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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杰

“研”路有你 风雨无惧

岁月无声，成长有痕。二十多个
春秋过去。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
己的经历与故事。 即使成长的道路
并不平坦， 可我们依然昂首挺胸面
向朝阳。 就像每年的考研大军， 为
了离梦想更进一步， 奋勇一搏。
校园北一北二教学楼是考研教
室， 考研的学生们每天小跑着穿梭
其中， 尽可能把时间留出来给学
习。 “没办法， 别人都在学， 你不
学就等着被淘汰。” 今年考上江苏
师范大学的文学院学生， 王笑冉这
样说道。
王笑冉于2018年4月2号收到复
试结果， 以笔试、 面试第一的成绩
考入江苏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
当被问到当时心情时， 本以为是
“激动”， 王笑冉却说： “很平静，
因为你知道， 那就是你努力之后自
然发生的。 暑假回去了几天， 然后
接着回来学习。” 家在河北的王笑
冉为了考研， 放弃在家吹空调， 享
受假期的机会， 毅然决定在学校过
暑假。 “
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汗流满
了背， 但是还是要忍着， 因为还有
题要做。” 面前的女孩说起这些，
浑身的风轻云淡。 可是考研过程中
的痛苦只有她自己能体会。 考研的
压力， 多半是来自生活的琐碎， 周
围同学就业的压力， 或者背不尽的
专业课。 考研路是困难的， 它绝不
是一种偶然， 而是天分、 努力和对
前路的执着。 厚积才能有薄发， 每
个伟大的人要成功背后总要经历一

番痛苦。
同样的， 不止文史类， 理工类
学生会选择考研道路， 艺术类学生
对于学术造诣的追求也不落人后。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的孙瑞萍是茫
茫考研大军中的一位， 她曾获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优胜奖、 学习优秀
奖、 优秀学生奖学金三等奖、 三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优秀学生”、
“优秀团员” 等荣誉称号， 很多人
在大学生活中随波逐流， 逐渐平
庸， 而她沒有， 她很清楚自己需要

世界聚焦博鳌
4月8日至11日， 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 依旧在总部海南博鳌
举行，本次年会主题为“
开放创新的
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
博鳌亚洲论坛 （Boao Forum
for Asia），又称亚洲论坛、亚洲博
鳌论坛， 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
亚发起，并于2001年2月27日在海南
省琼海市博鳌镇召开首次大会，正
式宣布成立。该论坛为非官方、非营
利性、定期的国际组织，为政府、企
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
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
层对话平台， 通过致力于区域经济
的进一步整合， 推进亚洲国家实现
发展目标。

什么。 她说： “一入学， 我就决定
了要考研， 我要为将来的生活打造
更好的基础， 创造更好的条件。”
就是这样的目标慢慢改变着她， 指
引着她坚定地走在考研的道路上。
孙瑞萍师姐是15级的老学生
了， 她的大学时光是充实的、 洋溢
的、 满足的。 她不仅在这充满学习
气息的校园里收获了丰硕的知识，
还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收
获了坚固的室友情。 在这入学三年
的时间里， 她对学习从来都没有半

倾听中国声音

作为一个非官方、 非盈利、定
期、定址、开放性的国际会议组织，
博鳌亚洲论坛以平等、互惠、合作和
共赢为主旨，立足亚洲，推动亚洲各
国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同时
又面向世界， 增强亚洲与世界其它
地区的对话与经济联系。 在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 习主
席发表重要演讲， 他提到：“当今世
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和平
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
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
伍， 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
碰壁。 只有坚持和平发展、 携手合
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一直
以来， 博鳌亚洲论坛为建设一个更

加繁荣、稳定、和谐相处且与世界其
它地区和平共处的新亚洲做出重要
的贡献。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 也是海南建省及海南经济特区
成立“
双3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海
南从一个较为封闭落后的边陲岛
屿，发展成为中国最开放、最具活力
的地区之一，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
大成就。 这其中离不开改革开放后
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 更离不开多
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合作互通。当
今， 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博鳌亚洲
论坛， 听各国之声音， 友好协商合
作， 看今日之中国推动亚洲及世界
（冯丽同）
发展进步。

大学生的“自习”生活
某高校施行“
最严早晚自习制
度”，即早上七点二十到教室开始晨
读，晚上自习到九点半。这一制度的
施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
早晚自习制度”看似一个简单
的倡导，其实仔细思索一下，便能看
出学校的用心良苦。 从客观数据显
示，我们往往会发现，各个大学出来
的毕业生差距悬殊。 我们不得不思
考这个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同龄大
学生习惯养成及人生境遇的不同。
大学的学习习惯对大学生的影响确
实是深远持久的， 如果一个人在大
学仍旧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经
过大学几年的积累， 最终定能厚积
薄发， 将知识潜移默化成自己的能
力，在面对就业问题时，就能够轻松
面对，相反，那些在大学“
混日子”的
同学， 错失了提升能力并自我完善
的机会，荒废了青春，最终走出象牙

塔必然会茫然，不知所云。人和人的
差距就是这样慢慢拉开的， 哈佛曾
有这样的校训：“今天不走， 明天要
跑。”今天所荒废的时间， 明天会让
你加倍地偿还， 这不是危言耸听，
现实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清醒地
意识到刻苦学习对我们人生的意
义。 大学生虽已成年， 但心智尚在
成熟中，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切实
际的幻想， 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偏
离自己原本设定的目标， 而学校
“早晚自习制度”的施行就是在慢慢
引导大学生们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
习习惯。 学校需要做的是最基本的
引导，也是最重要的引导，从小的习
惯开始， 逐步带入学生进入最佳的
学习状态， 这是我们应该给予鼓励
的。
“早晚自习”作为学校的一种制
度，更加规范了学生们的行为，从长

远来看， 这不仅仅是督促大学生的
学习， 更是弘扬了大学生的风气，
大学是自由的园地， 但究其根本，
大学仍是学生一族， 既然是学生，
就应该把学习作为第一要义， 全身
心地投入知识的海洋中， 学校的这
一做法， 正是大学生责任与担当的
（马钰杰）
应有体现。

分懈怠，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谈及考研时， 她说考研就是永远
坚持和永不放弃。 专业老师的肯定
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尽管艺术生的
身份增加了考研的难度， 但是当你
真正投入到其中的时候， 就不会觉
得那么辛苦了。 当你取得好成绩
时， 会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
的。 当被问到对考研结果的看法
时， 她说： “
对于每一位考研党我
觉得要抱着必死的决心一次性过。
当然有的时候结果并不如意， 不过

尽力就好， 这个过程是这一生最美
的回忆。 这种感觉考研的人才能体
会。” 也正是因为对梦想的热忱和
对目标的坚持， 才让我没有任何动
摇。 她打趣的说道： “我觉得按着
自己的生物钟走挺好， 知道自己每
天该干什么。 我有时候也会因为自
己英语太差， 有点落寞。 不过还好
在自习室， 我旁边都是机电的同
学， 我每次一有情绪就看看他们的
数学题， 感觉自己幸福多了。” 采
访的最后孙瑞萍师姐说： “
以后决
定考研的师弟师妹们， 既然决定了
要考研，就不要半路下车，坚持到最
后就是胜利。 建议师弟师妹们平时
没事多看点书， 在考研之前好好学
英语，把四六级过了。希望大家都要
坚定信心， 不要因为别人的什么话
让你产生压力，中途放弃。既然已经
踏上了这条路就要努力前行， 机会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最后送给师
弟师妹们一句话：纵然天寒地冻，路
远马亡， 也要以青春作伴， 梦做华
裳， 走一趟雪花掩月。 加油最棒的
你们， 征服这条考研路！”
人的成长历程就像攀登高峰，
每上一个高度都能看到更远更美的
风景。 很多人留恋于眼前的风景，
不愿继续前行， 最终却只有少数人
能登上山顶， 看到那些更高更远更
美的风景。 永远清楚自己的目标，
并长久地与之奋斗， 保持着一颗无
悔、 向前的心。
( 修佳慧 段心怡 于淼 考书娴）

祖国不会忘记
清明前夕， 中韩双方在韩国
仁川机场对2017年发掘确认的20
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交
接。 中方礼兵双手托起棺木， 列
队登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接运
专机。 百万网友在线为英雄点亮
回家之路， 让英灵在清明节前魂
归故里。
山有木兮国有殇， 魂兮归
来， 以瞻家邦。 又逢清明， 春雨
纷纷。 当我们的内心被一座座坟
茔牵动， 当我们手捧菊花敬献英
灵， 他们， 是幸运的， 是被铭记
的， 是叶落归根的。 然而， 跨过
山、 越过海， 还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为了国家利益、 为了人类事
业， 永远地倒在了异国他乡。 那
些长眠于海外的战友在哪里？ 他
们， 还好吗？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 当
年共有134万中国军人赴朝参战。
战争结束时， 共有183108名烈士
牺牲在异国他乡。 由于抗美援朝
战争作战地域广， 战线拉得长，
战场情况复杂， 除了我们所知晓
的多座在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陵园以外， 还有部分烈士英魂安
葬于韩国。 在韩国京畿道坡州市
积城面沓谷里有一座墓地， 距离
朝韩军事分 界 线 仅 有 6.3 千 米 ，
这里安放着数百具志愿军烈士遗
骸。 墓碑上标注着这些烈士遗骸
挖掘的时间和地点， 但因年代久
远， 志愿军遗骸身份难以确定，
只能用中文和韩语标明“中国军
无名人”。
自2014年开始至今， 韩方连
续五年向中方移交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589具。 如今，
虽然很多遗骸已转移到中国， 但
墓碑仍保留在那里， 上面注明
“已送还”。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
抔热土一抔魂。 一块块干净肃穆

的大理石墓碑特意朝北建造， 那
是中国军人遥望故乡的方向。
战场上， 有多少牺牲， 就有
多少默默流泪的母亲； 陵园里，
矗起多少烈士墓碑， 就有多少无
法侍母奉亲的永远遗憾。“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 作为后来者， 作为社会中
爱国拥军的普通一员， 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让春风吻干母亲思儿
的泪花， 让她们再度拥有儿女
的 爱 与关怀。 就在今年清明前
夕， 第五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被迎回阔别60多年的祖
国。 这些来不及与母亲告别便先
于母亲离世的烈士们， 没机会
也不可能为母亲擦干思儿的眼
泪了， 但令人欣慰的是， 他们
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故土、 长眠在
了母亲的怀抱。
当我们在和平年代举起酒
杯， 听着喜庆的炮声过新年的时
候。 会不会想到， 在多少年以前
比鞭炮声更密集的枪炮声中， 一
个个年轻的生命为960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完整和14亿人民的幸
福安康倒在血泊之中。 我们会
不会想到， 那抛向死者年轻脸
庞的最后一抔泥土， 该是多么
冰凉。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
不过有人负重前行。 这世界上
并不是没有罪恶， 没有硝烟，
只不过有人用青春与生命将黑
暗阻挡在外。 遗忘历史的人，
终将被历史遗忘； 遗忘历史的
国家， 终将没有未来。
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
们， 更应该深切缅怀先烈， 牢记
历史， 明晰党史， 双肩担使命，
心头记责任， 努力学习， 刻苦钻
研， 把握现在， 为新世纪祖国建
设贡献力量。
（丁子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