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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期袁 我和妈妈去外地旅游遥
因为目的地很远袁所以要坐很长时间的
车遥

大巴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袁车外的
阳光带着温度透过遮光帘射进来袁让人
感觉不到空调的冷气遥 我倚在车座上袁
突然感觉肩头一沉袁 微微侧过头去袁是
妈妈袁她睡着了遥

说实在话袁妈妈睡着的样子我很少
看见遥 她的眼睛不好袁受不了太强的光
线袁她的头偏向我这边袁眉头皱起袁眼角
的皱纹已经掩盖不住袁透着一股浓浓的
疲惫感遥 车在行进中发出微微的嗡鸣袁
我突然发现袁妈妈已经不年轻了遥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钥我发现我
好像回答不出来遥

从我记事起袁无论何时袁只要我在
她身边袁 她总是会精力充足的照看我袁
教导我遥 小时候关于母亲的记忆袁有很

大一部分袁是妈妈的怀抱和肩膀遥
我的思绪飘回到那一天夜晚袁天下

起了大雨袁伴随着闪电雷鸣遥 我怕的睡
不着袁就使劲抱着妈妈的胳膊袁一个劲
发抖遥 一会儿袁妈妈就醒了过来袁问我袁
害怕打雷啊钥 然后就坐起来袁把我放在

腿中间袁用被子盖好袁就这样抱着我袁轻
轻拍着我的后背袁哄我入睡遥 身体倚靠
在妈妈怀里袁妈妈的体温还有被子的柔
软让我逐渐忘记了雷声和闪电的可怕袁
或许在年幼的我看来袁妈妈的怀抱就是
这个世界上最为坚固的城堡遥 那个夜

晚袁我躺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袁睡得很
香很甜袁小时候袁我的寄托都在妈妈那
里袁长大些袁疲惫的时候袁也经常有妈妈
的肩膀作为依靠袁而妈妈却很少在我的
面前露出疲态遥

我的重心始终在妈妈那边遥 小时

候袁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总会回家找妈
妈哭诉袁一个人在外地上学袁只要在电
话里听到妈妈的声音袁心情就会平静下
来袁好像只要有她袁我就什么都不怕了遥
在我的印象里袁我的妈妈是那个永远都
不会疲惫袁永远会在我身边守护着我的

那个人遥 可是袁如今妈妈累得睡在我的
肩头袁沉睡的面容已经看得出些许老去
的痕迹遥阳光因为窗帘的晃动而时不时
透过车窗照在妈妈的脸上袁她的表情始
终没有舒展开来遥妈妈的重量通过肩膀
传递过来袁让我心头一紧要要要妈妈身体

的重心袁已经到了我的这边遥
我放轻了呼吸袁生怕打扰了妈妈的

睡眠遥 小心的侧过头去看她的睡脸袁或
许在很久以前袁妈妈也曾这样端详过我
的睡脸袁小心翼翼的呼吸袁生怕打扰了
我的休息遥 而那时的我袁正依靠在妈妈
的肩头袁依靠着我的世界袁那是我的重
心袁失之倾颓遥

这一刻袁我是想要哭的袁但是袁早晚
有一天袁 妈妈的重心将会落在我的肩
上袁我必须足够坚强袁才能在那一刻来
临的时候袁能够保护她袁而我现在能做
的也无非就是努力袁不让她失望吧遥

重心

阴 张春宇

每年的 9月 3日袁总感觉有些什么
事情似乎遗忘了袁 但其实人的一生袁有
很多事情是深刻在灵魂深处的遥 9月 3
日袁是十六年前我在黄岛开始工作的第
一天袁从年轻到不惑袁唏嘘岁月更迭袁不
能消除的是青春激情的片段袁是历久弥
新的过往遥

2002年整个 8月袁我都在肥城和新
汶两个矿务局周转袁当时煤炭市场已经
很紧俏袁 冬季供暖用煤需提前采购到
位袁很多联络上的事情由我负责袁那可
真是热锅上的蚂蚁袁忙得团团转遥 9月 1
日的晚上袁 我在新汶局小港矿督发运
煤袁吃晚饭的当空袁总公司领导打电话
渊当时还在后勤服务总公司冤袁让我第一
时间赶回学校袁却没有说明原因遥 由于
天色已晚袁我是第二天怀着忐忑不安的
心情回了单位遥 领导找我单独谈话袁说
根据工作安排袁决定抽调我到新建的黄
岛校区工作袁要求立即出发遥 同事苏老
师早两个月过去袁正好回来有事袁公司
领导让他捎带着我过去遥 于是袁以后的
五年袁苏老师总是笑称我是被他野贩冶到
黄岛来的遥

那时长途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袁
第二天我们坐上火车经由济南转胶济

线袁 颠簸了六个多小时才到了青岛站遥
出站已经是下午五点半多了遥辗转来到
轮渡袁过海下船再上出租车袁和司机师
傅解释了半天才搞明白地址袁起先路两
旁还有些楼房袁及至走到现在的新街口
往西袁已经是成片的庄稼地了遥 虽说道
路修得笔直宽广袁无奈杳无人烟袁显得
愈加荒凉遥

苏老师不断地给司机师傅指路袁恍

惚间汽车转到一条崎岖小路上袁前方是
黑黝黝的一座大山袁山脚下零星散布着
几点灯火袁 在日暮的光线下隐约可见袁
现在想起来袁我第一次进校区袁是在现
今的学生宿舍 B14一带袁当时还是个简
易的小门遥 黄岛校区的建设情况袁以前
只是听回去的同事们聊袁 说是缺水缺
电尧地处偏僻尧生活上很不方便袁但地域
非常大袁有三千多亩地袁发展前景广阔遥
我是怀着极其好奇的心情进到校区的袁
记得那是一个繁忙的施工现场袁 挖掘
机尧装载车来回往复袁头戴安全帽的工
人忙碌着施工遥同事们个个晒得脸色黝
黑袁形容憔悴袁正在忙着往 A8号楼搬宿
舍遥 大家看到我纷纷热情的招呼袁帮着
我安顿好宿舍袁 几个人相邀着到餐厅袁
打上大锅菜袁 撕开自己带来的火腿尧咸
菜袁还有人从宿舍拎来了啤酒袁就这样
我吃了在黄岛校区的第一顿饭遥

第二天找领导报到袁根据分工筹建
青岛校区第一家超市袁随后的一个月忙
的那叫一个难忘遥 在餐厅三楼袁我们从
搭台子练摊开始袁所有的货都是外出找
供销商赊袁刚开学四五千学生涌入偏僻
的校区袁基本生活用品只有在我们这里
购买遥 一天要忙碌十几个小时袁晚上营

业结束袁 还要在卖场搭地铺整夜看守袁
以至于七天七夜没有回宿舍袁宿舍里的
同事还以为我当了逃兵回泰安了呢遥

我是第一次独立负责一块工作袁当
时的超市还很不完善袁各项管理规章及
运营程序都没有确立袁卖场人员少且业
务量大袁基本上是现学现卖袁摸索着干
起来的遥 为了尽快将业务规范起来袁九
月底我回泰安袁找到在一家大型超市任
部门经理的朋友袁做贼似的野偷冶出人家
的内部管理规章汇编袁找个复印社逐页
的复印了一份袁 借鉴了很多管理经验袁
引进了自动收费系统袁建立起完善的采
购尧入库尧销售体系袁这才将新建超市的
各项工作引入正规遥虽然一年后因工作
关系换了岗位袁但直到今天袁对于学苑
餐厅三层的超市袁我还是有着特别的情
感遥

还有一件趣事袁2002年 9月 20日袁
青岛校区的第一趟班车袁指定我负责管
理押运遥特殊时期袁牵扯到安全和稳定袁
领导单独对我面授机宜袁 多加嘱托袁但
还是出了状况遥临时租借的客车油泵出
了故障袁在胶州湾高速上几乎抛锚遥 在
迅速向领导汇报后袁我果断要求租车方
立即调拨空调长途车袁 为节省时间袁经

翻阅地图袁决定双方对头开车袁在流亭
机场会合遥 近一个小时后赶到流亭袁驻
学校的有关领导也赶到现场协调工作袁
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等待袁大约在晚上
八点左右袁这一车四十多位老师们才踏
上了回济南尧泰安的路途遥车到潍坊服务
站停车休息袁 我又张罗着为各位老师准
备晚饭袁兴许见我跑前跑后的辛劳袁大家
心中的不快多少也平歇了些遥 很多老师
和我搭话尧聊天袁记得当时一位老教授
对我语重心长地说院野特殊时期袁特殊情
况袁我们能够理解袁一切会慢慢好起来
的遥 冶十六年过去了袁我还记得老人的这
句话袁事实也印证了他当时的论断遥

记得当天是农历的八月十四袁 车到
济南袁已经是凌晨的一点半多了袁因此大
家笑称中秋节是在车上度过的袁 很有纪
念意义遥到泰安是凌晨三点半袁我安顿好
司机住宿赶到家里袁已经是四点多了遥

这些事情过去了十六年了袁 在我脑
海中的记忆仍旧如昨天般清晰遥 现在想
起来袁总有些特别的感慨在里面袁我和我
们的学校共同走过的这十六载光阴袁见
证了从无到有袁从少到多袁从简到繁袁不
断发展和壮大的历程遥而这些袁早已经成
为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了遥

往事如烟十六载
阴 曹立鹏

一路艰辛跋涉袁一路满怀期待遥金
秋九月袁带着高考胜利的喜悦袁怀着对
新生活的无限憧憬袁 带着惴惴不安的
心情袁我们 2018级新生袁踏上了墨水
河畔尧笔架山下这片美丽的土地遥

初识科大袁我首先被它温暖而和
谐的氛围感染遥 学校门口袁热情的学
姐排着队为我们引路袁办理报到手续
快到还没缓过神来袁学长已把行李扛
在肩头遥 学院老师热情而周到袁温暖
的话语让人感觉似乎早就相识遥宿管
阿姨像邻家大妈一样和蔼遥 走进宿
舍袁已毕业学姐们墙上野加油冶野要早
起冶的话语似叮咛尧也像嘱托袁让人回
味良久遥

良好的学习环境是我对学校的

另一个深刻印象遥 学校校园很大遥 走
在林荫道上能让人感觉到静谧袁但无
论走到哪里袁都能邂逅手捧书本全神
贯注的人袁无论哪一个教室都会遇见

勤奋自习的学长学姐遥在琅琅的读书
声中袁我深切体会到袁未来四年这里
必将是激励我在知识海洋里遨游袁在
竞争氛围中不断成长的沃土遥

浏览学校网站袁叶汇聚起建设强
校的磅礴力量曳的重磅文章袁使我了
解了山科的辉煌成就袁了解到山科曾
经培养出 3名院士尧6名 野长江冶尧10
名 野杰青冶 和世界 500 强中的 3 名
CEO袁 无论人才培养还是社会服务
都取得了引以为豪的成就遥通过听取
介绍袁我也进一步认识到袁学校的发
展是一代代山科人靠着薪火相传的

主人翁精神袁靠着上下同欲袁戮力同
心袁 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跨越遥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袁我们一定要传
承好这份荣光袁发扬刻苦精神袁与时
俱进袁再续母校辉煌遥

军训是大学生活需要跨越的第

一个关口遥 军训很苦也很累袁烈日酷

暑下的曝晒袁皮肤变成黑黝黝的遥 立
正尧稍息尧向左向右转袁重复的动作枯
燥而乏味袁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快乐袁
何尝不是让我们克服在温室里成长

的娇气袁战胜自我袁锻炼意志的最佳
良机遥在教官指导下完成的每一个动
作袁都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团结的力
量袁合作的力量袁以及团队精神的重
要性袁我相信袁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它
都将使我终身受益遥 短短几天袁军训
正如有人所说的袁军训是一场登山旅
行袁过程虽然艰苦袁汗水伴随一路袁但
坚持下去登到山顶袁便会邂逅别样的
风景遥

十八岁是人生最璀璨的年华袁大
学是成长中最美好的岁月遥 今天袁我
们的梦已经起航袁不管未来是风雨还
是阳光袁 不管前路是坦途还是险境袁
我们都要一往无前袁不折不挠遥 唯有
如此袁我们才能不负青春袁不留遗憾浴

梦袁从这里开始

阴 杨一欣

想到妈妈袁 我就会下意识想到史
铁生写的怀念母亲的文字遥

每次读到史铁生写母亲的情节袁
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就会默默流下来遥
读叶秋天的怀念曳袁每次都会被他母亲
细腻的无微不至的小心翼翼的爱触动

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遥 他的母亲就这样
无数次包容他的暴躁尧 喜怒无常的脾
气遥

我也曾浑身充满戾气袁 对着母亲
大吵大闹袁任性不讲理袁冲妈妈发过脾
气后陷入深深的自责遥 母亲总是细致
地观察我们的心思袁 照顾我们的敏感
感受袁把爱毫无保留的交给我们挥霍遥

在叶合欢树曳的最后袁史铁生摇着
车在街上慢慢走袁独自静静地待着遥他
说搬进老屋的孩子长大后会想起童年

的事袁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袁会想起
他的妈妈遥 但他们不会知道那棵树是
谁种的袁是怎么种的遥只有史铁生自己
知道遥 他知道野合欢树冶是母亲去给他
找工作时把它当作 野含羞草冶 带回来
的袁第二年合欢没有发芽袁母亲不舍得
扔掉袁第三年合欢树长出了叶子袁母亲
精心侍弄它遥现在合欢树年年都开花袁
长到了房高遥

思念亭亭如盖遥
史铁生静静独自待着袁 他说悲伤

也成享受遥
我私下猜测袁 史铁生一定极度懊

悔吧袁 他对母亲的歉意也许让他无数
次在洒满了阳光的树下泪流满面遥 他
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思念隐藏在只言

片语中袁就像我们一样遥我们都深深爱
着对方袁只是我们都不擅长表达遥

可是袁亲爱的袁别隐藏你的爱袁别
让你的爱成为遗憾遥

马尔克斯的告别信写的真感人袁
他说野上帝呀袁如果我有一段生命袁我
不会放过哪怕是一天袁 而不对我所爱
的人说我爱他们遥 我会使每个男人和
女人都了解他们皆我所爱袁 我要怀着
爱而生活遥 冶

马尔克斯告诉我们热烈地拥抱你

所爱的人袁祈求上帝守护他的灵魂遥给
你所爱的人一个温暖的拥抱尧 一个甜
蜜的吻袁认真地倾听他们的话语遥

亲爱的袁无论这个世界对你怎样袁
让我们把全部身心安置在最好的状

态袁一如既往地努力尧勇敢尧充满希望
地去爱遥

不要去等待袁现在就开始遥别等明
天遗憾今天没来得及的微笑和拥抱遥
保护周围你爱的人吧袁向他们证明袁你
是多么需要他们袁 你对他们的爱一直
都在遥

不要让爱充满遗憾
阴 李新颖

四季更迭
时间肆虐
我们的青春
早晚会被锁进某张泛黄的相片
而你和我
却一天天重复地练习着匆忙
忙着担当
忙着收敛
忙着做大人
也忙着说再见
成长的代价就是这样
但成长的珍贵也是这样
拿出更平和的善良
将年少的轻狂悄悄珍藏

芳 华 摇 曳
阴 杨晨

“情语系山科 一纸诉芳华”征文比赛

作 品 选 登

你说再也不能恣意疯狂了
青春倏忽而过呢
我摇头
因为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
安静比热烈
更能成为一种持久的力量
你要一直相信
安静的结果
一定是大气沉稳下的波澜壮阔
等到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
坚韧挺拔是你
芳华摇曳也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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