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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圆满的一笔才是终极意义
骑行台湾 沿途人情温暖是最好的风景
李同学和室友组团 耗时两周 人均消费 6000 元左右

❸
❶吴同学带着爸妈去了美丽的杭州。
❷李同学表示骑行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❸吴同学将行程安排得张弛有度，
闲适得当。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聚焦

三段毕业旅行 诠释成长的不同定义
旅行逐渐成为如今大学生们的毕业纪念“标配”。不同于过去一些集体短途旅
行，如今的“95 后”大学生有着更多样的选择。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毕业旅行，对他
们来说，这是一次静谧的修行，也是一段自我成长的见证。旅行也因此镌刻下细腻
的心思和温暖的故事。这里的三段毕业旅行，诠释出成长的不同定义。

徒步尼泊尔 五百山水三千佛唱
叶同学一人出发 耗时五天 共花费 6000 元左右
叶同学是上海理工大学环境
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
现
在也是某广告公司的创始人。对
于毕业旅行，
他这样理解的：
“每次
旅行我都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孤
独荒凉的环境，
静静地去听自己内
心的声音。于我而言，
旅行的意义
是挑战自己，
是努力地理解这个世
界、
是和新朋友的相遇又道别。我
们渴望旅行，
本质上是渴望改变，
毕竟每个人只活一次。
”
叶同学抵达尼泊尔以后，就
开始了为期五天的徒步旅行。第
一天，
一个人出发，
却不小心迷失
在大山里。
“ 不过还好，很幸运地
遇上两个背夫，他们指引我爬过
这段塌方路便是通往乔姆龙的台
阶。放下背包，尝试了一下他们
背负的重量。第一下没起来，60
公斤左右。那天我发现很多人和
人之间的竞争显得没有意义，人
和大自然的竞争和自身的竞争反
而更能激发潜力”
。
徒步第二天，在睡袋中睁开
眼 ，窗 外 是 想 念 了 很 久 的 雪 山 。

清晨便开始下起了雨，后面的日
子便没有停过。他本着做事先难
后易的原则，
暴雨中拼了 10 小时
到 脊 顶 村 ，想 着 登 顶 可 以 轻 松
些。其间，
花费 200 尼币用了一次
无线网，给家人发了张晚餐的照
片。
“总有一段旅程需要自己历
练，总有一些事情需要自己去顿
悟，但家人永远是背后的依靠。”
叶同学感慨道。
自己把握着登顶的节奏，在
每个朝圣的地方驻足片刻，堆了
很多玛尼堆，
为所有人祈福，
是徒
步第三天的记忆。叶同学在鱼尾
峰大本营喝了口热茶，开始冲击
安纳普尔纳大本营环线，两个小
时，一口气。
“ 之后在客厅里和来
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们聊了一夜
旅行的意义。我们是一群不同肤
色的人，
去过不同的地方旅行，
遇
见过不同的人，但是我们都在寻
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
徒步第四天，叶同学是凌晨
四点出门，等待安娜普尔纳的日
出，
一座雪山，
十万边疆。叶同学

满怀感恩地说：
“那些天一直下着
暴雨，
爬过了 N 次塌方之后遇到了
第 一 处 泥 石 流 ，试 了 第 一 脚 ，到
腰。趟过去之后发现有狗的叫
声，发现是在多万遇见的那条小
狗，安全到达竹林之后我才听当
地人说这条小狗一直在两地之间
引导独自前来徒步的旅客。
”
徒步到了第五天。叶同学在
国内的时候曾带着几个问题出
发，如今想要想清楚。因此叶同
学带上灵魂一起出发：
“当我真正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发现思考其
实也是一种负担。当我想通的那
一刻，
我爱迎面吹来的风和雨，
胜
过我爱贫穷和思考。在路上的一
点一滴中，
觉醒着内心的力量。
”
叶同学说，毕业旅行让行走
在路上的旅程更加充满思考的力
量。人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自己该
要什么，因为人只活一次。一切
都是马上经历，
仅此一次，
不能准
备。两端是死亡，
过程才是生命，
所以我们要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每
一天的新生活中。

李同学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
学，
主修能源与动力专业的他是个
地道的工科生。都说工科生呆萌
木讷，
但李同学却在毕业之际做了
一件浪漫十足的事情——前往台
湾，
完成环岛骑行。
“去台湾旅游是
心之所向，
选择骑行是想好好锻炼
自己的意志力，
想用这种特别的方
式纪念大学生活，
也为未来的生活
囤点精神食粮。
”
李同学说这次毕
业旅行是自己最文艺之举。
出发时的心情总是充满激
动，
“ 我和室友是 6 月 2 日早上八
点出发的，
一开始航程比较顺利，
但由于台北当时天气不好无法着
陆，
飞机先是在台北上空盘旋，
之
后就降落在浙江温州机场。
”
虽然
经过一番折腾，但也算是安全着
陆，
也没有影响旅行的心情，
“到
了台北已经是晚上，还一直下着
大雨，之前联系的民宿主人还打
电 话 给 我 们 ，担 心 我 们 找 不 到
路。到了民宿后，屋子内整整齐
齐的布局以及主人热情的招待让
我们很快洗去了路上的疲惫”
。
第二天早上，没有下雨也没
有刺眼的太阳，远处的云层有些
淡薄，
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
“路
上有很多人都给予我们帮助，反
复提醒我们过路口要小心之类的
话，
到了单车店，
老板娘很热情地
跟我们确认好每一件东西，耐心
地教我们如何使用，还给我们推
荐了很多各地的小吃。
”
带着满满

的祝福和温暖，李同学开始了骑
行之旅。
李同学骑行的路上，又遇到
了一场暴雨，大雨中的台湾别有
一番风味。途中遇见两个骑友，
一个来自北京，
一个来自广州，
在
同一场大雨中继续前行，任雨水
打在身上每个角落，眼睛也睁不
开，只能眯着眼睛看看前方的道
路。也许旅行中，每个人都容易
敞开心扉，在同一个目的地分享
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故事。随着夜
色渐晚，
又要前往下一个民宿点，
此时鞋子里真的能倒出水来。
“问路的时候，
有一位大叔硬
是塞给我们两瓶饮料，还帮我们
收拾车上的垃圾。”
至今想来，
李
同学还是很感动：
“当时虽然问了
很多路，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民宿
的地方，屋主赶紧跑来接我们两
个，
还准备了自己酿制的酒，
吃着
水果谈天说地，很是惬意。屋主
还特地开车带我们买鞋子，一路
上慢慢逛，
吃得饱饱的。
”
这段毕业旅行一共花费了两
周的时间，骑行路上的天气时有
变化，但自身对于前行的目标也
更加明确，一路上的叮咛和忠告
让心里满满的。李同学说，骑行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选择一
个对的时间，
去不一样的地方，
感
受一路上的风土人情，收获满满
的温暖，也许这就是毕业旅行的
意义。

杭州之旅 和家人一起到哪里都是幸福
吴同学和父母出游 耗时四天 共花费 5000 元左右
“毕业旅行，
我想带着爸爸妈
妈一起去周边城市转一转。
”
吴同
学毕业于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专
业，
毕业旅行选择了美丽的杭州。
说起和家人一起完成毕业旅
行，
吴同学骄傲地说道：
“ 这次旅
行完全是由我来安排的，经费也
都由我出。”
本科四年，
回老家的
机会不多，陪在父母身边的日子
少之又少，
趁着毕业旅行，
用平时
攒下的钱带着父母出来逛逛，既
是旅行也是一次团聚。
“我们是 6 月 16 日从长沙南
站出发的，到杭州已经是下午四
点左右，
回宾馆收拾完行李，
就简
单地在南山路附近吃了晚餐，之
后在艺术休闲特色街逛了逛。
”
吴
同学对这次旅行的细节记忆犹
新，
“南山路那边有很多中式和欧
式杂陈的建筑，中国美院也定址
于此，
吸引了众多酒吧、
青旅、
茶
楼和博物馆纷纷落地。所以这条
街集艺术和休闲于一身，有着独
特的文艺气息。做攻略的时候仔
细看了下一些建筑的历史，逛街
的时候就可以跟父母一一介绍”
。
正式旅行从次日开始。一家
人从断桥开始，
穿过白堤，
到达风
景如画的孤山，
点上一杯热茶，
贪
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出了孤
山不远处便是曲院风荷。午餐过
后首先游览苏堤，然后在花港观
鱼赏景，
最后去了茅家埠景区，
一

边漫步于乡间小路，一边寻找美
食。吴同学将行程安排得张弛有
度，
闲适得当的行走间，
只想和父
母一起度过一段休闲懒散的假
期。
第二天的行程更加丰富些。
上午先去了西湖十景之一柳浪闻
莺，接着去传说中镇压过白蛇的
雷峰塔，下午步行到花港码头乘
船，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三潭印月
游玩。随后到吴山广场看看最引
人瞩目的城隍阁，晚上则是去河
坊街看夜景吃美食。
“印象最深刻
的肯定是船游西湖了，虽然是夏
初，但坐在船上已经能感受到些
许闷热，阵阵微风也夹杂着湿热
的分子。但坐在船上，两边是水
波潋滟，远处是青黛含翠。景色
之美自然不用多说，一条船上一
家人，
漫无目的地聊聊天，
慢悠悠
地度过闲散的午后时光，这让我
感觉很幸福。最后一天的旅程也
同样愉快而难忘”。吴同学甜蜜
地回忆道。
在吴同学看来，带着父母去
旅行以纪念自己的毕业，除了想
跟他们一起走走逛逛，还有一个
目的就是希望父母能看到自己已
经长大。
“我感觉到父母对我的安
排挺满意的，也很享受我和他们
分享的知识和小故事。即使没有
去很远的地方，但是和最爱的人
一起，
就是最有意义的旅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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