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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时光不可追回，我们都被岁月的年轮撵着前行，历经的无奈与悲伤消失在无尽的年华深处，而后

我们学会成长，学着向曾经的黑白告别，也向曾经的稚嫩再见。

谨以此文祭奠我逝去的三分之一和那个邂逅的他。

一

周晓说，她依然记得那些个日复一日的早上，冬天未亮的凌晨，天上的寒星尚未散去，昏黄的街灯把整

个 X 城都照得那么温柔，那时候天很冷，鼻子里呼出的白气让周晓有点看不清眼前的路，她就这样一路跑啊

跑啊，就跑过了一个又一个天明，仓促间就跑到了立夏的六月。

周晓说“我虽然一直背着圣人孟子的‘天将降而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虽然没事说着‘一

个人上台到一个人失败，这很正常’但是天知道我的失败来得这么的猝不及防。”彼时的周晓高考不尽人意，

大失往日水准，彼时的他很正常的考出了 640 的高分。

“我终于知道有时候流泪对女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随意了。”周晓坐在空荡荡的餐厅，看着往日窗外熟悉

的一景一物，刚刚结束与家长的通话，说了什么自己也不记得了，只知道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不能哭，周晓

仿佛认定这一哭就证明自己的骄傲没了。

“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周晓自嘲的笑着，我这算是丢盔弃甲，连再战的勇气也没了吗？也许吧，

在将自己的志愿填到离南方有多远就多远的北方后，周晓好像明白至此终年，那段时光和少年都将陈旧。

2016 年的盛夏，窗外的蝉鸣不知疲惫地叫着，此时的周晓却想下一场雪，不大不小，刚好埋住自己，和

那些不可言说的过去，埋住那些遗憾的青春，在这个纯白的世界，留下她离去的背影，以最美的样子。

二

有时候命运就是喜欢跟我们开玩笑，让我们找到最想爱的人，刻骨铭心。又让我们在人潮里走散，各自天涯。

周晓从大学的课上醒来的时候课已过了大半。刚刚的梦里有陈辰，他还是懒散地坐在座位上，手里转着笔，

脑子里飞快的计算着数学老师的题目并在第一时间说出答案，然后会在众人赞叹的目光中洋洋自得地给同桌

一个坏笑。对，他的同桌便是周晓。

似乎每个女生的学生时代的都会遇到那样一个少年，聪明阳光、长相俊朗，是老师当之无愧的宠儿，陈

辰如是。而周晓呢，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不算聪明的大脑很多时候就也只能靠十分的努力去追赶精

英班的步伐以求不掉队，但是接连失利的周晓被老班安排到陈辰身边。

周晓想其实刚开始自己是反感这个少年的，但不知道是在一次次的夕阳下的斗嘴或是一次次的男生恨铁

不成钢地为自己讲解题目微皱的眉头中亦或是男生在看到自己忘记吃早餐为自己带的早餐中，周晓喜欢上了

青春呼啦啦地飞

文   |   16 级金融 7 班    刘璐

头顶那方湛蓝的天空，让周晓想起了呼啦啦飞的青春。
再见吧！我亲爱的少年。那晚周晓睡在了她高中的信
堆里，睡在了她难以忘怀的旧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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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少年。

高三的日子是枯燥的，所以八卦就成了众人口中的热点，周晓和陈辰就在众多同学的暧昧言语中被闻讯

的班主任果断地分开，而后一段时间周晓陈辰彼此疏远，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亲密只不过是距离带来的

错觉罢了，而当我们彼此分开，就也不过是熟悉的陌生人。

周晓说她永远忘不了那些个高考前的午后，感谢那个温柔的少年。

三

生活也许就是这样平静。没有任何的起伏和波澜，梦想被现实掩盖，慢慢失去了生机，即使周晓已经踏

入许多高三生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然而不过是从一端有目标方向的路途走进了另一端连方向都没有的路罢

了。

如温水般，每当这时，周晓总会想起的词，便是——上善若水，不知为何总会想起这句。

每天重复着起床，上课，吃饭，睡觉，没有想象中的精彩，就连最初的对大学校园的新鲜也褪去，最初

进来迷路的自己到现在却发现校园竟是如此的小，不同的或许是大学频繁的讲座、开会、值班。只是在忙的

晕头转向的时候，周晓有点恐慌，相比高中全心全意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高考，现在我为了什么？此时周晓想

我是真的怀念高中的生活了。

每天看着眼前似是而非的脸孔，看着大学稀稀拉拉的来上课的学生，低头玩手机的彼此，一窝蜂赶着出

去的人。周晓认真的想来大学这么久了，我认识了几个同学呢？结果周晓有点汗颜。周晓会翻看着陈辰的空间，

众多的空间访问量和大学同学的问候彰示着他在大学依然那么优秀，而最近的一条说说也表明了陈辰找到了

他喜欢的女孩。

北方的冬天未到就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寒冷，如此漫长的日子，是生活太枯燥，还是我们在不断地踽踽独

行中迷失了方向，感到疲惫？

四

“我们向前走了很远，才回头，旧时光是个美人，温柔娴静，眼深如潭水，我们追溯着想要为她画眉，

她的眉太淡，面容太模糊，如何敌得过岁月稀释，情爱挥发……”周晓在她刚刚获奖的作品中写到，一次偶

然的机会她的文字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平台，生活也变得有味道起来。

看着操场上依旧打着篮球的男孩，记忆的对比所带来的失落似乎也变得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周晓想就像

每个处在青春期的人一样，她们迷茫，困惑，面对突如其来的成长，她们觉得如此沉重。

时间是残酷的，它让我们选择主动接受改变，或是在秒针的转动中，被迫接受时间流逝、你已长大的事实。

或许那些遗憾此时依然无法释怀，但是青春依然还在，沿途中你还会遇到很多人，他们终将填补你的遗憾。

就像现在，周晓突然明确的懂得了自己所前进的方向，告别过去的束缚，迎接全新自己，或许抓住大学

的机会，让自己更耀眼地回来。

头顶那方湛蓝的天空，让周晓想起了呼啦啦飞的青春。再见吧！我亲爱的少年。那晚周晓睡在了她高中

的信堆里，睡在了她难以忘怀的旧时光里。

后记

我们会和青春有一次生动的沟通，它不可能只有一个颜色，但愿在这条路上，你感受得到喧闹的前行和

幸福的告别。我们把用心和努力写在青春的字里行间，涂抹在那小小的句号里，但愿从远方走来的你，会给

它一个深深的亲吻和拥抱。

惟愿在这珍贵的岁月中，从此灰尘散去，山河温暖，你我踯躅前行，与未来和理想作伴，偶尔的寂寞也

变得温柔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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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道路上，总是点缀着各种各样的别离。当时，我们坚信离别是为了重逢，所以，忍痛说了再见，

喝了离别时的送行酒……各种告别，总是牵动情绪，惹来或大或小的悲伤。

年岁渐长，忽然明白了整个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各种告别，自己只能面对，无人能躲。细数我自己的生

活点滴，原来有一些告别，悄无声息，却总会上演。

每一次离家都像是一次告别。过去，我觉得时间长得不能再长，我能陪父母很久很久。可时间像是溢满

的水淹没了我，让我不得不面对现实。短短的假期一过，总归要离家而去，以前从不留意父母原来那么在意

自己，而今暮然回首，总有那么两双目光。你不见，我已泪眼千行，或许这就是父母爱的流露。现在离别时，

我会默默回头看看他们，趁他们不注意，把他们拍下来。我知道我无法阻挡他们走向衰老，他们的余生里和

我的告别得次数是有限制的。

偶然间听见一句话“我们都以为长大以后就能真正地永远相伴，于是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当真的长到足

以告别青春时，才发现原来长大只会让我们分离”。求学之前，从未担心过与父母过多的告别，总在想办法

挣脱。当告别青春稚嫩，最忍受不了的，竟是和父母的短短别离。自己与父母的一点点告别，也许痛苦 , 无

奈和不舍，但这是一种必经的形式，它宣告我们已经长大，自己可以独挡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告别也是

种蜕变。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细想，刚进大学的我还有次特殊的告别令人难忘——高考告别。

那时候我们说话都喜欢用“终于”，终于放了一个长假，终于离开这里了，终于解放了……仿佛忘记了

即将与身边的战友的分离。毕业典礼上放飞的气球承载着梦想，最后一堂课上老师说的一切寄托着临别祝福，

那时才明白告别的时候到了。直到步入大学，我们还在怀念那仅有的高中告别的场景，发现那么温馨难忘：

一句句真诚的留言，一张张难忘的照片，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只能感叹：时光啊，你慢些吧，我想好好看看……

一场高考，分开了多少形影不离的身影，当年，我怎么度过最后一天，似乎什么都没做，害怕意识到离

别的气息。原本想的泪眼相望，拥抱不忍分离，都没有，还是无忧无虑地说再会，不曾想到一别再难重聚。

谁知难得的放假短聚都不舍得说声再见，再见，其实不是告别，而是一句承诺。或许是感性，我跟同学聚会

分离时总忍不住流泪，总会想说，其实，世界太大，当初说永不会分离的人，一次分开，就可能是后会无期。

所以，才难以告别，多看一眼，多说一句。

所以，每一次告别，最好用力一点，人生相遇，自是有时。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即使和最爱的父母、

最爱的生活都总有告别，更别说生命中遇到的各种别离。所有关乎人性的告别，最常见，不用害怕，也不用

无奈。我们再不喜欢告别，人生也终有一别，在告别来临之际，请让我们好好相爱，尽力拥抱。即使说了告别，

但是那也是生命中令人难忘的岁月，不管惆怅也罢惘然也罢，曾经拥有过就好。

各种告别，终有一别。当所有告别说完，最美好的爱，仍会遇见……

所有告别，终有一别

文   |    16 级金融 3 班    李金丽

每一次告别，最好用力一点，人生相遇，自是有时。送君千里，
终须一别。即使和最爱的父母、最爱的生活都总有告别，
更别说生命中遇到的各种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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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会随着岁月的一声轻叹，转

而尘埃落定，最后烟消云散。告别——

这个从始至终都冷冰冰的词语，它包含

了太多太多无法说出口的无奈和不舍。

没有告别，亦没有开始。这一年，

我告别了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来到郑

州；这一年，我告别了陪伴了我十八年

的家人，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城

市；这一年，我告别了多年的朋友，踏

入了一个未知的小社会。我到现在都还

记得自己离家前母亲端来的那一盘饺子，

还有她那句“出门的饺子进门的面”；

还记得离开时朋友们的拥抱，更记得送

家人时忍住没有哭出来却在转身后不顾

其他人目光抱身痛哭的自己。郑州是我

第二个家，来到这里，我认识了一群善

良又可爱的人，也结识了一些和自己性

格相投的朋友。告别过去的确很不舍，

但是也请你相信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为

了下一次更好的开始。

告别，或许有遗憾。3 月 4 日的西

安之行，大概也为我和室友的友情画上

了句号。说不清什么原因，也说不清

谁对谁错，明明可以把自己内心最真实

的想法说出来却非要对着我摆 Pocker 

Face 来表达你的不满，我想脾气再好的

人都不会喜欢这种冷暴力，当然自己也

不该那么一声不吭地走掉，或许是被气

过了头吧。我们就像两个任性又倔强的

孩子，谁都不肯放下身段，放下面子去

低头认错。不知道该不该对这份友情告

别，也不知道该不该坦诚的进行一次谈

话，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两个月

的时间足以让我们淡出彼此的生活。但

现在是时候和过去那个做事冲动又不懂

事的自己说声 goodbye 了。

告别，或许是诀别。3 月 15 号早上

7 点 43 分妈妈打电话跟我说：“你二姨

走了。”那时的我坐在教室里正准备上

高数课，听完这个消息，眼泪自己就出

来了。想大哭一场却又不敢，只能借着

额头前刘海的遮挡一个人默默地抽泣着，

流过眼泪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一下眼角，

再用纸巾擤一下鼻子，最后轻咳一下嗓

子，假装自己感冒了。我曾亲眼见过二

姨躺在病床上痛苦不已的样子，而我却

无能为力，甚至连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

曾经的我也不会觉得世上真的有感同身

受这回事，但当亲人痛苦地躺在自己面

前时，心还是会狠狠地抽动。

告别，或许是成长。4月 4号生日，

4 月 2 号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说别忘了明

天吃饺子后天吃面条，4 月 3 号从洛阳

回来下了火车，挤上地铁，跑到学校，

骑着小黄就到学校食堂吃了一碗炸酱面，

晚上就被妈妈嘲笑了。和妈妈谈了很多

很多，从小时候的不懂事到现在的身处

异乡再到以后结婚生子，面对面不敢说

出来的话却隔着手机讲出来。告别了家

人的庇佑，独自一人在外地学到最多的

大概就是体谅。

告别，或许是真的告别。4 月 20、

21 日运动会结束就要和一些大三大四的

学姐学长们说再见，在田径队呆的时间

不到一年，但这里却是一个让人不得不

喜欢的大家庭。我们曾一起忍过了酷暑

也曾耐过了寒冬，一起流汗，一起流泪，

一起拼。明明这么小的校园，没想到以

后连见一面都要成了奢望。

有位学长跟我说：“有相遇就有分

别。”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一旦有了

情感，便开始多愁善感起来。我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会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

这个时候到了，请给我一个拥抱，请和

我拍一张合影，然后，把背影留给我就好。

告别

文   |    16 级金融 3 班    王帅

这一年，我告别了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来到郑州；
这一年，我告别了陪伴了我十八年的家人，独自一人生活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这一年，我告别了多年的朋友，踏入了一个未知的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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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青春！

爱的，不爱的，一直都在告别中。

告别   从青春开始

从小学的天真无知，到中学的懵懵懂懂，再到高中

时期的对一切都跃跃欲试，我们总是一路的跌跌撞撞，

一面唱着不想长大一面又渴望着早日步入属于我们的激

情燃烧的岁月。那像伊甸园一般诱惑着我们的世界，扎

根在当时饱含热血的心中，那里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还

有女王般散发着成功光芒的自己。

只是，再青葱的岁月，也是抵不过时间的。就像所

有的成长避免不了的那样，你一路拾取却也一路丢弃，

渐渐地，你突然发现，你对爱的憧憬越来越淡了，看到

不幸时，你援助的手伸地越来越迟疑了，你有时候甚至

不愿意承认小时候的那个渴望拯救世界的自己，你想不

通，那个被喜欢的人看一眼就脸红心跳、因为一句简单

的笑话就能乐个半天的自己去了哪里？青春去了哪里？

很多人都含泪追寻，但是，尽管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我们也不能够回到过去，更不能让今天的日子又在叹息

中度过。就像辛夷坞说的那样：“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

的那样，青春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

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看，一切才有意义，爱

过我们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

我爱我繁华般美丽的十七岁，但我也爱着我现在的理智

和淡然。我想，学会去爱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才是

告之，不忍别

文   |    15 级金融 16 班    马贝贝

青春是用来追忆的，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
过头看，一切才有意义，爱过我们和伤害
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

银杏花开

开的是孤独和寂寞

银杏花败

败的是满地凄凉

你离开了  我却还在

怕你记不得来时的路

我在轮回间道上等了你五十年

银杏树下  同样的地点

一杯清茶  一许守候

我喜欢看你如杜鹃花般灿烂的微笑

我更喜欢看你一切都好

五十年的期限如约而至  我等不起了

我要离开了  离开混沌的尘世

化为尘埃

最终

你来了  但你却忘了我

你有了自己的家 

很幸福  很快乐

我知道  我该离开了

但我不后悔  纵使魂飞魄散

银杏树下五十年的等待

等待一场花开  等待一曲散落……

《爱有来生》有感：

文   |    14 级金融 13 班    李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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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尔街

贪婪与梦想的天堂。

推荐理由：

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被称为世界金

融的中心，那一定是华尔街；当然，如

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被叫做为万恶之源，

那一定也是华尔街。影片《华尔街》将

贪婪与良知的对比展现地淋漓尽致。普

通人福巴德野心勃勃想进入上流社会，

现实中却处处碰壁。在金钱的巨大诱惑

下，要么抛弃道德和良知，要么出局，

而他选择了后者。“我想我终于了解到

自己只是福巴德，不管我多想成为戈登

盖葛，我只是福巴德。”

2. 套利交易

一场处心积虑的表演。

推荐理由：

他是经验丰富的投资家，也是

手下做假账的主使者；

他是热爱家庭的合格丈夫，也

是画家情妇的恋人。

不要被表象迷惑，风光背后不

知有多少龌龊。且看他如何瞒天过

海，隐下四亿美元的亏空，又如何

步步为营，最终逃脱20年牢狱之灾，

净赚上亿美元。整部影片剧情紧凑，

主角的每一个选择都牵动着观众的

心，故事里没有暴力争夺，没有血

腥谋杀，却让屏幕外的我们感到了

现实的残酷。

3. 大而不倒

俊男美女齐聚。

推荐理由：

《大而不倒》是一部以 2008

年美国金融为背景的纪实电影，讲

述了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和华尔

街的精英为挽救岌岌可危的金融系

统，进行多方周旋决策，力挽狂澜

的故事。为拯救全球经济，摆脱金

融困境，不仅保尔森倾尽全力，美

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等人也动

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和渠道。如此

大阵仗的再现金融危机面貌，如果

想深入了解它，不如欣赏一下吧。

观影知金融

Media

 Knowledge  金融人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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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海通牒

除钱之外无上帝。

推荐理由：

故事发生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前

一天，年轻的分析师意识到公司的财

产评估有着巨大的漏洞。面对巨大的

危机，这家大型投行企图通过将整个

市场拉下水以挽救自己，宁叫我负天

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片中每个人

的结局，无一例外的都是遵循对金钱

的选择， 这部剧没有华丽的场景，没

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却以一种近似于

纪录片的直白方式，描绘了公司资不

抵债下的人生百态。

5. 夺命金

金钱本身就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

夺命利器。

推荐理由：

一个为了生活奔波的银行职员、

一个碌碌无为的警察、一个连捞人也

需要四处借钱的黑社会，三个人物浓

缩了整个的社会。一天之内，由人生

低谷到高潮，就像坐了一列过山车，

荒诞却也真实。电影用一种黑色幽默

的方式，来调侃人生，绘制衣服利益

驱使下为求生存的众生相。开篇是冗

长而缓慢的剧情铺设，直到刘青云的

出现，慢慢拉开高潮的序幕，回味渐甘，

酣畅淋漓。影片的最后，吃甜筒的女

人和抽雪茄的男人就这么在香港街头

擦身而过，就这样路过了自己和他人

的命运。

6. 跨国银行

用好莱坞的方式让你迷上思考。

推荐理由：

该片是一部以跨国银行为背景的

犯罪题材电影，讲述了国际刑警路易

斯和检察官埃莉诺联手调查 IBBC 洗钱

内幕，同政府以及不法组织斗智斗勇

的故事，很早就吸引了观众们的注意。

影片自开场就以明快的节奏勾勒出背

景，表现了人物在接近真相时却突遭

死亡威胁的无奈与无助，这种情绪一

直延续到了影片的结尾，片中还充满

了跟踪、暗杀及精心设计的枪战场面。

单从剧照来看，炫酷的有没有吸引到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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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起云涌

那个年代   那个故事。

推荐理由：

《风起云涌》讲述的是共产党

即将掌权时为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

困难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当时，中

国市场混乱，物资奇缺，通货膨涨

难以控制，而几万万人都要工作、

吃饭。当务之急，毛主席和周恩来

物色了一位懂经济的帅才——陈云，

由他主持中央财经工作。该影片走

下神坛，首次直面中国领袖人物内

心世界，用真诚的视角去探寻陈云

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内心深处的感

情世界。全片感情充沛，力求奉献

给观众一部真诚的电影，而非那种

编造历史的应景之作。

9.《大空头》

有一种智慧叫做空。

推荐理由 :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几

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 2007 年美国

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

做空次贷 CDS 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

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大空头》很好地用末世来临的全景

方式展现了每个参与其中的人的行为。

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恣意不羁剪辑凌

厉。在这种搞笑表面下的普通人买单

一切、恶人消失无踪的深深的悲哀被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8.《监守自盗》

高级流氓的世界。

推荐理由 :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多

国陷入金融危机，损失高达 20 万

亿美元，数以百万计人加入失业大

军，甚至丧失家园，可以让我们不

假思索地作出许多判断。简单高效

的判断由一个庞大复杂的文明系统

组成，我们成为里面小小的螺丝

钉——把乱穿马路视为野蛮，把在

家里储存大量的黄金和现金视为愚

昧，我们是文明社会的一分子，在

保卫这个社会……本片通过详尽的

资料搜集，追访全球金融业界猛人、

政客、财经记者，披露金融大鳄的

崛兴之路，犀利地解释了危机产生

的原因。电影结构巧妙，通过深入

浅出的演绎，一些晦涩的经济专业

术语也变得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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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灵魂的碰撞，是思想的火花，是埋藏在你心底那一息对美、对自由、对爱的最

纯真而美好的追求，是对生活用心的感触。有人说每个青年都是一个文人，的确，青年时

代是充满着激情写意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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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有对现在的思考，因为有拼搏努力的必要。我们身处在这幼稚与成熟的夹缝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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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感的深度空间归于人性。《灯塔》杂志期盼你的饱含鲜活思想、漫溢真情、探究人

性的小说（短篇）、散文、诗歌、杂文，同样期待你的关于金融人物的介绍、金融热点、

就业、考研、考证、出国等方面的荐稿。只要你写，就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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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稿必须原创，自留底稿，概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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