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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玉兰花开了
国际法学院 郑淇

“你说，我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开始，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一起上课一起春游秋游，

“为了遇到我啊！”

相识到相知，友谊也慢慢建立起来。到了大二大三，

他轻笑……
遇见你，是我十八岁，最美好的事情……

我们的相逢，便如同所有故事里最美好的情节，
在那年，伴着熙攘的街道，定格成了永恒……
“你好！”他向我伸出手，勾起的唇角像是这
淡淡伤感的九月里最绚烂的一抹光。
“你好！”我怯怯的伸出手，轻轻的碰了一下
他带着些许汗渍的修长双手。
“ 有 些 黏” 我 偷 偷 的 想， 却 无 意 识 间 红 了 脸
颊……
我们最初的遇见，有些甜，有些涩，充斥着满
满的紧张与期待……
到后来，我才明白，我遇见的他，早已洗净铅华，
我没能有幸，陪他走过漫漫前路……
“疼吗？”我轻轻地问。
“不记得了……”说话间，他头颅微扬，金色
的暖阳为他长长的睫羽镀上寸寸金黄，他眯着眼，出
神的望着远方。

我们曾在田径场上肩并肩，共同等待喷薄而出

如画笑靥；
我们曾在拓荒牛下看着满天星子，相互依偎；
也曾强忍泪水，挥手作别，心头沉淀着满满的
思念……
“厚德、明法、格物、致公——”我漫不经心
的语调似是激怒了他。
“不对！是‘厚德！明法！格物 ! 致公！’”
他严肃纠正，皱眉的态度像极了小老头……
我该谢谢你，包容着我的任性与善良，用宽厚
的手掌，一步步，引我走进浩瀚海洋……
那些密密麻麻的枯燥文字，因为你，仿佛也多
了几分颜色……
玉兰花开了，在柔柔的春风中，轻轻地，轻轻地，

突然，他转过身，定定的望着我，从他清澈的

粉嫩的花瓣，便如此悄然占据了所有的视线。
我亲爱的他，也在这个灿烂的季节，悄然迎来
了 65 岁生日。

褪去了大一的稚嫩跟迷茫，我们开始忙碌起来，或奔
走于社团，或陶醉于学术，或沉迷于游戏，联系也就
可能少了些，虽然各自忙乱但却彼此牵挂吧。到了大
四，被毕业的氛围所笼罩，大家就更加珍惜还能在一

也曾踏上高高的台阶，在庄严的天平之上绽开

抖落了寒冬的料峭，一点一点，绽开独有的高洁傲岸，

涣散的目光，得过且过的模样，是如此卑微而

2015 届毕业生 侦查班 韩秋迪

的朝阳；

“可是，我不后悔！”

瞳孔里，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

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侦查人

前段时间回了趟校园，三五好友走在路上，喝

块相处的机会。南戴河的毕业旅游白天吃喝玩乐，晚

着大叔的奶茶，看着盛开的玉兰，好久不见的法大，

上喝喝酒聊聊天，可能四年了到毕业才能真正坐下来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只是我已不再是

说说心里话吧；法渊阁前坐下来一起唱歌，唱出这四

那此间少年，你也不再是那情窦初开的少女。现在的

年的故事，唱出这离别的不舍；毕业聚餐大家再诉衷

我们，有的还在忙碌着自己的学业，有的早已为工作

肠，举手话别，说着再见，却有可能再也不见吧。

而每天奔波，还有的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那段

回到学校，当再次走进端升，还会看到熟悉的

年少轻狂的青春岁月，禁不住似水流年，一去不再复

教室，熟悉的课表，熟悉的老师，只是下面坐的已不

返。

再是我们；当再次走进食堂，品尝着以前吃过的饭菜，
走在校园，广播里放着毕业时唱的《凤凰花开

还是会想起那个曾经给你带过饭的兄弟，那个每天陪

的路口》，有些熟悉又有些伤感。又到了凤凰花朵开

你来食堂吃饭的闺蜜；当再次走进操场，看到一个又

放的时候，真的会想起某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侦查

一个奔跑的身影，还是会想起我们也曾在这里洒过汗

的同窗们，许久不见，你们还好吗？今天，写下我们

水流过泪水；当再次走进法渊阁，还是会想起我们也

的故事。

曾有过一段占座时光，我们也曾废寝忘食过；当再次

那年盛夏，我们背上行囊，孤身来到北京，来
到法大，从此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法大成为又
一个家。懵懂青涩的我们拿着入学誓词昂首宣誓的那

走进梅兰竹菊，还是会想起一起住了四年的室友，他
（她）们现在过得好吗？
法渊阁、拓荒牛、主楼、军都、操场、南门、逸夫、

一刻就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法大印记，“厚德 明法 格

学活、等等等等，都走过我们的身影，有过我们的故

生日快乐，我亲爱的法大！

物 致公”八个大字也将被我们铭记一生。四年的历练，

事，那每一次鲜活的曾经，都有我们共同的记忆。

别人说：

你曾说，“经国纬政，法泽天下”；

让我们知道了有一种精神叫“经国纬政，法泽天下”，

那些年，他栉风沐雨，上下求索，双脚趟过泥泞，

你也说过，“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

有一种情怀叫“经世济民，福泽万邦”，有一种骨气

年昌平线还没修到法大，那年我们站过的展台，那年

叫“只向真理低头”，凡我在处，便是法大。但是，

我们打过的篮球，那年我们在环阶听过的演讲，那年

四年的时间过得太快，最终还是要走上离别的站台。

待过的府学路 27 号，那年坐过的 886，那年上过的《法

还没来得及跟法大好好的说一声谢谢，还没有在拓荒

医学》、《司法鉴定学》等，那年做过的好多事见过

牛前等到想等的那个人，还没有把食堂的饭菜全都吃

的好多人，都被时间尘封在记忆中了。可能突然就会

个遍，还没有痛痛快快的醉过一次，就毕业了。

有一天，某个时刻，喝一杯醇酒，看到某张照片，想

丑陋，我慌忙低下头，掩住脸上腾起的难堪与羞窘……

擎起黯色天空；
那些年，他三尺讲台，桃李芬芳，笔走龙蛇之间，
架起正义桥梁。

当初那个迷茫的小女孩，正跟着你的脚步，坚
定而又义无反顾的向前走！
也许，前方仍会有满身泥泞；也许，我仍会在

他说，我是我，我亦是天下……

沉闷的空气里，望着满目的枯燥书籍，放声大哭，但

她们崇敬期许的模样，像极了当初偷偷羞红了

只要有你在，我便不会放弃！

脸颊的我……
也许，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自豪地与他比肩，而

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
亲爱的法大，谢谢你，愿你像初遇的那年夏天，
永远年轻而又充满活力，愿你永远坚持着最真的理想，

法大是大家，而侦查是小家。来自天南地北的
我们相聚于此，有四年同窗之谊，也是一种缘分。

那年主楼还没被粉刷，那年还没安装空调，那

起某个名字，记忆就会被打开，里面有我们一起走过
的四年，有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

2011 年的那个夏天，稚气未脱的我们怀着对大学的

时光流转，韶华易逝，青春总会散场，故事到

憧憬来到法大，组成了侦查这个特殊的群体。那时青

了最后，都会是告别。只是不知有多少青春的秘密被

那样的距离，太过遥远！

涩的我们也都有着青涩的梦想，有的来到这儿是为了

掩埋在这里，只是不知有多少记忆会在我们脑海中珍

我收起了散漫与拖沓，踩着他的脚印，一步步，

“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

藏，只是不知下次玉兰再开之时我们会散落天涯何处。

踏过宪法大道上满满的落叶，“嘎吱嘎吱”的声响混

政法之圣洁”的法律梦，有的想利用这四年做到腹有

这一刻，好想你，法大。

着甜甜的话语回响；

诗书气自华，而有的只想挽一人手度此流年。由军训

这一刻，好想你，侦查。

不是藏在他的阴影里，小小的一团，只能一副仰视的
模样……

1

昂首前进！
我们，在路上！

2

我们的故事结束了，下一段故事还会继续，有
我们走过的路，有我们看过的风景。
那年盛夏，军都山下，共聚法大，品一杯茶，

拓荒者
文 | 刑事司法学院 踏歌归来

聊聊那段青涩年华，诸君可有闲暇。
脑海之中有一个

圆圆 圈圈 圆圆
四季氤氲
繁华沧桑

你从沙滩红楼的旧址走来

凤凰花开的路口

至今不止一甲子时光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不曾在这个角度看过你
我的法大
不曾如此的体会到
你的浑然、宏伟与庄严

一路风雨一路开创

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

睿智的双眸淬了光芒

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
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

常见你眉心轻锁

成长的坎坷 , 分享的片刻

踱步于玉兰花下

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

冥思或畅想中

彷佛又回到那时候

尽是家国天下

又回到那年夏天
来到法大，遇见你们

厚德 明法 格物 致公

从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到法治的各个关卡

厚德 明法 格物 致公

你是辛劳的拓荒者

百字令·法大情

血汗凝成了花

串起的不仅仅是法大的四季
还有每一个法大人的栖息

一生中它是标尺

无论是筚路蓝缕
念

还是脚踏泥泞

绵绵

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弹指间

四年里它是名字

文 | 国际法学院 余卉

梅、兰、竹、菊

时过境迁
玉兰又开遍
已过六十五年
美丽如你不曾变

法渊阁

军都山下拓荒牛前

又泛起了谁的回忆

看莘莘学子风采翩翩
挥法律利剑敢争天下先
正气满腔责任担上肩
一日母校终身怀恋
光明未来共同建
荣与共心相连
彼此在身边

喷泉

四度四年
情万千
谨献
愿

3

未来信箱

寄语法大

每次在空中绽放
必有期待已久的故事
牵动人心

《我眼中的法大》
摄影 / 民商经济法学院 2012 级 钟晨

4

唱歌的孩子
法硕学院 于好依

作为法律硕士学院法律（非法学）专业研一的一枚师姐，我
自认是法大校园里最特别的一份子。一群天南地北从来没有接受
过专业的法学教育的不同专业的人，却因为转行而转到了一起；
一群已经老去的灵魂在跳跃的年轻人中间扎堆，一起为要来到学
校里演讲的大咖而排好久的队；昌平一年海淀两年的配置，注定
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享受到两个校区各自的好，在及时逃离
昌平的偏远之后，又怀念起四个食堂和操场的宽敞。
这里，就像是流浪后，收留我的地方。

把人带到目的地……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从事点社

篇文集，类似新概念作文的那种，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想感受

高中念数理化，大学又学工程的姑娘，从待了四年的上海跑

会性的工作，而看起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借着我父亲的基因来

少男少女们的爱恨纠葛。晚上 9 点钟，大操场准时熄灯，我喜欢

（2·Re）

学习法律。

在熄灯以后去操场跑步，伴着东门外拉面、火锅和烤冷面烤鱿鱼

来了法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看到 CCTV 冠名的侃侃而

到北京，很多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说我疯了。
我倒觉得，我早该到这里来了。

（4·Fa）

我的父亲，是政法大学 81 级的本科生，是我的师兄，我的

于是我就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了法大的研究生，正所谓

校友。他眯着眼睛说，那个时候，昌平校区还在建；他睁大了眼

的香气，结束一天满足的生活。

红的时候如果没带背包，老板会给一个黑色塑料袋，真的是暖哭！

谈的学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看到激励奋进的青年偶像。他

（3·Mi）

们作为文学艺术的传播者，是一团火，照耀在前面，而每天中午

有缘千里来相会。仿佛真的有缘分似的，从复试到开学，每次来

对理工科生来说，恐怕反差最大的是法律生的课堂。从来没

站在食堂门口整齐呐喊和发传单的孩子们，大概就是散开的满天

睛说，那个时候，盼望每天吃上食堂的小炒；他又闪着眼睛说，

北京天气都好得出奇。入住了手表厂宿舍，门口院子中心的毛主

想过，老师可以不用黑板不用书本不用 PPT 也不用上厕所地讲整

星吧。我常想，邀请嘉宾、布置会场再进行宣传也是件不小的工程，

那个时候，海子还给他们办过讲座。最后，他望着我说，毕业后，

席像给这里增添几分庄重。小而精致，这就是我对法大校园最初

整一上午证据规则，也从来没有想过，老师就一个问题可以讲出

是拥有多少的爱，才能乐此不疲地将“我们等你来”的热情毫无

学校里的诗社出过一本诗集，名字叫《那时，我们无歌可唱》。

的印象。去体检，维持秩序的师妹笑得很灿烂，听说我已经是研

N 种不同的观点还完全不分孰对孰错。虽然这个转变的过程有点

保留日复一日地喊出来呢？我亲爱的同学们，将一道道盛宴摆在

究生了，满脸的羡慕，我一边鼓励她肯定将来也没问题的，一边

漫长，但是好在考试从来没有答不出题的情况，很多言之成理自

了我的面前，而我只是张开嘴，就满足的笑出了声呢。

（起）

暗自心里想，这里的同学果然好上进啊，才大二就惦记考研的事情。

圆其说的题目也会给人意外惊喜的分数。这样经过了一个学期，

（1·Do）

我对我的父亲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崇拜，不是因为他长得多高

而事实证明，法大的同学们确实很刻苦。因为当时 9 月份要考司

感觉这世界没有那么绝对了，感觉所有的坏人都有好的一面，所

一转眼，来到法大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深秋的风沙变作了

多有型，而是在一个有着轻微强迫症的女儿面前，他几乎严谨得

法考试，我早早地去学习，却发现 5 点 50 开门的图书馆，早已

有的好人也都有那么一点坏。

无可挑剔。不是死板，而是该严谨的时候就严谨，该多严谨就多

经人满为患。这着实惊到了我，还好任意一个没有课的教室都可

严谨，这也是我对法律的第一印象。小时候，严谨就意味着能把

以自习，不然真的是要羞愧到找个地缝钻下去才好。

我说，这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初夏的杨絮，不变的，是隔三差五的雾霾。但我仍然很喜欢这里，

（1·Do）

甚至不需要理由，从没见过它的时候，到走近它的时候，再到穿

还一定要提的就是法大人已经称颂烂了的“厕所供纸”，不

过它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人都像法大一样，怀着

会的题都做对，能从来不系错衣服扣子，从来不弄丢橡皮。这就

（4·Fa）

能因为一个东西被人们赞美得多了，就吝啬于谈起它的好。法大

一颗赤诚之心希望让别人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更幸福一些。我想感

足够了，我们不能要求事事完美，但能做好的一定要做好。这一点，

法大的课间大多数只有 5 分钟，课程排得很紧凑，却还是留

食堂的工作人员也是我见过态度最好的没有之一，一食堂一楼军

谢法大，感谢你在这里等我来，等了六十五年。在这个万物舒展

一直支撑着我念完高中，大学，做完无数道数学题，组装好无数

出了午休的时间。这在上海可是没有的，上海的大学中午连吃饭

都园早上有会给香菇面加一勺排骨汤的阿姨，中午有盛米饭像耍

的季节，愿你的眉头也舒展，我愿做你膝下的儿女，为你唱歌，

零部件，成为了一个妥妥的理工科女，而我的心中却有一个向往

也一共只有 25 分钟（总之作者的本科院校是这样子的），这让

杂技一样的大叔，每顿饭都充满了欢乐。对面窗口还分大勺小勺

陪伴你，逗你笑。

始终萦绕着。我最开心的获奖，不是奖学金，而是有一年诗歌节

我丢掉了午休的习惯。吃完午饭，我喜欢一个人在校园里闲逛，

的菜量（如果没算错，小勺的价钱约是大勺的 60%，菜量也差不多，

我写的诗在学校里展出获奖，还被一位遛弯儿的阿姨拍下来放在

捧着一杯三块八的大叔奶茶（好奇怪上海流行的是阿姨奶茶，不

总之不是一半），充分考虑了学校小饭量姑娘们多的情况。如果

你听，那标题的的简谱连起来，唱的就是：

了博客里，那是一首写母亲的诗，她说看了很有感触；我在学校

过要 7、8 块）在旧书摊前面徘徊，去军都楼买切好装碗的各色

菜剩的很少不够一份，阿姨们还会按照内心的百分比给你把钱省

4 4|3 1 2|1--||

心理辅导中心做助理，辅助咨询师的同时也倾听有困扰的同学的

水果，再去逗逗校园里的学霸狗，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天气不好

下来，每次打饭都惊叹于她们的算术能力，那真不是盖的。还有

“祝你生日快乐。”

故事；就连在校园里指路的时候，十次也有八次我会忍不住直接

的时候，我会去图书馆一楼阅览室里面最里面的青春文学区看短

一个特别贴心的真的不得不提，那就是去军都楼买女生专用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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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叫法大
罗明轩
你是端升楼的严肃认真，你是逸夫楼的洁白工整，你是环阶排列紧凑的座位与悄然拉进
的同窗情。你是拓荒牛前的欢乐嬉戏，你是夕阳余晖照耀下勾勒出金边的两尊雕像的倩影。
你是礼堂发热的聚光灯打在晚礼服上的绒黄色光影，你是文渊阁包藏的厚重的法律经书，你
是法渊阁高耸楼宇的缝隙间挣扎的一抹粉红，你是主楼九层办公室窗外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
夜景。
你是清真食堂飘香的金黄色脆皮鸡，你是南方风味余温尚存的可口饭菜。你是启运体育
馆中挥洒的汗水与一记记响亮的扣球声，你是操场上激荡的青春，你是砖红色跑道上承载的
轻盈的步伐与绿茵场上记录的一幕幕漂亮的进球。
你是春天怒放的一簇簇纯净的玉兰花，你是夏日聒噪的蝉鸣奏出独特的曲调，你是秋风
吹落银杏叶送来的一地金黄，你是冬季飘雪时分融化在我掌心的洁白。
你是冷冰冰的法条束缚不住的温情，你是师兄师姐对师弟师妹无微不至的关爱，你是三
尺讲台上教授们孜孜不倦的教诲。你是一身橄榄绿的兵哥哥夜训的身影，你是食堂大妈多盛
一勺的善良。
你是法镜映射下的公平正义，你是宪法大道的庄严肃穆，你是婚姻法广场吐露的万花芬
芳。
从北京政法学院到中国政法大学，走过漫漫岁月始终坚守法治。军都山下，蓟门桥内，
是一批批法律人诞生的摇篮。厚德明法，育法治英才；格物致公，承公正理念。
以事实为依据，探求真理；
以法律为准绳，坚守正义；
挥法律之利剑，众志扬法；
持正义之天平，捍卫权益。
你是我此生的小幸运，我以爱之名，判你无期徒刑，在我心中执行。
你的名字叫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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