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DFPDFPDFPDF 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    ––––    未注册未注册未注册未注册    

请注册请注册请注册请注册 PDFPDFPDFPDF 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    

    

    

    

    

    

    

PDFPDFPDFPDF 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    ––––    未注册未注册未注册未注册    

请注册请注册请注册请注册 PDFPDFPDFPDF 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    

    

    

    

    

    

    

    

    

PDFPDFPDFPDF 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    ––––    未注册未注册未注册未注册    

请注册请注册请注册请注册 PDFPDFPDFPDF 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合并器    

    



高分子助剂 因为年轻 所以未觉

-27-

《羊皮卷全书》所辑录的 11 本书的作者

都是近 200 年来美国各个行业中的成功人

士，他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循循善诱地向世人告知成功的秘密以及由之所带来的幸福生活的意

义。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做人处事的原则却是亘古不变的。心灵的纯净会带来纯

净的生活和纯净的身体。同样，肮脏的心灵会带来肮脏的生活和腐化的身体。

太多的人都在忙于改善自己在物质社会中的地位，拼命地去占有一切，孰不知，生命是有

规律的，只有遵循了一定的原则去生活才能获得成功，才能实现你的目标，从而改变自己的一

生。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要如何利用这最后、最宝贵的一天呢？首先，我要把

一天的时间珍藏，不让一分一秒的时间滴漏。我不为昨日的不幸叹息，过去的已够不幸，不要

再赔上今日的运道。时光会倒流吗？我能比昨天年轻吗？一句出口的恶言，一切造成的伤痛，

能收回吗？不能！过去的永远过去了，我不再去想它。今天我要学会控制情绪。

潮起潮落，冬去春来，夏末秋至，日出日落，月圆月缺，花飞花谢，草长瓜熟，自然界万

物都在循环往复的变化中，我也不例外，情绪会时好时坏。

我要笑遍世界。

只有人类才会笑。树木受伤时也会流“血”，禽兽也会因痛苦和饥饿而哭嚎哀鸣。然而，

只有我才具备笑的天赋，可以随时开怀大笑。从今往后，我要培养笑的习惯。

我的幻想毫无价值，我的计划渺如尘埃，我的目标不可能达到。

一切的一切毫无意义--除非我们付诸行动。

我现在就付诸行动。

一张地图，不论多么详尽，比例多精确。它永远不可能带着它的主人在地面上移动半步。

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论多么公正，永远不可能防止罪恶的发生。任何宝典，即使我手中的羊皮

卷，永远不可能创造财富。只有行动才能使地图、法律、宝典、梦想、计划、目标具有现实意

义。行动，像食物和水一样，能滋润我、使我成功。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因为，这是一切成功的最大的秘密。强力能够劈开一块盾

牌，甚至毁灭生命，但是只有爱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使人们敞开心扉。在掌握了爱的艺术

之前，我只算商场上的无名小卒。

段落选登

推荐书目

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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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个性张扬的街头嘻哈与高贵典雅的芭蕾可以在

舞台上完美的契合，就像泰勒与诺拉的结合一样。

这是一个奇迹，还是一种宿命。

泰勒是来自巴尔的摩的底层社会的反叛青年，

诺拉是就读与贵族艺校的优秀的芭蕾舞学生。诺拉

要参加的高级舞蹈比赛，需要一个舞技超群的舞伴，

而泰勒刚好因为被罚在艺术学校社区服务而闯入诺

拉的视野。泰勒随意自如的街头舞蹈吸引了诺拉，

舞台上的一次次合作，让这两个同样执着于艺术的

孩子擦出律动的火花。两条原本平行的直线，交汇

于舞蹈的光辉。

经典台词
1、We didn't work this hard to just give up.

我们还没尽全力怎么能言败呢。

2、But it's always been about doing it their way and it's just not me.

但那是按照他们的规则我做不成我自己。

3、There's nothing that we can do for someone who doesn't appreciate what's in

front of them

对于一个不懂得珍惜良机的人来说，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是徒劳。

4、Because the best part of The Streets is, it's not about what you've got. It's

what you make of what you've got.

因为“街舞争锋”的真谛不在于你已经学到的而在于你通过它所学到的。

5、We're all here because we have this thing we do. We dance.

我们之所以相聚是因为都爱跳舞。

6、It became the hub and I got a front row seat to history.

那里渐变为街舞的中心，年幼的我，早早见证了历史。

7、My mom would tell me,“ Don't give up, just be you, cause life's too short to

be anybody else.”

妈妈对我说不要放弃做自己就好了因为人生很短根本没时间模仿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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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冷塑变金属加热时，在光学显微镜下组织发生改变前，所产生

的某些亚结构和性能的变化过程。本版遴选同学们关心、关注的话题

和疑问，邀请学校老师及学长学姐给予答复，为大家释疑。

栏目责编：

现在还需要花

很多时间在学

习上吗？

如果社团活动和

课程起冲突了怎

么办？

现在在大学里谈

谈恋爱好吗？

如果想考研大一

就需要准备吗？

我该怎么应对大

学的学习呢？

你只要花你在高三一半左右

的精力就行了，不过想要成

绩优异，仍需认真勤奋，并

要提高学习效率。

除非情况特殊，一般来说最

好还是以自己的课程为先，

大学毕竟仍以学为主，切忌

本末倒置。

恋爱无分对错，况且这也是

一种人生经验的积累和对自

身责任心的历练，当然前提

是别影响了学习。

在低年级可以先把数学、英

语等考研基础课程学好，一

般到大三确定报考院校、专

业再进行系统的考研复习。

大学老师不会再像高中那样

处处管着我们,自主学习尤

为重要,具体可以咨询本专

业老师或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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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发型

师，一大叔来剪发，他头发

已经几乎脱没了。我说：您

这还不如全剃光了好看。大

叔说：不行，头皮出油厉

害，留两根洗头打沫用，打

沫用。

今儿排队去 ATM 机取

钱，忍不住在里面放了一个

屁，味儿巨怪无比。出来的

时候隐约听见后面那哥们进

去后传来一句：“我靠，

ATM 机烧了？”

大学老师上思想政治课。同学们在下面一会儿玩手机一

会儿睡觉，老师忍不住了，吼到：“老子在上面孤独而奔放

的燃烧，你们却在下面自由飞翔!”当时我就来神了。

今年高考前，老爸给我打电话：儿子，放轻松别紧张好

好考，我已经给你找好关系了，虽然后台很硬但是也得走一

遍高考程序。我：恩，我会调整自己心态发挥好的，对了找

的谁？老爸：观音菩萨！

李白因造谣夸大庐山瀑布的长度而被拘；柳宗元在狱中

遇见李白，忙问因何到此，李白说：造谣了，我说庐山瀑布

飞流直下三千尺，人家量了，根本没那么长。柳宗元说：

唉，彼此彼此啊，我说千山鸟飞绝，有人举报，说有一只鸟

还在呢。正感叹时，王之涣进来了，两人相视一笑道：哈

哈，一片孤城万仞山！杜牧走来大骂，我写了"停车坐爱枫林

晚"，丫就把我抓来说我公众场合淫乱。

放假和妈妈晚上逛夜市，妈妈一个朋友迎面走来，惊讶地

对我说：“呦，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顿时心里一暖，谁知

后面来一句：“小时候长得多好看啊！”

领导买了一箱牛奶放自己办公室，然后发现好几盒不见

了，中午吃饭时领导语重心长的说了这个事，希望偷喝的人能

主动承认错误并还回来，末了加了一句：“其实箱子上是可以

查到指纹的。”

等下午领导再回去，连箱子都不见了…不见了……

栏目责编： 引发剂：又称自由基引发剂，指一类容易受热分解成

自由基（即初级自由基）的化合物，可用于自由基聚

合和共聚合反应，不饱和聚酯的交联固化和高分子交

联反应。本版集笑话、智力测试、网络流行语、推理

等引发大家开怀一笑或陷入沉思，给大家的生活增添

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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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乒乓球掉在了一个很深很紧的管里-大概
有 30 厘米长，管子埋在了水泥地里，只有 1 厘米

露出地上面，所以你不可以移动它。管子只是比乒

乓球宽那么一点点，所以你不能把手伸进去。你怎

样才能把它完好无损地拿出来呢？

1. 圣诞树上有四个
天使（除了其他的东

西）。两个有蓝色的

光环，两个有黄色的

光环，但是没有一个

能看到他自己背后光

环的颜色。天使 A在

树的最高处，他可以

看到挂在下面的天使 B

和 C。在下面挂着天使

B，他只能看见在他下

面的天使 C。天使 C看

不到任何天使，因为

天使 D挂在一个横枝

上（没人可以看到

他，他也看不到其他

人）。哪一个天使将

首先说出他自己光环

的颜色呢？

3. 明朝年间，河南有位才子文必正，欲向
天官霍荣之女霍定金求婚。在霍府的客厅，文必

正看到厅堂内各种陈设考究精致，便对霍荣说：

“大人的厅堂琳琅满目，古朴典雅。但似乎还缺

一个字，此字能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霍荣忙

问是何字，文必正不慌不忙卖了个关子： 初下江

南不用刀，大朝江山没人保，中原危难无心座，

思念君王把心操。 文才子这个谜所指何字？

1. (2+4/10)*10

2. D、35

3. 如果 A是狗，即 B是狗，即 C是狼，即 D是狗，即 E是狼，即 A是狼。这便产

生矛盾。So A 是狼，B是狼，C是狗，D是狼，E是狼。

4. 倒序思考必须在 40km 处存有三天口粮一去一回，能在一个点存一天口粮，但是
最后一次去的时候能带两天(关键之一，)因此 20km 到 40km 存 3 天口粮得 3

天，即去一次回一次再去一次。所以 20km 处得存有 6天口粮。 同理可知往

20km 处存有 6天口粮得 9天 所以一共花 9+3+3=15 天。

5. 哈尔滨，龙塔，3月 23 日,6 点 18 分。解析：完美切割也就是黄金分割点，

0.618；东方小巴黎是哈尔滨，最高处为龙塔；海风气息为海峡和平女神为妈

祖，生日是农历 3月 23。

上期推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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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意见反馈表
1、您对本期《未觉》封面封底的满意程度及意见

2、您对本期《未觉》内容的满意程度及意见

3、您最喜欢本期《未觉》的哪些板块及文章

4、您对《未觉》还有哪些其他的意见或建议

主 编 的 话
因为年轻，所以未觉。

因为我们风华正茂，充满青春活力，所以无所体会，无所察觉。对于每一天

的悄悄来临，我们或是憧憬，或是漫不经心，也都是在我们未觉时匆匆结束，而

回忆却一直都在。真正的大学生活或许并不如大家所期待的那般，有着轻松愉悦

的人文环境、矗立着古典气息的教学楼、邂逅童话般的甜美爱情，可是不管怎样，

对于我们已经选择的路，哪怕是跪着也得走完。

这一期的《未觉》较以前做了较大的调整，有了明显的改变，各位小编们很

是用心，我们一起用激情和勇气熬过了这一段艰难的时光。各个栏目采用材料学

科相关专业术语更显我们材料学院的特色，而内容也力争更贴近大学生活。“金相

分析”通过一张迎新照片带大家深入了解我院志愿服务的十年风雨历程；“高聚物”

更加深刻的向大家阐述何为大学、何为大学生；“模具设计”则通过两位毕业的学

长学姐的亲身奋斗经历为大家的大学生活规划提供指引建议，找到适合自己的成

长之路。栏目上各位责编的签名以及大头照则彰显出 90 后学生主创刊物的个性。

随着杂志的慢慢完善，我们也在慢慢成长，未觉的意义变得更加明朗。因为

年轻，所以我们敢去疯敢去拼，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给我们的青春画册涂

抹艳丽的色彩。因为年轻，所以未觉，学着去领悟每一份的快乐，学着去感知每

一份思想的馈赠，学着在“未觉”之后让自己也能感到一丝的充实与幸福。

在此，衷心感谢每位小编们的辛勤努力，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未觉》，希

望《未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够越办越好！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积极来稿和

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