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圆无暇留恋 只为明日梦圆
倒计时下的考研一族，中秋佳节依然在为梦想而拼

中秋月圆日，距离
2 0 2 2年考研只剩下 9 4
天。在济南南部山区考
研山庄，上千名年轻人
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
当夜，一轮皓月升起，惊
艳无比。但是，这里的逐
梦者既然放弃了与家人
的团圆，也就无心留恋
那皎洁的明月。吃上几
块月饼后，或去状元楼，
或去巾帼楼，继续他们
的逐梦之旅。

备考学子们都在认真地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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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甘心，他再战考研

和全国绝大多数考研党不同，
这座群山环绕下的状元楼和巾帼
楼里，有九成多是二战、三战、四
战，乃至辞掉工作的考研人。相比
应届生备考时的不顾一切，他们还
要克服时常袭来的孤独、煎熬，以
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

无论是再战，还是辞掉工作备
考，说白了是不甘心，是不想将就
过余生。对未来的憧憬，让他们选
择再冲刺一把。

这个中秋节，小吴没有回家。
为了潜心备考，他在6月份辞

掉了在成都的摄像工作，并于8天
前来到高联考研山庄，进行百日冲
刺。

看着走廊里的考研倒计时，小
吴倒吸一口凉气，内心里的焦灼感
又一次袭来。为了屏蔽这种负面情
绪，他开始和自个儿“死磕”：要么
在自习室背书，要么在教室里上
课。

从四川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毕业后，小吴曾考过一次研
究生，但因为复习时马马虎虎，紧
要关头让自己栽了跟头。一年的摄
像工作，让他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但学历这道坎成为他无法逾越的
鸿沟。

“谁不想在一个更好的层面上
工作？”小吴心里常常想：学历就是
敲门砖，等以后有了更好的平台，
接触的朋友层次都会有很大帮助，
未来能更上一个台阶。

想法虽好，但一战失利，让小
吴压力陡增。

父母劝儿子：现在出去挣钱是
好，可将来苦的是自己。反复斟酌
思考了一个月，小吴最终决定“破
釜沉舟”一次。

相比同寝室的研友，23岁的小
吴已经一年没接触文化课了，心里
的落差感可想而知。但一想到考研
成绩出来的两种结果，他就不想给
自己从头再来一次的机会，“要玩
真的了”。

内心深处，小吴很喜欢成都这
座城，他想在此崭露头角。虽说考
研并非来自行业内的压力，但他还
是希望去一个更高的平台发展，

“但愿还有别的职业可以规划，比
如导演，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做摄
像。”

按照小吴的规划，他要报考成
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如果一
切顺利，自己还想在成都安个家。

“因为是家里的独生子，等混得差
不多了，就把父母接过去同住。”

一想到可能出现的好结果，小
吴的嘴角就忍不住上扬。

压力还是会不时袭来

和天不亮就排队争抢自习位
的场景不同，考研山庄里的年轻人
有固定位置。透过自习室里的一大
扇玻璃窗，还能清晰可见远处的云
雾缭绕、巍峨群山，学习环境更为
舒适自在。

即便如此，他们周遭还是有各
种暗示着梦想的符号：考研楼上的
状元帽、教室里的励志海报、电梯
间的倒计时、日历上的今日目
标……

在这种氛围的浸润下，小涛已
经连续冲刺了半年多，虽然会被不
时袭来的压力干扰，但他已经找到
了解决这种糟糕心绪的办法：更疯
狂投入到新一轮学习中。

2019年大学毕业后，小涛在一

家教培机构工作了两年。因为这份
工作，他接触了很多成功上岸的公
务员，公职体系里勇于在基层奉献
自己的年轻人，给了他很大触动：
我也不想平平淡淡过完这一生。

有了这个想法，毕业于山东建
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小涛，决定
跨考山东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专业。未来，他想进入公职单位，
或者考去大学当老师。

作出考研这个决定，意味着小
涛重新回归了学生身份。虽说23岁
年纪不大，但完全辞职备考，对他
来说仍有很大压力。

“同学们大都有了稳定工作，
还有一部分创业成功了，当年考研
的也快毕业了。”相比同龄人，小涛
感觉自己慢了一大步。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同学准
备结婚，让小涛感觉圈内的人离自
己越来越遥远。上班时的工资，现
在也花得差不多了，还要时常靠家
里接济，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更为重要的是，小涛怕自己考
不上。

“原先的工作还可以，工资也
不低，我还挺喜欢。辞职后如果没
考上，相当于又浪费了一年。”说到
这里，小涛有些惆怅，“明年作何选
择，压力会更大。”

在这种压力之下，小涛刚辞职
时学得很猛，但中间有一阵儿完全
学不进去。“身边很多事情不可能
一点都不参与，但一参与就完全静
不下心来学习，这对整个备考状态
是非常有影响的。”

小涛说，对于家里的生意、
朋友的婚事，一和他们聊起来，
心里会更浮躁，每次都得带着负
罪感回去学习。而且在中后期的
复习备考中，背诵和理解的反复
忘掉，让小涛的心态一度很崩，
学得很疲惫。

这种状态之下，小涛经常熬
夜，一般情况下学到凌晨两点左
右，最早也得在夜里12点回宿舍。
实在撑不下去了，他就狂睡，睡饱
了再开始新一轮的背诵和做题。

我要为自己努力

在巾帼楼7楼，设有一间摆放
着诸多书籍的咖啡屋，是研友们难
得放松的场所，也是小群和朋友们
谈心的落脚地。

来考研山庄之前，小群印象中
的考研应该是苦哈哈的样子，至少
没什么娱乐活动，大家都一心扑在
学习上。就连师哥师姐也说，要把

手机换成老年机。但来到这里之
后，依山傍水的环境反而让她心思
更沉了。

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
的小群，一战失利后，准备再战考
法律硕士。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
律师或检察官。

“虽说这边出行不方便，但该
有的都会有，比方说健身房和心理
疏导室。”小群透露，学习上，她最
重视的是每周检测。为了不让自己
出现尴尬局面，检测之前她会铆足
劲儿学习，每天就想着完成任务，
不给自己留退路。

同宿舍四个姐妹，虽然来自不
同地区，但大家有不少共同话题。
小群预想中可能会出现的矛盾冲
突，现实中都没有发生，“可能大家
都觉得时间太短了，相互间也挺包
容的，所以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
情。”

每天6点半起床复习，夜里11
点左右回宿舍，一天学习十几个小
时，是小群和舍友们的常态。为了
备战考研，半年来几乎没回过家，
两周一次的公休就成了姑娘们最
期待的事：有时被集体拉去商场逛
街，有时会组队上山徒步。

看上去乐观活泼的小群，在谈
及二战考研时，不由得长舒一口
气。

“我的压力来自对未来的不确
定，还有同学之间的压力。”小群
说，有同学已经拿到了第一份工
资，有的成为研究生，有的成为公
务员，而自己却仍在原地，这是她
内心深处的一道坎。

虽然会有焦虑，却只能往前
走。

“我要为自己努力，我想在年
轻的时候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
的经历。”对小群来说，更重要的原
因是，她想让爸爸妈妈过得更好。

深夜里，谁还亮着灯

群山被黑暗吞噬，只剩下远处
的点点灯光。夜深了，巾帼楼和状
元楼依旧灯火通明。

在这个承载着上千人梦想的
考研山庄，即便迎来了象征着团聚
的中秋月圆，更多的年轻人还是选
择留在这里，继续备考。因为在他
们心里，短暂的别离，是为了未来
更好的相聚。

给家里打电话报完平安，小天
站在状元楼前徘徊良久。抽了指尖
的第一支烟后，他看向漆黑的远方，
忍不住从裤袋里掏出了第二支。

最早，小天通过专升本，从济
南职业学院会计专业，考入了山东
财经大学燕山学院的市场营销专
业。

“从小到大，我对自己的认知
是一个不错的倾听者，我希望通过
聊天的方式帮助到别人。”了解到
心理学专业之后，小天发现生活中
很多事情都与其息息相关，因此在
第一年考西南大学失利后，他决定
二战跨专业考四川师范大学。

掐灭手中的烟头，小天坦言心
里还是有些忐忑。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
即便考上了，未来会怎样也很迷
茫。”小天告诉记者，无论是考研、
工作，还是结婚、生子，身边的同龄
人大都在按照自己预设的轨迹前
行，但自己依然在备战考研，心里
难免会有落差。

但小天有时也会安慰自己，其
实大家都是在为生活努力，只是努
力的方向不同而已。自己努力的是
学业上的成就，至于事业和生活上
的成功，他们经历过的，自己以后
也会经历。

随着考研的临近，小天的烟瘾
也越来越大了。对他来说，抽烟意
味着释放压力，而他的压力更多来
自年迈的父母。

“从高中专升本，一直到今天
二战考研，父母一直都给我很大帮
助，我能为他们做得却很少很少。”
小天坦言，自己始终有一种愧疚
感，不想辜负家里人。

因为这种愧疚，小天一天到晚
马不停蹄往前走。区别于其他同
学，他最大的优势是信念，“只要能
考上，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样的艰
难困苦我都能解决。”

当然，和很多再战的研友一
样，小天也遭遇了发小、同学的不
理解，但他不在乎：朋友们的不理
解不会影响到我，真正静下心来我
只会想一件事情。

望着眼前的蒙蒙雨，小天告诉
记者：“如果准备充分，在90天以后
踏上考场之时，我是非常激动的。等
到了那一天，我会像一名战士，比拼
的就是手里的武器。我在期盼那一
天的到来，而不是越来越紧张。”

为了斩断时常袭来的疲惫，小
天时常鞭笞自己，他自称有种背水
一战的感觉。对他来说，这时拼尽
全力，都是为了之后的如愿以偿。
小天没想过坏的结果，只想过最好
的结果：未来能用专业知识帮助更
多人，能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而
不是画大饼的事情。

▲夜已深，仍有人不肯

离开自习室。

▲备考学子的桌上放满

了书籍和习题集。

▲备考学子的桌上放着

倒计时牌，时刻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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