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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6 24在 这 一 年 发 生 的
一些大事件，与你我
息息相关，我们节选
两篇有意义的校内之
事以供阅读。

今年有两位人物非
常值得被推荐，一位是
奉献交院一生的许映泉
老师，一位是刚上任的
辅导员胡浩辰老师。 

我们从征稿中甄选
三篇分别代表现在大学
生对校园，对生活和对
爱情的看法，看到作者
们的文章，你有何想？















到
结束的省交科赛和本学期末的全校辅导员欢送会。虽然十年前交院的地位在
全校中也不容小觑，但在当时并没有如此多的机会来展现交院学生工作的实
力。

除了学生工作以外，据李豪杰老师回忆，交院在体育方面的实力也是十
分强劲的。交院健儿在校运会上英姿飒爽，在阳光伙伴中屡夺第一，拔河比
赛也蝉联冠军。交院的文体活动在不断地进步之下，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精神
传承。

在教学方面他回忆道，交院的变化十分之大。不像现在几乎是一个老师
带一个班，当年交通学科的专职老师比现在要少得多；现在专职的老师数量
上已趋饱和，甚至有的老师想上课却没课上。此外，现在交院的许多教学制
度都改进了不少。比如一个导师只需要带两到三个学生、能让学生更有归属
感的小班课等，都很好地体现了交院在教学资源分配优化方面的突出成就。
同时，交院近几年的进步也不容小觑：无论是学科竞赛的评比，还是综合实
力的提升，比起04年李老师填写高考志愿时，交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也正
因如此，交院比原来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与现在相比，当年读研的比例并不高。原来道桥的读研比例较低，许多

研究生

道桥专业的本科生在毕业后就进入了工作阶段。不像
现在，整个交通工程专业读研的比例很高，加起来有
一半左右。而现在，受到市场、家庭等许多因素的影
响，读研成为了一种趋势。但若想要进入设计院等单
位工作，读研则可以提供更好的技能培养平台，使得
学生在初到岗位后能更好地进入工作状态。当然，最
重要的一点还是每个人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二）
作为曾经院艺术团的一员，关于学生工作，彭龙

老师也有很多的回忆。
十年前的学生会还没有现在的研学部，各个部

门的名字也和现在不同，比如“志实部”原为“生活
部”，“影传部”原为“科技部”，“新传部”叫
做“文编部”，“平传部”则是“宣传部”。

他当时是艺术团企划组的成员，这个企划组就是
理事会的前身。

想起过去，彭老师说，他印象比较深的大一的新
老生联欢还是在北门南师附小的礼堂里举办的。2009
年，为了庆祝建国60周年，学院里组织过支部歌声比
赛，因为成绩不错，我们学院还代表东南大学去参加
了省级的歌咏比赛。还有，曾经每年的12月31日晚，
交院都会在四牌楼的逸夫建筑馆报告厅举行JOIN沙龙
酒会，邀请学生干部和学院老师着正装出席，回顾学
院一年取得的成绩，也提供给学生和老师近距离交流
的机会。这项活动现在已经被学生会年会所替代。

专业方面他还说道，当时还并没有大类分流，而
是每个人的专业在入校时就已经确定。茅以升班的组
建也与现在不同，它是面向道桥、交工、岩土3个专
业，在开学时通过笔试来进行选拔。

提到体育，彭老师的眼神亮了起来，他记得大二
时的那届4年一次的全运会，交院获得了第一名，并且
足篮球项目都杀进了决赛。还有那届院系杯的男足比
赛，看台坐满了观众，主席台上现场解说异常兴奋，
观众看得热血沸腾，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从本科生
从旁观者、参与者到组织者，两位老师的大学生涯与交院密不可分。同

时，从青涩的少年步入日渐稳重的成年，一代人的改变，也是交院的变化在每个
人身上最好的投影。

“像我研究生入学住进桃八的那天，感觉像是回到了本科入学，搬进桃
六。这隔着几十米的宿舍，我花了四年才走到。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神奇，一想到
前面四年恍恍惚惚地过了，就会想着后面三年一定要做好自己。”交院研究生柯
泽冕对我们如是说道。从四牌楼到九龙湖的这条漫漫取经路上，交院人攻克了了
不得的九九八十一难。回顾往事，人事易改，初心不变，我们每个人仍然在和交
院一起成长。

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路前行的交院人，一直以来脚踏实地、披荆斩棘，在学科、人才、师资、传
承等方面都有巨大的进步。如今，交院新大楼已经落成，研究生也搬入九龙湖，
和本科生同处一个校区，“上下而求索”的交院人将在九龙湖畔续写新的辉煌。

2006年浦口搬家，正式入驻九龙
湖，学生们正在收拾东西，场面
十分热闹

2006年浦口搬家，这是当时
的浦口校区大门。

2006年的九龙湖宿舍，当时的
宿舍门口可以看出还没有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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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军车非常能装了，为
什么我们搬宿舍没有军车送
行李啊？





交院·人物 



“大力杯”为何九年九冠？
交办小图为何堆满奖杯？
校运会上，为何金牌无动于衷，铜牌一块难求？
整个校园里，为何所有的项目都有着他们的传说？
这一切的背后，是隐世的高人还是宿命的选择，是累日的苦修
还是能量的爆发？
……
敬请关注交响阅年度巨献《走进交院》，让我们跟随着镜头走
进交院体育帝国的传奇世界。

九龙湖，从来都不是一个缺少传奇的
地方。

2018年4月13日至14日，东南大学第
六十届运动会暨东南大学第二十四届教职
工运动会在九龙湖校区桃园体育场如期举
行。交通学院本科团体、研究生团体和教
工团体共计254人参加了全部16个田径项
目和14个趣味项目。

在本届校运会中，交通学院以本科团
体458分取得本科生甲组的第1名（男女均
第1名），研究生以总分253分取得研究生
团体第1名（男女均第1名），教工以85.1
分取得教工团体第3名（为院系团体第1
名），这是交通学院连续五届蝉联东南大
学田径运动会本科生团体总冠军，连续三
届蝉联东南大学田径运动会团体总冠军！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神奇的老

人……
为了了解交通体育学院背后的故事，

探寻交院帝国的秘密武器，我们进行了一
系列的明察暗访。

（一）

首先，我们找到了体育部的两位副
部——马思异与韩浩哲。

马思异总是下意识地拨拨头发，低头
羞涩的笑着，是个喜欢跳啦啦操、日常夜
跑的呆萌小姐姐。而韩浩哲则一会儿抖抖
腿一会儿葛优瘫，挑着眉毛咧着嘴说他热
爱篮球，大一就是新生杯篮球队队长，现
在更是荣升教练，是个仿佛患有多动症的
活泼小哥哥。

文/张颖

与传说中的那位老师一道，体育部
长期有规律地帮助运动员训练，为校运
会、大力杯拔河赛、自行车赛、万人长
跑等校级比赛输送优质运动员，这些运
动员们是建成交院体育帝国的栋梁，体
育部也是添砖加瓦、不可或缺的功臣。

马思异微笑着，充满自豪地说：“
体育部是一个发现人才的地方，运动员
与体育部之间存在着千里马与伯乐的关
系。”韩浩哲抖着腿，揉揉鼻子骄傲地
说：“体育部对交院体育帝国的贡献，
应该还算举足轻重。”

(二)

根据以上两位线人的情报，我们又
去采访了体育部部长戴昇宏与体育部上
届副部王家福。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交院体育的强盛离不开一直以来为运动
员提供后勤保障的背后力量——交通学

院学生会体育部。体育部有一套相对成
熟的运营机制，往往在赛事举办前一个
月就已经开始了相关事务的筹备，从报
名、选拔到训练、比赛，一直走在别人
的前头。

当提到那位老师时……
戴昇宏感叹到：“他负责到甚至

让我觉得有点感动，我们真是自愧不
如。”老师每次有体育赛事都会从四牌
楼赶过来，每次工作都会认认真真写训
练计划，每次都特别照顾所有运动员的
情绪。

体育部前副部王家福在和老师相处
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许老师聊天的时候
会问你的功课，关心每一个部员和运动
员。有运动员出现了伤病，他还会询问
病情，定期打电话了解运动员的身体情
况。

(三)

循着线索，我们又接触到了与那位
隐世高人最亲密的一批人——交院体
育帝国的精兵强将。

“他是一名非常负责、令人尊
敬的老师，对交院的运动员十分信
任，特别会提升大家的士气。每一场
比赛他都会到场，给大家加油、鼓舞
士气。能进入交院，我感到十分幸
运。”

——黄平山，16级，足球/短

跑，阿森纳球迷

“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爱开玩笑的
人，每次送许老师回四牌楼，他总是要拉着
我去食堂吃到巨饱。本来两荤一素的快餐，
许老师总要让打饭的阿姨加成两荤两素。”
想了想，她说出来对许老师的心里话:“老
师，您腿不太好，希望您能多注意身体。之
前答应过拿了冠军请您吃饭，可您总是说我
还是学生，没让我请。以后请一定要让我补
上。我们都会很想念您的。”

——李琳华，15级，女子三项，哪个项
目缺人去哪里的运动型少女

 
“训练中的老师待人很宽容。如果你感

觉自己累了，或者心情不好，和他撒个娇，
他就会让你休息。但许老师总能让我们保持
竞技状态，让我们在训练中体会到乐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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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师和他的交院体育帝国



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训练是一件很快
乐的事。”

“老师和我说我能拿第一，我
就肯定可以拿第一，我要担心的只是
能不能碾压第二名。对，就是这么
自信。”

——曹伟伟，14级，男子五项/
篮球，微胖界男神
（四）

一个身影，曾陪伴着交通学院
走过许多个春秋。

他在每场比赛都忙碌着动员，
在早晨5点钟起床赶来看交院院运
会，骑车奔波于湖区和牌区，热爱交
院，认真负责。

他，就是许映泉老师，有着平
凡又不平凡的经历。

许映泉老师是一名东南大学的
退休教师，曾担任举重国家一级裁
判。2000年从体育系退休后，经验
丰富的他被返聘进入了交通学院的学
生工作团队，承担起交通学院各项体
育运动的专业指导工作，带领交通学
院的学生取得了无数优异成绩。

与此同时，从96年起许老师还
担任班主任，并负责大量监督濒临退
学的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指导
这些学生顺利毕业。

一代又一代交院运动员的心
里，都有他的身影。

而我们也终于找寻到了这个身
影。

“你们这些娃娃，这么大老远
的跑过来。”拖着浓厚的江苏口音，
许老师热情地引我们走进他朴实明净
的办公室。“来，坐坐坐。想问什么
就问吧。”他坐进沙发，清瘦的体格
即使包在厚重的棉袄里，也没有一丝
老年人的老态龙钟。“其实哦，不要

宣传我，宣传交院体育。”

“我只是穿针引线。”
“体育从来都不是体育老师一

个人的事业。”提及交院辉煌的体育
成绩，许老师直摆手，脸上却有掩不
住的光彩。“这一切都是在领导的重
视、辅导员的付出、学生干部的负
责、学生的参与和精神的传承五个方
面的结合下成就的。”

“我呢，在里面就是起到了穿
针引线的作用，把上面各方面都结合
起来，组织起来，用我的专业知识给
运动员训练。做的有成绩，大家就信
任你。”许老师抿一口茶，满足地
说。

“我想找接班人。”
说着说着，许老师突然垂下眼

帘：“现在我老了，要找一个人来接
我的班，可是到哪里找呢？现在，愿
意为体育付出这么多的人是很少的。
付出了，还要能拿出成绩，这是很难
的。那这么多学生怎么办呢？训练绝
不仅仅是训练，你还要关心学生，他
的生活，他的成绩，他的心理。成绩
是这样出来的。这也是我一直放心不
下体育工作的原因。”

最后，我们问：“您不讲讲自
己的事吗？”

他 却 摆 摆 手 ， “ 没 这 个 必 要
的，都是过去的成绩了。”

“通过我，大家能够了解到交
通学院的体育，这就是我唯一的愿
望。”

“毕竟，我们交院，还是不错
的”。

许老师有点不好意思又骄傲地
笑了出来。

许老师在2016年校运会

许老师在2018年校运会

可惜今年，许老师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在每次活动之前都跟队训练，毕竟80多的年龄了，他已经为本不是他工作
职责之内的交院运动员们付出了太多，我们虽有一丝惋惜，但是一定要祝愿许老师身体健康，也希望今年的交院运动
健儿能更加奋勇向前，许老师永不退缩的体育精神一直支持你们。

许老师在2017年阳光伙伴

许老师在2018年阳光伙伴

许老师在2018年阳光伙伴，听说
许老师在阳光伙伴结束之后在家
休息了一个星期才勉强缓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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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至今我自己个人仍在慢慢
适应新款的自我介绍方式，作为一个刚刚
毕业的油腻（划掉）大四老学长还是对这
篇介绍充满着期待和紧张的情绪。首先我
先做一个对自己的小剖析吧。大学本科四
年主要担任14级道桥茅以升支部团支部书
记，和茅班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拼搏
获得过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江苏省先
进班集体等校级、省级的集体荣誉，作为
个人也获得了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毕
业生、校优秀团员、校三好学生等奖项荣
誉。于我而言，本科四年也是在道路桥梁
与渡河工程专业认真求学的四年，保研总
成绩第16名，选择辅导员放弃直接保研也
是我更大的理想追求。四年我一直对科研
竞赛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和道友们一同获
得过美国大学生数学模型竞赛国际级二等
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江苏省二等
奖，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国家优秀奖、江
苏省一等奖，在最后的毕业设计中也是拿
到了优秀的等级。

以上都是我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
的勋章，回首这四年可能有着些许遗憾，
但私以为我已基本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
类人”。接下来的两年，作为一名毕业即
上岗的辅导员，我希望能成为16级所有学
生梦想的支持者，愿与你们相伴同行，帮
助你们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那类人”。

接下来是我与16级学生的时间，希望
各位16级学生听一听我这个唠叨的新任辅
导员谈一谈感想吧。

过去：再潮湿的记忆，也是
生命的燃料

马上就要大三的你们，转眼间已经
度过了两年的大学时光。相信你们一定有
专属的美好回忆，也同样的一定有着伤心
落泪的时刻。值此大学过半之际，大家不
妨停一停自己的脚步，回顾自己亲身经历
的这两年时光，是不是“大学不挂一科是
最大的遗憾”是句最大的谎言？是不是某
位老师的课堂回头想想实际上也是很有趣
的？又或者，是不是有段友情是值得这一
辈子追忆珍惜的？我们和大一新生会说“
欢迎”，而你们已经过了该被欢迎的年
龄，每个人都在这两年打磨出了一套或好
或坏的属于自己的方法路子。是的，没有
这两年的日子，你们也不会是你们自己。
这时候，停一停，冥想一下自己入学的初
心，温故这两年的暖与冷，让这大学的前
两年成为你真正的财富，方得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现在：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
选择表明了我们是怎样的人

刚刚说了对待前两年的一种珍视的态
度，现在我们谈当下。前两年的懵懂后，
大家已经走到了大三这个时间节点，“选
择”这两个字眼慢慢的成为了大家的主旋
律。我是该去出国吗，还是直接保研？保
研的话，本校还是外校？又或者，去成为
一名流动助教或者支教团中的一员？这些
是你们大三即将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辅
导员和专业老师会给大家提供我们最详尽
客观的见解、经验，但是最后每个人最终
的选择是自己做出的。这个选择基于自己
对学习专业的充分理解，慢慢的在两年学
习基础和其他社团、科研团队的经历上找
寻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些需要阅历，更
需要思考，因此我们常说思考从来不会嫌
早。早思考，会对自己的选择有更有益的
帮助，免于仓促。小标题是J.K罗琳说的，
这位魔幻文学作家原话里抬高了“选择”
的地位，而对“能力”不太感冒。我这里
加上能力，是因为只有充分有效的能力才
能做出合情合理的选择，有的放矢。统而
言之，塑造能力，合理选择，是各位同学
这一阶段关注的重点。

未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这时候谈未来，不免显得有点太过空

大。与其说这是未来，更不如”近现代”
更贴切。大家终会长大的，总有一天会走
到毕业，走向社会。那时候的你有能力有
理想有抱负，但别忘了一定要有责任。方
兴未艾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我也关注了16
级的你们提出的观点，很振奋很有元气。
现代化的教育要找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社
会边缘能力者，我们渴望培养的是有家国
情怀、社会担当的青年，这是我们教育者
的职责，也是你们有为青年的使命。所以
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没有社会担当
的彼得·帕克只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整天
在楼宇间荡来荡去的朋克青年，庆幸他的
社会责任心才让我们有了熟知的蜘蛛侠。
愿16级的你们成为一名能力者，更要成为
一名有责任担当的社会有为青年。

亲爱的16级同学们，我们有两年的时
间慢慢相处呢，非常感谢郑思前辈的“郑
能量”理论给16级树立了积极阳光的价值
观，也正如我和大家第一次见面所说，我
愿用我两年的时间拨开空中层层迷雾，让
每个人看见我们16级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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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浩辰
2018届东南大学交通
学院应届毕业生
新一任交通学院16级
辅导员

文/胡浩辰









今天，当我走过梧桐树下时，秋风送给我一片落叶。
它瑟瑟地颤抖着，哭泣着，不舍得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
它过去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有阳光的抚育，有露水的洗
礼，有鸟儿的赞扬。然而近日，它离开了，带着忧伤……

记得，高中母校里也有一条长长的由梧桐守护的林荫
道。我喜欢跳着砖块穿过那光与绿叶的世界。细细密密的
亮斑洒在身上，温暖的、柔软的、甚至有些晃眼的天空，
在光与影的映衬下愈发神秘，愈发博大而深邃。那时，阳
光的味道是微微甜的，还带些树木汁液的清香。最可爱
的，当属起风的时候，落英缤纷的半空中，阳光一蹦一跳
的，只看到地面的圆斑晃来晃去。站在路中央，闭上眼

睛，让所有的嘈杂都离我而去吧，只剩这纯净而美丽的天
地。风儿，吹在脸上，钻到耳后，滑进脖子里，有种令人
舒服的——痒。树叶，相互玩闹、奔跑、争吵，像是一群
熟识的儿童，在做着大人甚至大孩子都不会懂的游戏。此
时的世界是那样安谧、惬意。

好了，写到这儿，未来的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
吗？ 

回忆，的确美好，的确珍贵，却实在稀少。也许未
来的我，就不会再记得村边芦苇丛中那诱人的蝌蚪，尽管
现在仍记忆犹新；也许未来的我，就不再想起大纸盒里一
个个身体白中泛青，圆滚滚又特别贪吃的蚕宝宝，尽管他

写给未来的我
未来的我啊，
你一定要记得，
曾有一片片落叶，
在我面前飘落；
曾有一朵朵花儿，
在我面前凋落；
曾有一个个人，
在我生命中匆匆经过，
但我都没有错过。

                      文\张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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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花了我大量的童年；也许未来的我就不再能体会，冻红
发麻的小手把雪揉成球，再堆成雪人的快乐，尽管那画面
仿佛在昨天；也许未来的我根本不会再因一个本子的拥有
权，和弟弟吵得天翻地覆，尽管现在弟弟还会提起这个问
题……也许未来的我，再也不会记起这一切一切。所以今
天特书此信，希望能让未来的我有更多更美好的回忆。因
为我一直相信，生活未尝不是个积攒回忆的过程，我们之
所以爱生活，不就是因为在追求的同时能有所收获吗？而
收获的介质，即为回忆。所以小孩子因无所回忆而无忧无
虑、天真快乐，老人因阅历丰富而沧桑感十足。未来的我
啊，多看看这世界吧，它绝不是因为你的忙碌而缺少了

美丽的。当那夕功的余晖洒在伸向远方的大街上时，那卖
艺人唱着充满艰辛的岁月；当那冬雪裹起篮球场上孤独的
篮筐时，打扫卫生的阿姨等着三轮车经过了；当那清冷的
月光倾泻在阳台上映亮了我脸上泪痕时，一声虫鸣勾引了
我的注意力……生活绝不只是活过，它总会在心里留下什
么。去生活吧，把回忆捡到心里。

未来的我啊，你一定要记得，曾有一片片落叶，在我
面前飘落；曾有一朵朵花儿，在我面前凋落；曾有一个个
人，在我生命中匆匆经过，但我都没有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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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虚

太阳东升西落，世界熙熙攘攘，有各种各样
的人，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相恋，就变成各种各样的情侣：马路上牵着的手，
地铁上自然的拥抱，精心折下的一朵野花，和带着
这朵花的笑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视野中撩拨
你敏感的神经，让你一边留着口水看着两人远去，
一边面对自己无边的寂寥。

我想我刚入学的时候应该是和在读这篇文章
的列位一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脑子里充满了想
法，臂膀里也有实现它们的力量，就在这个时候我
和第一个她相遇了。

那时新生群人满为患，管理层人手不够，
于是就在新生群中招了一批管理。水了一个月群
之后，开学当然是要面基，那是和她第一次见
面。175的高个子，长腿，瘦，白，未着粉黛，笑
的时候眼睛会眯起来，带起两个小小的酒窝。

吃完饭去唱歌当然是惯例，但我一向是受不
了吵闹，唱了一首，坐了一会就推说有事先走，正
巧她也回校，刚好是结伴同行，一路上说说笑笑不
显尴尬。之后几次吃饭喝酒略去不表。

忽然有一个上午，她在群里刷屏夸我，我一
边在群里谦虚一边戳她问怎么了，也不正面回答
我，顾左右而言他的说着自己的择偶标准，之后的
半个月里时不时抱着小礼物找我玩，自己叠的小星
星啊，有亮晶晶的糖纸的糖啊，最贵重的还送了一
条黑灰相间的长围巾。尽管暗示已经明显到这种地
步了，但是我一次又一次的绕过恋爱的话题，一次
次地说不要再拿礼物来了然后挖空心思在网上找合
适的回礼。

那个时候，我还抱着对恋爱的幻想。我一直
期待着有一天我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一个着白裙的姑
娘，齐腰黑发和雪白的裙角轻轻被微风拂起，和煦
的阳光勾勒出动人的轮廓，她用指尖轻轻把头发拨
到耳后，嘴角沁着世界上最甜蜜的笑意。

但期待往往就意味着失望，着白裙的姑娘可
能根本不会出现，于是恶魔从神志的空隙中间挤进
来，用泥潭般的声音在我耳畔低语，让我做出了那
个一直后悔不已的决定，“要不……试一下？”

我接受了她的追求。

我们也牵着手在操场走，但走不了两圈就累
了；我们也相约在图书馆自习，但学不了两页就
困了；我们也在周末去找藏在巷子里的美食，但
我用千奇百怪的原因鸽了一次又一次。尽管眼底
还是那潭清澈的爱意，但看的见她笑得一次比一
次勉强。为了赎罪，也为了平复我充斥着负罪感
的内心，我强迫自己开心地和她度过一个个我认
为百无聊赖的周末。

我已经意识到这段感情不会维持太久，但我
却绝不会想到它会崩溃的这么快，如果她不出现
的话。

二、怯懦

正在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段令双方都痛苦的
感情时，一束天堂的光突然趁米迦勒不注意溜出了
天庭，穿过风雨来到了我面前。

圣诞节到了，学生会要开舞会，需要四个主
持人，面试时太过紧张，和她搭档对词只觉语气温
婉和煦，不暇抬头看人，见她气势稍弱竟还大言不
惭指导她，现在想来不知道在她心里我是一个什么
样的自大面貌了。

后来忝列其中，仔细看身旁这位姑娘才知自
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天人。姑娘不是那种让人一见钟
情的姑娘，但是用上几秒细细看去就会突然有那么
一个瞬间让你感觉自己恋爱了。仿佛慢慢的坠入深
海，头顶遥远的光芒就是姑娘温柔的笑，对美好的
畏惧压迫着你的心脏，挤出你血液中的每一丝氧
气，而你只能屏息忍耐，生怕呼吸的气流惊扰到她
肩上那一束灿烂的夕阳。

那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瘦而不削，白而不
苍，眸子里盈着活泼的溪流，俏皮的小鼻子微微
皱着，带着一种小姑娘的天真烂漫。中等偏上的身
高，和她可爱的面貌却没有一丝不和谐。台下嬉笑
嗔骂，修长白皙的的手臂反支在桌上，纤细的鞋跟
一下一下叩在人的心尖；上台却好像华贵的凤凰，
一字一句游刃有余，语调像是酒香那样飘远，定住
心猿意马，心甘情愿的簇拥在她身边，聆听天使亲
吻过的嗓音。

但我也知道，这场主持将会是我们最后的交
集，因为我这种人是不能奢求那种人的垂青的。

我就像是一个乞丐跪在路边，垂着头，不敢
看，只知道女王的玉辇从自己面前经过。抬起头，
只能注视着女王大人的背影和仪仗渐行渐远，同时
感受着自己的由衷的无力和灼人的愤怒。

舞会开始了，大家却有几分羞涩，舞池中空
荡荡的，本来是相当值得在意的重大事故，但我却
一点都没注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