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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许多场

相遇，或美好，或意外、

或唐突。我很庆幸自己在

大学时光里遇见一群可爱

的女孩，在 2230 寝室里

与你们一起发生的所有故

事，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

邂逅。

相识·相知
人生的每一场相遇，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因为幼专，因为学业，因为缘分，我们走到了一起。

“嗨，我是凯里的，你是哪里人啊？”

“你好，我是贵阳的。”

“我来自黔东南。”

“那么巧，我也是黔东南的，老乡哎！”

“诶！来来来，大家一起边吃边聊嘛！这是我家乡

的特产，大家一起吃，不要客气。”

2015 年 9月 15 日，那天，我们用着自己的家乡流

利的方言讨论家乡的特产，还有关于我们对于大学的憧

憬。那天，我们十个女孩在2230寝室欢声笑语中相识相知。

没有刻意的安排，没有有意的计划。就这样在 2230 寝室

开始我们的大学生活！    

相哭·相笑        

有些记忆久了，可能会像相册里发黄的老照片一

样模糊，但它们永远在那里，每每想起，都是幸福的

画面。

去年的圣诞节，我们2230寝室举办一次小型聚会。

那天，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但不知算不算乐极生悲。

在狂欢后，在欢乐撕破喉咙的歌声中，我们放开早已压

抑许久的自己，发泄自己的情绪。在疯疯闹闹中寻找着

最真的自我。那天的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

就笑了，最后大家紧紧地互相拥抱在一起。

也许至今我们也没有明白，那天的自己为什么会在

狂欢中哭的这么伤心。也许，那一刻，在我们肆无忌惮

地在对方面前释放最真实的自我时，我们已经把彼此当

做了真正的家人。

相惜·相爱
也许你已看尽世态炎凉的冷漠，但依然会心向温暖，

将自己的善意和关怀留给他人。

夏日的阳光格外的灿烂炽热，这种天气下度过周末

最好的方法，便是躺在床上看着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或

电影。这时整个寝室会变成一个无喧哗，寂静的世界。

突然一阵哭声扰乱我们的“兴致”，大家一致把目光投

向了涛涛。

“涛，你怎么啦？”

“没事儿吧？”

“发生什么事儿啊？”

“你先别哭，到底怎么啦？”

涛涛一边抽噎着一边哭着说：“我的‘浪奔’走了，

怎么就走了呢？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它都是好好的，它很

活泼乱跳的。它还和我一起玩呢！怎么会这样？”

看着抽泣的涛涛，我们都没心情继续看自己的电视。

我们给她递纸巾，安抚她的情绪！也许我们不知道怎样

正确安慰一个人，但那时听见她的哭声，那么伤心难过，

不禁地都会觉得心疼。也许这个年纪的我们退化我们的

表达能力。但是对你最好的安慰，莫过于在你身边，默

默的陪伴着你。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寝室有了一种无形

的默契，那就是如果超过十点还有人没有回寝室的话。

我们就会担心起来，然后开始给对方打电话，上 QQ，聊

微信，不停地找到那个人。确保安全之后，我们才会安

安心心的做自己该做的事，安安心心地睡觉。大概我们

早就把对方当做无话不说的姐妹，我们最亲密的家人。

我想无论多少年以后，这个家的所有点滴都将是我

最留念的时光，而那群可爱的姐妹是我在大学时光中收

到最好的礼物。

谢谢我的家——2230 寝室。

谢谢我的家人——2230 各位姐妹！

2015 年的 9 月 15 日下午，我

走进了我的宿舍 515，遇见了一群

“奇葩”——我的室友。我们来自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背景，有

着不同的性格，但从此聚集在这六

个床铺的空间里。

所谓新学期新气象，我们在一

起的第一件事便是召开了 515 宿舍

第一次全体成员大会——给每个人

取了新名字：

室  长——朱丽红，名字带朱，

有“猪”的谐音，我们喊她室长或

老猪；

芳 芳——卢芳，比较安静，

有一首歌的歌词里唱的“村里有一

个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小芳。”之

后我们就喊小芳；

大 花——王清花，个子最高，

腿长，人缘好，性格大咧有气概，

就叫大花。

到我了，碰巧吧！我竟然是其

中最小的姑娘。室友说 :“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小花了。”

龙梅英——英子，她想到电视剧里的《小兵张嘎》

里面的英子，我们喊她英子好听。

说完英子，我发言了 :“我觉得《倩女幽魂》里的

聂小倩可以作为张倩的小名！”张倩马上回应过来，“噢，

对对，我觉得我有做女鬼的潜质，因为我喜欢干净的书

生，你们叫我小倩或倩都可以。” 说完引得会议现场

一片欢声笑语。            

就这样六张陌生的面孔，在短短一天的接触里，便

互融互通，都怀着相见恨晚的心情，好似我们都已是相

处多年的老友。而这浓浓的温情与关怀，始终穿梭于我

们接下来共同生活的三年时光里。

大家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我们六个人，更

是直接将这场戏，变成了一个家。于是，寝室有一个新

的名称——“紫禁城”，当然，我们生活在紫禁城后便

又有了新的称呼。

我们以《还珠格格》里的角色为模板：室长——红

贵妃；小芳——方皇后；大花——爱妃；英子——贵平

妃；我——容嬷嬷；还一个有重要人物，那就是我们的

小倩——皇上。白天我们正常生活玩耍，晚上我们将宫

廷剧肆意地串改和演绎。

外来的同学和朋友走进我们宿舍，都会说同一句话，

“你们寝室真温馨舒服。”对，因为“紫禁城”团结又

温暖。

芳——方皇后，总是很安静的样子，经常呆在宿舍，

窝在床上看小说，有时竟会忘记吃饭。但她唯一不会忘

的是每天早晨喊我们起床。偶尔，她也会和我们在一起

疯癫，修理修理“后宫”，我们宿舍几乎都是她在整理。

皇上——倩，有点懒，所以经常把垃圾从上往下丢，

总是扔不到垃圾桶，芳看到了就会立刻提醒并处理。

英子——贵平妃，是我的老乡，每天总是拿我来开

玩笑，总说给我介绍对象，我们俩算是最亲密的，从来

都是喊我“花姑娘”，总喜欢拍我丑照。

室长“猪姐”——红贵妃，到了冬天，我俩几乎一

起睡，经常一起熬夜追剧。她特别能说会道，总有说不

完的故事，我们都愿意做她最忠实的观众，享受她带给

我们的开心时刻。

除了快乐又奇葩的宿舍文化，我们“紫禁城”作为

一个整体，对外也成了一个“传奇”，尤其在我们班备

受关注。当然这主要因为负面新闻比较多，比如经常我

们总是算着最后一分钟，才跨进教室。很多时候班上开

会，如稍有提前，班长都会说，“等 515 齐了就可以开

始。”记得有一次，那天室长生病，我们一起陪室长输

液很晚才入睡，导致第二天全体起晚了。刚好那天的课

老师说过不准迟到，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丢下重病的她，

室长给班长请假之后，大家一起去照顾她，那种像亲姐

妹一样的感情，真实深刻。

梦里又一度，花落纷纷。张爱玲说过 :“于千万人

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五千万年范范时间岁月里，没

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只是刚好碰到了，这就是

缘！在这小小的屋里，我遇到了一群“奇葩”的姐妹，

是我幸运的。

时间慢慢前跑，我们也跟上了节奏。我们即将要告

别校园，走向社会，去寻找新的归宿，但我们的姐妹情

永远不变！有时候无声胜过千言万语，千言万语中也只

有一句 :珍重！能遇见你们这群“奇葩”姐妹，真好。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我们徒步前行，来来往

往总是避免不了离别，哪怕再多的不舍，终究会说

再见。很久没有点进微信朋友圈，恍然间发现，太

多人都在感叹着秋季的到来，手机里满地金黄的银

杏叶图片，似乎在预示着如约而至的毕业季的到

来——三年的大学时光，就这样匆匆成为了过往的

记忆。从陌生到熟悉，时间刚刚化解了疏离，而我

们却又要开始各奔东西了。

形色各异的我们

十人间的圈子，好像大了，又很小。

我的上铺，那个被称为“老司机”的家伙，离

垃圾桶很近的她，将扔垃圾作为一个练习投篮技术

的日常，如今投进的命中率已达百分之百了。

她的旁边住着“拖神”，因为她早上洗漱总是

很慢，可是她一直觉得她很快，“马上”是她的代

名词，但时间一直是不确定状态。

而我的旁边铺的“宝宝”，每天起床和睡觉总

是很准时，而且非常有毅力，最近觉得自己画画水

平需要提高，于是每天画画便成了她的每日必修。

“瑶瑶”在我心中是个，温柔如水却又有着暴

脾气的小姐姐，总会给人一种风轻云淡的恬静，却

也常带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还有一个会说话的“汤姆猫”，不急不躁，温

暖亲切，在我苦闷、难过的时候，她总能解开我的

心结。

绰号“小鬼”的妹子，说话特别直，总喜欢说“别

惹我这暴脾气，你信不信我弄你。”但好像三年就

过去了，并没有任何行动过。

热衷于运动和减肥的女孩“D”，总是对一切

美好的事物充满渴望和求知，不施粉黛的她总是美

得出众。最近好像被我“圈粉”了，原因是她觉得

我写的字很好看。

寝室的“大姐姐”，笑起来有对小虎牙。三年里，

即便她不开心，也永远以最美的笑容示人。

我一直在向情商很高的 “F”学习，她做事专

心致志，总能学习、娱乐两不误，但我好像并没有

学习成功，三年了，依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

最后是我，她们叫我“大饼”。因为我脸太大，

每一次敷面膜额头总是会少一截。在某一个极度炎

热的下午，老师正在教室里上着课。突然，我唰的

一下站起来，以霸气的步伐走到教室一把将门推开，

瞬间，大风吹起了我的头发和外套，自此，“大哥”

便成了我另一个绰号。

合为一体的我们

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在这三年时光里，陪伴最

多的，是宿舍里有着不同性格的她们。其中有太多

的欢乐喜事，年轻活力的我们，总是不断地给生活

和学习找着各种乐趣。

记得在某一个晚上，忘记源起是什么，正在刷

牙的我，听到了拍戏的字眼，一时兴起，叫上“D”，

一起来演戏吧。喜欢表演的她，加上有点即兴的我，

拍摄现场开始了。

刚开始我俩想剧本，是久别重逢？还是恋人即

将分别？眼睛一对视，剧本还未定，我们就已经忍

不住抱着大笑。

于是“小鬼”以编剧兼导演的身份加入了我们，

让我们演《情深深雨蒙蒙》中的一段，无奈我没有

看过，总是忘词，导演很不满意。而其他室友充当

观众，一边看，一边笑得不亦乐乎。

“宝宝”这时也加入了剧场。由于角色比较多，

我们决定演《小戏骨红楼梦》中林黛玉、贾宝玉初

见那场。

用手机研究台词之后，随着导演一声“action”，

我们开始了表演，我们很满意我们的表演，无奈观

众们都笑做一团。直至现在那些视频都还在手机里，

每每打开重看，当时的欢乐依然历历在目。

时间太快，缘起缘灭，缘浓缘淡。即将毕业的

我们，都有自己要去努力的方向，我们无法让大家

永不分离，那就努力不要遗忘。在毕业前的最后时

间里，我们能做的，便是还在一起的日子里，好好

珍惜这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206 的所有室友们，

无论将来的你们在那里，都请要记住我们在一起的

所有快乐时光，都请记住我永远爱你们，你们将永

远是我一辈子的快乐回忆。

我的家和我的家人们

我
的“
奇
葩”

姐
妹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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