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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过后，很多人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有人因为种种

原因没有达成理想，但是记住：一旦选择了,就要积极的面

对，不要用消极和悲观粉饰内心，因为眼泪浇灌不了一个如

花似锦的青春，唯有汗水才能培育一个无悔的大学。

现在的你年华豆蔻，韶华当值，离开了高考的高压态

势，你会感觉无比的放松，只要不挂科，只要能混到毕业，似

乎一片岁月静好。

但是,一段大学时光不是人生的全部，如果想着养尊处

优，吃喝玩乐，那么四年短暂的象牙塔生活过后，会被狠狠

的甩出来，摔倒在荆棘之中。

如果你好好经营这四年，完成由一个懵懵懂懂的中学

生到一个拥有强大学习能力，与人相处能力，一定处理问题

能力的大学毕业生的转变，那么恭喜你!即便把你丢在荒漠，

你也一定能开垦出属于自己的绿洲。四年的时光，至少决定

未来十年的生活。

所谓经营，首先要清醒一点：对没有自律性的自己说

NO！因为自律的生活是幸福人生的稳定剂，是你达成理想

彼岸的最持久的动力。自律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

决定命运。也许“命”是天定，因为我们选择不了出身，那么

“运”就是靠自律来转变的。

抛弃浑浑噩噩，对自己毫无要求，毫无目标，漫无目的

的状态。从走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做

什么，打算做什么。在宝贵的四年时光里，你就是自己CEO，

为此，你至少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自律生活，养成一个好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未来幸福生活的根本，如果身体不

好，赚一辈子的钱可能一下子都送给医院，生活品质如坠谷底。

早睡早起，晚上 11点前一定睡觉，早晨早起散步或跑

步锻炼身体。早晨是阳气当令的时辰，正所谓“一日之计在

于晨”，此时锻炼身体，会升腾阳气，一天都倍感精神。晚上

阴气当令，人要安静，才滋养身体，安神静气。而夜里 11点

后是人体排毒修养元气的时刻，如果这时候还在活动，那么

慢慢的元气受损，身体将没有精神，干啥都没力气。年轻时

候亏空的元气，中年后会加倍还账！

中医讲究阴阳和五行平和，《易经? 系辞上》：“一阴一阳

之谓道，继之者善也”。尊重身体的规则，才能调整出健康的

身体，只要我们用心坚持，定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二、乐观、坚强、友善、圆融，修养一个好性格

大学是集体宿舍，要和大家和睦相处。但是只要有人在

的地方就会有分歧甚至矛盾，因为人无完人，大家都兼具个

性，我们允许个性，但不要任性。

圆融友善，乐观坚强，多看别人的优点，善于学习别人

的长处，坚持自己的个性，能学会放低自己，融入集体，深深

海底行。但是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卑不亢，不忘初心和

理想，高高山顶立。

不要做精神洁癖，看谁都不顺眼，如果总是看到别人的

毛病，那么有毛病的一定是自己。学会包容，容者乃大，不盲

从，但是要宽容！

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与人

之间是影响的关系，远离负能量的人，对于垃圾言语，垃圾

行为要敬而远之，因为这样的人会带给你丑陋和阴郁。和积

极乐观阳光的人一起，阳光的交汇会让你感受生活的美好！

三、顺利圆满完成学业
自己的专业，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争取拿奖学金，如果

拿不到，至少不能挂科，要顺利毕业。

天道酬勤，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在高考过后的时间里，

智商对一个人的影响将越来越小，起决定性因素的是谁付

出的多，谁坚持的多。140的智商只看一个晚上的书，定是抵

不过 100的智商看三个月的书。不要迷信学霸，越努力越幸

运———这句话是真理，不信你自己试试！

你若花开，清风自来！关键是你要用汗水去培育自己的人

生之花！你的汗水是老天爷、你的父母都不能代替你去流淌的！

四、考完该考的证，拿到该有的荣誉

1、计算机等级证（至少二级）；

2、英语四六级（至少四级）；

3、专业类证；

4、积极入党。

这些是为你将来工作必须具备的敲门砖和垫脚石，因为

有些高大上的招考，都设置

这样的门槛，没有，机会再

好你也抓不住！

敢于竞争，挑战自我，

放下羞涩。勇敢争取不是不

要脸，而是积极努力的态

度，就像中国积极加入

WTO，当时那些老牌资本

主义觉得中国人很不要脸，

事实上我们的努力却让国

家更加强大，懂了吗？

五、锻炼自己，让大学四年交足成长的“学费”

1、争当班干部，大量事实证明班干部在今后的工作和

生活中都更加成功；

2、参加 1个品质高的社团（如学生会、自律会等）；

3、其他学校官方组织的活动。

参加这些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锻炼自己以下能力：

1、与人交流的能力，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能让人

信服你。

2、及时办好自己的该办的事。JUST IN TIME,做事不拖

拉，果断，面对问题不畏难，敢于走出自己内心的舒适区，培

养自己不擅长的能力。

3、勇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别怕站在众人面前丢人，因

为你的勇敢已经是进步。

4、做一个有礼貌的厚道人。在同学面前热情，在师长面

前谦卑，有礼貌，《太公六韬》曰：“礼者，理之粉泽。”《论语》

曰：“不学礼，无以立。”一个礼貌的人，运气终不会太差。而且

记住：吃点小亏没什么，吃亏是福！

5、学会自己面对、分析、处理问题。积极的面对，冷静、

理智的分析，有条不紊的处理。每当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问

题而苦思冥想时，恰恰是你成长的时候。

在大学四年里，交足这些成长的“学费”，四年后的你必

然元气满满，秀外慧中，不会在未来被内心的营养不良折磨

得狼狈不堪。

六、保护好自己

每一个在大学中的男孩女孩都要有强烈的安全意识！

不要沾染和尝试一些社会的不好风气和事物，有些事情一

旦涉足，将如堕泥潭，如鱼遭网，身心都会陷入其中，难以自

拔。提高警惕，远离是最好的保护，诸如黄、赌、毒等。

七、若遇有缘人，可以谈恋爱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到你身边———

这叫“吸引力法则”！

爱情就很符合这条原则。无论男孩女孩如果想获得一

份钻石般的爱情，那么他（她）内心应该像钻石般高贵。如果

一个女孩遇到一个渣男，多半是因为她自己内心深处杂草

丛生。反之，男孩子也是一样，娶一个好女人影响三代，如果

想将来有幸福的爱情和家庭生活，无论男孩女孩都请珍视

自己的感情。玩弄情感，必被反噬！

不虚荣，不攀比，本本分分，你自然吸引脚踏实地的异

性；花枝招展，轻佻虚荣，渣女配渣男，一点不冤枉。

一个好的男孩女孩，他（她）首先热爱生活，身体健康，孝

敬父母，充满爱心，而且和你性情相投，家庭不能说门当户

对，也得差不多。因为三观相对，才能面对漫长的下半生，你

们要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下半程，一同见证，一起承受，一起

成长……以后的以后，很多很多的事情。否则中途分道扬镳

的结局都会伤害彼此，仿佛折断幸福的翅膀一般痛楚！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要珍视自己的身体，不要轻易尝试，

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一次的放纵可能带来半生的痛苦。

爱一个人，更多的是内心的相伴和灵魂的成长，这种理解和默

契在日月岁深中蜿蜒生动，滋润生和活，哀与愁，病或痛。

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大学生，爱你的人或你爱的人一

定是阳光向上，和你一起上自习，在阳光下奔跑，在努力拼

搏的路上一起加油鼓劲的伙伴和朋友！

如果你的身边没有追你的男孩，或者没有让你心动的

女孩，都没有关系，谁说大学四年一定谈恋爱了？你的真命

天子（真命王后）必须是适合你的，配得上你的！绝对不要和

不值得的人谈一场无稽之恋，浪费的时光和消耗掉的热情

会影响你下半生的幸福！

爱情，宁缺毋滥！

八、树立目标，逐步落实
1、大一大二主要是完成基础的打造，能考的证要考，党

要积极的入，社团要积极的参加；在一点一滴的学习和思考

中提升自己。

一定要纠正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觉得时代发展快，学

到的知识到社会上也用不上，不如上课睡睡觉，玩玩手机，

得过且过，不挂科就行。这是一种很流行也可怕的思想和现

象。事实是：也许现在学到的知识不一定都能在将来中运

用，但是恰恰是你学习这些看似“无用”的知识的过程却是

无比的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是锻造自己思维和学习能力

的黄金时期，你将在这雕琢和磨练中成才成器，并具备在将

来的时代洪流中永远前行的力量和能力。

而在学生会或社团一天天的平凡繁琐中，你将学会俯下

身子，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今天扫一屋，明天方可理天下！容

易的事情认真做，简单的事情，坚持做，日积月累，在细碎的

平凡中，积淀着你的生活经历，丰盈着一段充实的大学生活。

2、大三大四，要为自己迈出校门做准备。清楚的定位自

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进企业工作、考公务员、当老师、还是

考研，然后朝着认定的方向，去收集信息，制定一个适合自己

的计划，脚踏实地，笃定的，虔诚的，朝着理想的目标迈进！

不要怕理想的遥远，日日行不怕千万里！不要怕事情繁

琐，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人生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从大学开始，你要成长；

别怕挫折，因为挫折了才能生智慧；

别怕失败，因为失败后总结经验才能有下次的成功；

别怕欺骗，因为欺骗了才能学会识人度事。

记住，你不负时光，时光终不负你，你若负了时光，无人

代受其中的遗憾和代价！

勇敢面对自己的人生！倾倒出去所有的犹豫和彷徨，做

一个有智慧有修养的少年。内心的丰盈，才能拥有一段无憾

的大学生活！ （作者为文法学院教师）

改革兴华夏开放荡春风
□ 王爽

那年春天，阳光很暖，微风不燥，一间普通的

教室里，历史老师正生动地讲述着有关改革开放

的故事，她说“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

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圆圈，随后神话般地崛起座

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回首风云四十载，中国人民漫漫求索，始终以勤劳勇

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顽强拼搏，以饱满的热情谱写新时

代的篇章。如今，中华大地上百花齐放，万象更新，呈现出一

片祥和景象，中国再一次以强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世界

的奇迹，“神舟飞船”的相继发射、超级杂交水稻的问世、成

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建成当今世界最大的三峡大坝、成功自

制航母、发射北斗卫星……

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改革以来，我

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实现我国国际地位

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摆脱了贫

穷与落后，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在了世

界的最前沿。

科技强则国强，国则昌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无数项重大科技成果，甚至

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今墨子“传信”、神舟

飞天、“天眼”探空、北斗织网这些前所未有的科技成果，已

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谈论之余，无人不对祖国

取得的伟大成就称赞连连，拍手叫好。不仅如此，随着改革

步伐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更是有了很大的进步。脑海

中总浮现着这么一幕:火车站台外，爷爷牵着奶奶的手，缓慢

地向前走着，指着飞速行驶着的“和谐号”高铁对奶奶说：

“这铁疙瘩，第一次见，跑得真快呀！咱们找机会也坐一回”。

以往爷爷奶奶都是在电视上看到高铁，听解说员解说高铁

的进步史，所以只是知道它的速度很快，当今天第一次看见

真正的高铁时，依然很惊讶于它的速度，可能在爷爷奶奶的

记忆里，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还只是古老的绿皮火车吧！于

是我感叹甚至震撼，当今科技进步的飞速。中国高铁的发展

已从“追跑”的角色进入到“领跑”的角色。

从过去到现在，交通提供的便利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

能让相聚千里的亲人，只需要睡一觉的时间，一睁开眼，就

可以看到彼此了。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初有这样便捷的交

通，我也许能见到太奶奶的最后一面，又怎能我还在回家路

上，而太奶奶已在天上；如果当初有这样便捷的交通，那爸

爸也不至于寒冬腊月里，冒着风雪，徒步去县城给我送被

子，又怎能，受了风寒，卧床数日。

科技进步大到航天领域，小到手机电脑的更新换代。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网购早已成为了一种潮流，支付宝推行

使用的速度很惊人，共享单车的出现更是大大的方便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出行……

少年智则国智，国则兴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教育发

展方面大步向前，不仅完成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过

渡，更是普及了义务教育，扫除了青年文盲的状况，还以应

试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知识型人才。

我国将教育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通过逐年增加教育

资金，使教学条件不断改善，教学资源不断丰富。我是一个

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孩子，2004年，我上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的桌椅板凳全是木制的，有的只能是将就使用。冬天

的时候特别寒冷，我们唯一的取暖工具就是教室中间的炉

子，同学们轮流围炉取暖。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课外书，没有

查阅资料的工具，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就是老师的介绍与

讲解；没有篮球场、足球场，我们唯一的活动场所就是我们

的土操场，每当刮风时，灰土满天飞，下雨时，坑坑洼洼，踮

着脚尖走……2007年，我去城里上学，那一年，赶上学校安

装多媒体，这是新的教学设备，连老师们都觉着这个设备很

新奇，有了多媒体，老师们上课方便多了。我们班级里就有

图书一角，随时可以看课外书、找资料，我们的操场，也不再

是土操场，已经修成了塑胶跑道，看着很气派。仅仅三年时

间，不仅教育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最新的教学设备在各所

学校也普及了。

国家对于贫困地区制定的专项计划更是使千万家境贫

寒的学子有学上、能圆梦。如今中国的教育依旧在不断改

革，努力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过渡。近年来，政府也是加

大力度发展农村基层教育，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师资力

量，总体的教育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去年，作为志愿者前往河北省某村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时，我们发现，村子里的孩子们思想很活跃，和几年前的小学

生完全不一样。他们对于课外知识的了解很丰富，对于自己

不了解的事物，也有很多新奇的想法，总是追着我们，打破砂

锅问到底。他们很善于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而不是藏在

心里，在我们组织的“感恩”为主题的课程上，他们纷纷表达

自己对父母的爱，大声说出“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可能

他们的父母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会浑身不自在，但是，对于

孩子而言，这是他们心底最真实的表达。他们看见老师了也

不是偷偷的躲起来，而是争着抢着和老师打招呼。孩子们无

论是在性格、品德、上进心、求知欲等方面，都完全打破了传

统观念里小学生的形象。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地，必须

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加快教育现代化，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普及高中教育，努力向素质教育发

展，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经济富则国富，国则繁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民经济

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

长，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从那个吃不

好、穿不暖、交通不便的年代，到今天吃得好，穿得

暖，手机电脑普及家家户户，人民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

记得小时候，每逢过节，才能吃上一顿饺子，饭桌上，一

块肉总是被夹来夹去，每当过年的时候，才能穿新衣服；而今

天，下馆子吃饭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天穿新

衣服也不足为奇了。那时候农村孩子的家庭条件一般都比较

贫穷，看见城里孩子吃冰激凌，馋得直流口水；方便面更是舍

不得吃一包，买一包面，能吃好几天，一次只吃一小捏；看见

他们玩手柄游戏机，羡慕得暗自发誓，"等我长大挣钱，第一

件事就是买游戏机 "。而今天，超市里冰激凌和方便面的种类

各式各样，随便选择，当年的那款游戏机似乎也已经过时了，

现在不管是城里的孩子，还是村里的孩子，他们都在电脑上

打游戏了。不仅如此，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也大大改善，不仅城

市居民住着高楼大厦，农村的住房建设也毫不逊色，近年来，

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百姓们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从当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贸经济主流，到

今天的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

之路，几十年的时间里，经济在稳步向前发展，成为世界

GDP十万亿俱乐部的成员。除此之外我国养老制度、医疗保

险制度、扶贫制度等都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农村人能够花少

钱去看病，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提高，家庭困难的孩子可

以接收到国家的补助上学，退休老人的生活也能得到保障。

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种种变化，让身为炎黄子孙的

我无时无刻不为这个日益强大的家感到自豪。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进入新时代，我们依旧要坚持通过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我们作为新时

代的年轻人，身上都承担着兴家、兴民、兴国的责任，就让我

们带着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携手并肩，一同创造出下一个辉

煌的四十年吧！

（作者为化学工程学院学生）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四十年的光辉路程。四十年，对于历史长河只

是弹指一挥间，然后对于我们这样从贫穷落

后一步步走向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

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永远铭记的过程。

1978年，我党成功的召开了十一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

思想，把工作重心放到发展经济上来这一重

要决策，好似一声春雷唤醒沉睡的大地，似暖

流洒向人民心中。这一改革开放举措的实施，

得民心，顺民意，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创造性和向心力及凝聚力。实践证明，

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人民的领路人、贴心人。

我是一名退休职工，今年六十多岁了。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也是自己亲身见证和

经历的过程。特别是自己耳闻目睹了全国日

新月异的变化和我家乡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我的家乡昌黎，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座小城。

古老的源影寺塔记录它沧桑的以往，美丽的

碣石山高耸，俯瞰着这座小城的成长。忆往

昔，峥嵘岁月，看今朝，旧貌换新颜。改革开放

四十年给这城市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经济发

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勤劳善良的家乡人民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现了

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看，以往的护城市边的“国防路”变成宽广的

碣阳大街，新铺就的学院路延伸到北外环交

通和出行更加便捷，北戴河机场坐落在昌黎，

日夜迎接着四海宾客。葡萄美酒香飘海外、皮

毛制品销售到海外。随着基础建设的投入，一

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商品楼、办公楼正是麟比栉此，

商场超市货色品种丰富齐全，令人目不暇接。随着一座座

住宅楼的竣工，人们告别老旧的民居搬进了新居。随着城

市的开拓进展，城市格局也有了大的改观。如今的农民有

了党的好政策的扶植和支持，生产结构得到合理的分配

和调整，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比城里人的生活水准毫不逊

色。在不经意间，我的家乡随着时代的变革走入了小康社

会。随着城市管理的深入发展，一座座美丽的家园和休闲

场地也相继落成，走进刚刚整修过的东山公园，文化和体

育活动丰富多彩，既锻炼了身体，又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

展。

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功勋卓著。事实胜于雄辩，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策

是最科学最正确的。这正是“四十年风雨春秋，四十年风

雨同舟，四十年硕果累累，四十年天佑神州。

（作者为我校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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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绍
平

朱洪亮摄

大学四年打造什么样的自己成就你真实的未来
□ 李洪洋

朱洪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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