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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光
打在我身上
分为白和黑
变做光和暗
暗夜又雷鸣
日夜又交替

我站在尘埃里
和天地各一方
倒走平川江流
见过诸多妖魔
怎么年少轻轻
还年少轻轻？

无处可说的心衷
想碎人一身血

在南方
在小镇上

在晴朗的午后
我摘下三月的春息
种在高处的山丘

别问我缘由
我是秘密，不能出声

夏季是一年四季当中最为
炎热的季节，很多的人在夏季
都会遇到各种的健康问题，健
康的饮食就显得很重要了。夏
季吃什么菜好呢，夏天喝什么
汤好呢？夏季气候干燥容易上
火，上火了该如何注意饮食呢，
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吧！

1、以清淡爽口又能刺激食
欲的饮食为主。夏季正是蔬菜、
水果丰成盛和季节，可以多吃
一些具有清热去暑功能的蔬菜。
例如苋菜、茄子、鲜藕、绿豆
芽、黄瓜、菜瓜等，特别是番
茄和西瓜。

2、宜吃苦味食物。夏季可
多吃些苦味的食物。苦味食物
中所含的生物碱能消暑清热、
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三
伏天气里吃些苦瓜、苦笋、苦
菜、绿豆等，或者饮用绿茶、

咖啡、可可等苦味饮料，不但
能清除人内心的烦恼、提神醒
脑，而且可以增进食欲、健脾
利胃。也能养阴清热、消暑除
烦的作用。

3、可多吃一些，既可生津
止渴，又有滋补作用。此外，
还应多食小米、豆类、廋肉、
动物肝脏、蛋黄、红枣、香菇、
紫菜、梨等，以补充丢失的维
生 素 C、 维 生 素 B、 维 生 素
B2等。

4、夏季气温高 ,人体喜凉 ,
应以清补为宜。这类食物有大
麦、绿豆、黄瓜、菠菜、豆芽
菜、芹菜、水萝卜、薏米仁等，
还可饮百合汤、红枣汤、绿豆
汤等，以解暑止渴、生津凉血。
夏季易患传染病，可多吃一些
有杀菌作用的蒜、姜等。

5、多吃酸味食物。夏季汗
多易伤阴，食酸能敛汗，能止
泄泻。如番茄具有生津止渴、
健胃消食、凉血平肝、清热解
毒、降低血压之功效。在制作
菜肴时，宜适量加点醋，不仅
可增加风味，而且有保护维生
素C、杀菌和增加食欲的功效。

（院报学生记者 龙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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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丝疯长的二月催发
了早开的山茶花，山脚人家
氤氲的炊烟温暖了长长的午
后。年岁未曾停歇，脾气都
藏在了山后松树渐渐增长的
年轮里。山间拾柴的老人曾
是疯狂撒野的少年，当青春
一点点离去，陪伴，只剩下
几缕还未被带走的黑发。

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心潮

滚烫的人能够安然地看着春
花折颜流水逝去。不只是惋
惜，这种无用的伤怀使未老
之人老得更快，将老之人垂
头恐惧。离别从来不是阳光
下的葵花，给人盎然的想象。
别，是推辞是拒绝，是阴暗
山涧里流出的泉水，四季不
歇，是从地里带出的刺骨寒
冷。

自古没有哪个诗人笔下
没有离别，诗人的愁绪比常
人更是放大无数倍，压箱底
的书稿越来越厚墨迹大多被
泪痕晕开；身上的衣服破烂
不肯更换，因为都是母亲熬
夜刺的牵挂；睡在江南杨柳
岸，梦中臆想着功成名就锦
衣还乡。

世间从来没有永生，欣

然接受离去。回归到黑暗，
物哀也是极致的美。相遇本
是离奇，两条毫不相干的树
枝在空中交汇，以为是陪伴
和永远，其实遇见即是离别
和瞬间。比起得到失去更让
人念念不忘难以释怀。我曾
经多么舍不得冬天那朵落在
我袖子上的那片雪花；多么
舍不得秋日里红如彩霞的枫
叶；多么舍不得那个靠着窗
口晒太阳看远方的俊朗少年。
可我又感谢它们，雪花融化
跟随阳光一起融入了我的骨
髓；火色的枫叶被夹在书页
里真的成了晚霞；少年早已
离开家乡却一直被我藏在的
角落里。

颂别，在春日早晨深深
的寒意里，鸟儿叽叽喳喳，
好像还是旧年那一窝。未出
正月，还时不时有鞭炮声响，
大红色的鞭炮炸了一地似落
花，烟雾缭绕里新的生活又
要来临。

■ 室内3185班 周婷

颂 别

舞台之上

从幕后到台前的路漫长
而煎熬，每一次跨步推开面
前黑色大门走向舞台时总是
情不自禁的紧张。细数从来
节目开始到现在，舞台也上
过不少次了，可是紧张感还
是不曾消散。白光入水从头
顶洒下勾勒出侧颜的坚硬轮
廓，扭头侧身抬臂将拳头握
紧，目光坚定。

黑色伴随踏上舞台台阶
时消失殆尽，映入眼帘的是
台下数不尽的观众，黄色背
光将自己的身形显露，密集
的鼓点此时应景响起，细细
密密敲打促使你加快了步伐。
还未完全适应眼前的明亮又
被寂黑笼罩。闭眼深呼吸凝
神时背光倏然转亮，仿佛置
身白雾之中，身形缥缈梦幻。
轻拍衣袖攥紧话筒，缓缓曲
臂将话筒递至嘴前。

在音乐的领域，你就是
王子。

琴键进入时惊醒梦中人，
沉睡的雄狮睁开睡眼惺忪的
眸子，昂起巨大的脑袋在空
中长久的停顿注视远方。弦
颤迸发出悠远的时空回声勾
人心弦。似是晨光给世界染
上了一层一层纯金纹路。猛
然抬头凝望观众席的尽头，
神掌在半空中画出一个圆弧
复而落下，想到眼前青草连
片铺开，遥远山顶白雪皑皑
似银装素裹般挺立，忍不住
在这里大步跳跃去找寻陌生
世界的美好。

“看青草穿白雪听见森林
的音乐突然发现陌生世界。”

画面交错蓝色铺天盖地
涌来，湖水汹涌的拍打岸边，
水花四溅，冉冉生烟。一雪
助花消朔气，万峰渡鹤引春
风。暖晖融化了初雪的寒意，
生意盎然的绿根植在心。曲
终收尾时盈盈月光，满天繁
星下萤火虫纷飞，你踏上远
方流浪的路，追寻勇气与新
的希望。

光影之外

my heart of light。我心是
光。

你是音乐人，你追着光。
你就是那束光，属于你

自己和喜欢你的人的那束光。
握紧话筒抬臂移至嘴边，金
色的男高音缓缓流出唇边，
美声功底下的通俗唱法使得
尾音久久回荡在舞台的每一-
个角落 。看着你咧开嘴角勾
起一个弧度，弯眉将喜悦挂
在脸庞，相信你也会向歌词
一样，把活着映的漂亮。

“大家好，我叫蔡程昱，
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是声乐
歌剧系大四的一名学生，请
大家多多关照。”

这张名为声入人心的考
卷，你已经答完了，之后的
路我们依旧陪你一起走。

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我们一起努力，争当人

生的首席。

■ 数媒3181班 李菲

蔡程昱

本期书海拾贝给大家带来的是丰
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活着本就单
纯》。此书收录 《渐》、《大帐薄》、
《梦痕》、《给孩子们》等55篇经典佳
作。这是一本有关生活哲学的书籍，
作者选用的题材简单，但富有深意，
引发人们对人生的思考。作者通过对
身边事和往事的回忆，以及对生活的
感悟，最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单纯
是内心的修炼，心地质朴，纯粹专
注，做好自己；单纯是高级的智慧，
化繁为简，看淡得失。以一种超越的
豁达游戏人间，无宠不惊过一生。这
是一段简单而有富有深意的话，出现
在了书的封面当中，同时也是作者内
心的想表达的感受。
（院报学生记者 彭丹）

走的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
这样也好，因为我们永远不告
别。 ——题记

分别总是在六月，六月，有回
忆有欢笑，也有你们挥手道别的身
影。有太多的话语总感觉说不完，
有太多的不舍不忍去离别，然而，
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轻轻的挥手。

时间是世上最无情的东西。朱
自清在《匆匆》中这样描述时间 :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
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

饭碗里过去；默默时，日子便从凝
然的双眼前过去。”

是啊！还来不及细细品味，三
年的时光就在每天匆忙的脚步声中
溜走了。回忆过去，眼前是课堂上
我们互动的精彩画面、是晚自习时
老师与我们耐心交流分享经验时的
喜悦、是在宿舍楼与老师道晚安时
的场景、它甚至是一千多日子里我
们一起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

其实人生最苦的事情莫过于离
别，而且离别总是让人心碎，每当
看季节轮回，风霜雪雨抑或风花雪
月时，一季又一季的花开花谢，谁

不是把悲喜在尝？相聚的时间太
短，离别的日子总是很长，抬头望
满天星辉，却独爱那轮明月。这不
禁让我想到苏轼的《水调歌头》中
的千古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

感情，是多么真实，刻骨铭
心。过去，点点滴滴都那么美好。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拍下的
照片，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看看这
一路的风景，回想着一路的自己，
努力奋斗的情形，埋头苦干的场
景，自己也许会欣慰地笑吧!

有句话说得好，分别是为了再
次相聚。但是泰戈尔说过，无论黄
昏将树的影子拉得有多长，它总是
和根连在一起的。曾经的回忆无论
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洗礼，只有经历
过的人才会懂得，这份感情永远不
会被遗忘，它可能是你今后步入社
会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可能是
受益终生的处事方式和对待事物的
态度。不管他最终是如何影响你
的，当你回首往事时你可以为这一
段回忆欣然地说一句，时光不老，
我们不散。

■ 移动应用3181班 李海宁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