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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葬
在
寝
室

时光的脚步匆匆，高考的硝烟已经渐渐的远离我们这些久战大学的
大学生们，大学的生活里，我们中的大多数每天都会踩着上课铃声进教
室，甚至于会在上课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才拖着惺忪的睡眼，拿着
寝室楼下买的面包早餐，缓缓地推开教室的后门，上课时间，吃完早饭，默
默地趴在桌子上又再一次开始与周公的约会。

大一时，我们中的大多数还会跟同学室友一起去超市逛逛，去江边玩
玩，短假期同学约会一起去爬爬山，一起合影的照片让每个人脸上都笑靥
如花。生活虽没有上高中时幻想的那样美丽，但是我们还是会说：“我们已
经很开心了”。

如今，大二了，我们的生活貌似回到了高中的“三点一线”：寝室 ---
教室 --- 餐厅，因为有外卖，有的同学变成了“两点一线”：寝室 --- 教
室，这样我们省去了走路买饭排队的时间，在寝室终于可以每天抱着电脑
玩游戏，看视频，吃着零食。更有甚者，可也不上了，每天的活动半径离不
开寝室方圆那几米。

记得我们高中高考努力奋斗着，朝着自己美丽的梦想一步步努力，记
得当时对自己要求是那么严格，当时的梦想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让自己
就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在学习，在做题，在一遍遍地背诵记忆，一遍遍地告
诉自己要好好加油，要实现自己的这个那个愿望，三百多天，每天都在与
自己搏斗。其中有许多美好的忆念，有很温暖的点滴，有同甘共苦的美丽。
可是现在呢？现在的自己是怎么了，每天刷着微博，聊着 qq，逛着淘宝，我
们在最需要奋斗的年纪做着自己七老八十干的活，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
意义，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最初的理想哪去了？我们的梦想难道就这样
湮灭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忘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了吗？

每个人心里都曾有一个梦，但大部分人都因现实的残酷不得不放弃
梦想。等生活安稳了，等有时间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已经走了一大
半了。还有时间和精力追梦吗？难道你甘心自己的梦想就这样葬送在寝
室？

糟糕的人生就像睡觉，该睡的时候不睡，该起的时候不起。如若把睡
之前的挥霍和糟蹋，换成将起未起床之间的贪婪和珍惜，生命的价值，自

会变得与众不同。可惜，换不成，改变不了。也不是看不到，也不是看不透，
而是看到了，看透了，就是难以改变。有的人一辈子在改变上挣扎着。这种
挣扎，就像起床前的难受，毕竟被窝里太温暖了，毕竟眯着眼窝着的姿势
太舒服了。明明知道，人生的希望在未来，但未来太遥远，当下太值得迷
恋。好多人平庸，不是眼光不够长，而是眼光永远在远方，人始终在近旁。

只要有梦想，何时都是最好的开始，带着梦想启程吧。不要在最需要奋
斗的年纪里选择堕落，不要让自己的梦想葬送在寝室，努力去追寻自己的
远方，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 (来稿：青年文摘 )

心情不好时自我激励的励志文章
人都有七情

六欲，每天开心只
是一个良好的祝
愿，人，难免出现
心情不好的时候，
百态生活，我们应
该学会适应，学会
调整和淡定。

当你心情烦
躁，闷闷不乐的时
候，可以看看这篇
励志文章，也许，
能够平静下来。

一：学会沉默
有时候，你被

人误解，你不想争
辩，所以选择沈默。本来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得了解你，因此你没必要对全世界
喊话。却也有时候，你被最爱的人误解，你难过到不想争辩，也只有选择沉默。
全世界都可以不懂你，但他应该懂，若他竟然不能懂，还有什么话可说？生命中
往往有连舒伯特都无言以对的时刻，毕竟不是所有的是非都能条列清楚，甚至
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是与非。那么，不想说话，就不说吧，在多说无益的时候，
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

二：至少平静
在你跌入人生谷底的时候，你身旁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要坚强，而且要快

乐。坚强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快乐？在这种情形下，恐怕是太为难你了。毕竟，
谁能在跌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还觉得高兴？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平静。平静地看待
这件事，平静地把其他该处理的事处理好。平静，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

三：学会弯腰，这会是有意外的收获
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纷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所以你闷闷不乐，因为

你觉得都是别人恶意。别再耿耿于怀了，回家去擦地板吧。拎一块抹布，弯下
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张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省思自
己在那场冲突，所说过的每一句话。现在，你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
是不是？你渐渐心平气和了，是不是？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
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绪。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
光洁的地板呢，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四：不要想如果当初
你说，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如果只是选

择吃炒面或炒饭，影响似乎不大，但选择读什么科系、做什么工作、结婚或不结
婚、要不要有孩子，每一个选择都影响深远，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
一样的人生。你又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情，就在于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啊。如
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这种充满怅然的喃喃自语，还是别再
多说了吧。每一个岔口的选择其实没有真正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
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五：努力吧，不管成功与否，至少曾经美丽
漫步林间，你看见一株藤蔓附着树干，柔软与坚实相互交缠，你感动于这静

美的一幕。让幸福与归属就此驻足吧。你想，不知未来会有怎样一番风雨摧折？
也许藤将断、树会倒，也许天会荒，地将老。你又想，那么，请时光停格在此刻
吧，停格即是永恒。永恒里若有这静美的一刻，未来可能遭遇的种种劫难，便已
得到了安慰与报偿。

六：保持单纯
因为思虑过多，所以你常常把你的人生复杂化了。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总

是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 ;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你
的人生当然只有一片拖泥带水。而单纯是一种恩宠状态，单纯地以皮肤感受天
气的变化，单纯地以鼻腔品尝雨后的青草香，单纯地以眼睛统摄远山近景如一
幅画，单纯地活在当下，而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既然没有是非，就不必思
虑 ;没有真假，就无须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无是非真假，不就像在做梦一样了
吗？是呀，就单纯地把你的人生当成梦境去执行吧。

七：偶尔 " 俗气 "
吃多了健康食品，偶尔你也想啃一啃鸭舌头和盐酥鸡。看多了大师名剧，偶

尔你也想瞄一瞄耳光摔不完眼泪掉不完的连续剧。听多了古典音乐，偶尔你也
想唱一唱爱他一百年又恨他一万年的流行歌曲。你知道健康食品对健胃整肠有
意义，大师名剧对培养气质有意义，古典音乐对提升性灵有意义，可是，偶尔你
其实并不想让自己时时刻刻活得那么有意。人生不需要把自己绑得那么紧。偶
尔的小小放纵，是道德的。灵气充满或许接近大人，但偶尔的俗气会更平易近
人。

八：控制情绪，别浪费了
今天的你，是不开心的你，因为有人在言语间刺伤了你。你不喜欢吵架，所

以你离开 ;可是你只是离开了那，却没有离开被那人伤害的情境，因此你愈想愈
生气。愈有气，你就愈没有力气去理会别的事情，许多更该用心去做去想去处
理的事件，就在你漫天漫地的心烦意乱之中，被轻忽被漠视被省略了。因为，你
只是一心一意地在生气。在情绪上做文章，这是对自己的浪费，而且是很坏的
浪费。毕竟，生气也是要花力气的，而且生气一定伤元气。所以，聪明如你，别让
情绪控制了你，当你又要生气之前，不妨轻声地提醒自己一句：“别浪费了。”

九：抓住最好的时机，绝不错过
你曾经买了一件很喜欢的衣裳却舍不得穿，郑重地供奉在衣柜里 ;许久之

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它错过了。
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地供奉在冰箱里 ;许久之后，当
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
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裳，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
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
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行，那么唯一的结果，就
是与它错过，一如那件过时的衣裳，一如那块过期的蛋糕。

十：偶尔的出离轨道
某次你搭火车打算到 a 地去，中途却忽然临时起意在 b 地下了车。也许是

别致的地名吸引了你，也许是偶然一瞥的风景触动了你，总之，你就这样改变
了本来预定的行程，然后经历了一场充满惊奇的意外旅行。 a 地是你原先的目
标，b 地却让你体会了小小的冒险。回忆起来，你说，那是一次令你难忘的出轨
经验。生命中的许多时候不也如此？心无旁骛地奔赴唯一的目的，不过是履行
了原本的行程而已 ;离开预设的轨道，你才有机会发现其他的风景。

十一：悄悄悄悄地回归平静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心情低落，甚至懒得拉开窗帘，看着窗外的阳光。因此

你当然也忘了去看看，窗台上那一盆每天都需要喝水的玛格丽特。如此不知过
了多久，总算有一天，你度过了心情的低潮，同时也想起了你的玛格丽特。天
啊，可怜的花，她还活着吗？你战战兢兢地拉开窗帘，却见她迎风招摇，花颜可
掬。原来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你虽然忘了喂她喝水，老天却没忘了以雨露眷
顾她呢。许多事物悄悄地在你的视线之外进行，而且悄悄地安排好了它们自
己。天生万物，天养万物，一切其实无须担心 . . . . . .你只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不
留任何遗憾 . . . . . .足矣。 (来稿：青年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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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评十九大报告：新思想领航新征程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思想是政党的灵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能
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始终重视思想建设，始终重视思
想创新与发展。正在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向世界宣告
了从继承和实践中形成的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
国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又一个极具开创性
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照耀新时代、指引新征程的
明亮灯塔。

叶茂源于根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要义
中，深深扎根于党的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深深
扎根于中国发展的时代命题中，深深扎根于中华文
明的深厚土壤中，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世界性、创新性，既
从世界文明中汲取思想养分，又成为世界文明的重
要现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
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行动指南。

路正源于向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领航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发挥着举旗定向的巨大作用，从根本上保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稳、走实、走新。这一闪耀着真

理光辉的新思想，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方方面面。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民生工作；无论是
深化改革，还是谋划发展；无论是完善民主，还是推
进法治；无论是塑造价值，还是繁荣文化；无论是维
护安全，还是实现强军；无论是大国外交，还是大党
治理；等等。这些涉及党和国家大局的各项工作，都
是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丰富了内涵，明确了步骤，强
化了定位，见到了实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引领着全党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引领着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如期实现全面小康，顺利开启新
的征程，统筹推进战略安排，需要我们深刻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以紧跟时代的理论自觉、坚如磐石的战略定
力、不忘初心的历史担当，勇做新时代新征程的坚定
者、奋进者、搏击者。

据《新华网》

在矿渣上运土造田，把公路修到大山之间……
正在热映的电影《十八洞村》，取材于一个湘西山村
的脱贫实迹。过去 5 年，中国有 6000 多万人，如十八
洞村村民一样走出贫困。历史性的变革，刷新了中国
的面貌，也将中国的发展带到了下一个起点。

行进在新的水域，中国这艘巨轮将驶向何方？十
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期。习近平总书记更高瞻远瞩地擘划了之

后 30 年的发展蓝图，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再奋斗十五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
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
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全
新目标，谋划战略安排，标定
前进方向，十九大开启的新
征程，贯穿于新时代，凝聚着
新思想，展现着新使命，发出
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的动员令。

目标如同灯塔，指引着航船扬帆破浪的征程。在
不同发展时期，我们党总能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制
定伟大目标激励亿万人共同奋斗。1982 年，十二大
提出分两个十年“两步走”，早已实现；1987 年，十三
大提出“三步走”，引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1997
年，十五大谋划“新三步走”，确定到 2010 年、建党一
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锚定 21 世纪
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抵达一个个曾经的目标，又向
着下一个目标出发，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奇迹”
震撼着世界。

今天，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十
五年，将第二个百年目标升级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源于近 40 年
来年均 9%以上的速度增长，源于中国经济稳居世界
第二的体量，源于人民生活水平的长足提升，源于各
方面事业的根本进步。这样的新目标、新征程，植根
于时代变化、着眼于人民需求，更彰显着当代共产党
人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忘初心的情怀、牢记使命的责
任。

推开新时代的大门，我们要踏上的新征程，仍然
山水迢迢，仍需闯关夺隘。人们发现，在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描述中，有了“美丽”这一目标。而对
于两个十五年的愿景，也更多诸如“创新型国家”
“中华文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

内容。十九大报告中，以统筹“五大建设”、实施“七
大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六个方面的目标
描摹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以“五个关键词”“五个
文明”定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确定下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精神支柱、力量源泉和行
动指南。可以说，这次大会不仅开启了新征程，更铺
就了一条通往强国的道路。

中国的新目标，也给世界注入强大信心。“没有
其他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既有长远发展规划，又有短
期发展目标。”“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活力
并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少西方学者这样解
读中国的成功密码。当很多国家在搞“拳击赛”的时
候，中国一棒接一棒地跑着历史的“接力赛”，为世
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的道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征程上，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忍不拔、
锲而不舍，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我们脚下的路必然将连通无尽的未来，在一
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抵达更美好的明天。

据《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之五：
沿着新征程，中国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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