荡的时候，看
着周围步履匆匆的人，想起曾幻想，
余生能在缓缓光阴里慢悠悠地醒

来，慵懒地躺在阳光底下读一本旧
书，听晚风把带来的故事娓娓道来，
而后安稳地睡去。

地铁上听到小孩子用稚嫩的语
气跟妈妈讲想要一个特别大的熊，
突然就勾起了童年的回忆，记起儿
时的自己似乎也是这般，愿望总是
简单直接，只是一个撒娇就能要来
的东西，等长大了就成了“要成为更
好的自己”之类的话。如今想来似是
有些可笑，每年都会这样说，只是无
论过了多少年，好像都没有什么改
变，却又什么都变了，自己也在不知
不觉间长大了。

一整天都在外面行走，阳光暖

暖地洒在身上，风也显得微不足道，
等到要离开时，已是黄昏了，街灯一
盏接一盏地亮起，不知点亮了多少
人的梦。这座灯火辉煌的城，我终究
还是要离开你，带着不舍带着希望，
就这么静静地走了，只要想起，属于
我的那座城，还有人在等着我，心中
便是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妥帖，哪怕
再不舍也要踏上归程了。

我穿过风，穿过黄昏，穿过人来
人往和川流不息，在即将逝去的光
阴里来到你身边，哪怕这缓缓光阴
最终还是要在我们沉睡的梦里悄然
逝去，来不及道一声再见，也要义无
反顾地走向你的梦里，走向未来。

阴杨楠

光 阴 缓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