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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挫越勇，下岗了还能从头再来

接连遭受丧父和下岗

的双重打击，24 岁的赵普

并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下

岗后的赵普立即开始在合

肥找工作。然而，整整两个

月过去了，他连当搬运工的

活儿都没找到。

最终他只好拿出了仅

有的 2000 元积蓄，加盟了

一个同学的服装摊位，卖服

装。白天，他是服装小店的

伙计，为了淘到物美价廉的

货物，他必须凌晨赶往千里

之遥的武汉市汉正街，与小

商小贩们讨价还价淘出新

货，并且在天黑前赶回合

肥；而夜晚，他则是衣着光

鲜的临时气象播报员。虽然

服装小店在赵普和同学的

精心打理下，生意越来越红

火，但每天巨大的失落感却

使得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一

种想要成为真正主持人的渴望，仍然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内

心。恰在这时，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干部专修班正在全国

招生。这个消息就像一支强心针，扎在了他那梦想“休克”

了几个月的心间。他毅然决定报考。但他从招生简章中得

知，北广播音系属艺术专业，既要考文化课又要考专业课。

文化课需要参加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专业课则是寄送本

人主持或播音的作品。此时已是 1995 年 6 月，离文化课考

试只剩下 4 个月了，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学完整整 3年

的高中课程吗?朋友们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赵普想：是

男人就要像上战场那样去战斗，只要自己努力了，即使失

败了也不会留下遗憾。

1996 年 2 月，只有初中文凭的他终于接到了北广播音

系的录取通知书！1996 年 9 月，赵普拿着退出服装店得到

的 8000 元钱，来到了北京。不同于别的公派来参加学习的

同学，下岗后的赵普必须在学习之余打工，挣够自己的学

费和生活费。为了节省开支，赵普只能在离学校稍远的地

方租了一间小小的地下室住下。随后，赵普开始四处寻找

兼职打工的机会。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找

到活儿。想到自己曾经学过篆刻，赵普就在学校附近的一

个地下通道里摆起了印章摊……后来学校老师得知赵普是

在一边上学一边挣学费后，为赵普争取到了一个在图书馆

勤工俭学的机会，使赵普每月都能有 450 元的助学工资。

破茧成蝶，他成为央视新闻主播

转眼半年的学习过去

了，1996 年底，学院开始

鼓励干修班的学生外出实

习。赵普通过 114 台查询各

家电视台的电话，然后挨家

询问：“我是北广播音系的

学生，你们那儿能接收我去

实习吗?”功夫不负有心

人。通过查询，赵普意外地

获悉北京电枧台正在招聘

节目主持人。他立刻带上自己的资料跑去应聘。北京电视

台的领导看了他的资料和临场表现后，最终同意给他 3个

月的试用期。为了尽早展现个人的主持才能，赵普进台第

三天，就主动请缨出镜。但台里只是让他配音。赵普心想：

这样长期坐冷板凳，哪里能通过展示自己才能从而留下来

呢?必须去寻找机会。当时春节将近，台里一片忙碌景象。

赵普觉得越忙越可能出现缺人的情况，便打电话告诉母亲，

他春节不回家了……那些天，他日夜守在录播室里，遇到

同事们出镜，他就一个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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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表情、一段串词细

细地揣摩。录制节目的空

闲，他就捧着有关主持的专

业书籍苦读。 赵普的苦

心没有白费。

1997 年 2 月 12 日，大

年初六，台里提前录制的一

档迎新春的节目，需要一个

外景主持人补录一些外景。

赵普立刻提出申请，制片人

同意后，他扛起摄像机，就

冲出了门外，出色地完成了

这次外景任务。节目一经播

出，便受到一致好评。台里

另一个制片人在看过这期

节目后，竟主动找到赵普，

点名要他主持自己负责的

《财经报道》节目。

1997 年底，赵普又被

选中做《热线律师》的主持

人。自此，他开始频频出现

在台里的“新闻播音排班

表”上，逐渐在台里站稳了

脚跟。终于，北京电视台正

式与他签订了聘用合同，他

真正实现当主持人的梦想

了! 到了 2001 年，赵普已

经不满足只做一个单纯的

主持人。他觉得，主持人只

是负责一个点的工作，而制

片人则是负责一个面的工

作。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

从一个制片人的

角度来思考问

题，并且 在非常

紧张的主持工作

中，挤出时间，

到北京电影学院

管理系进修制片

专业。

2005年7月，

通过 4年的刻苦

学习，赵普不仅

拿到了制片专业

的本科学位，而

且因为从制片人

的角度思考和主

持节目，他的主持效果更好了，先后领衔近 20 档节目，并

获得了中国第六届金话筒奖提名。

虽然早已成为北京电视台主持节目类型跨度最大的主

持人，赵普居然又攻读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专业硕士，还

制定了新的目标：闯进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国顶尖的电视

节目主持人。

2006 年初，恰逢中央电视台举办“魅力新搭档”比赛，

赵普出人意料地拿着材料去报了名。经过 40 多天的比赛，

赵普从千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得了这次比赛的第三名，

果真冲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央电视台出色的新闻主播

之一。

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体育馆保安，到中国顶级电视

媒体的新闻主播，赵普的经历告诉人们：“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这一秒不失望，下一秒就有希望；前一级台阶踩

牢，后一级台阶才会再踩在脚下；对每一次擦肩的机遇都

不是观望，而是毫不畏缩地抓牢，才会赢得最大的成功！

追逐梦想的朋友们，赵普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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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昔当谨记

08 级 邢鸿宽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去

年的四月份，我还在为找工

作忙碌着，现在已经工作大

半年了，其间还跳了一次

槽，其中滋味一言难尽。现

在我就给大家简单分享一

下，我对大学的看法以及我

们该怎样就业。

首先大学的学习到底

有多重要，我想这个毋庸置

疑，是很重要！不管你以后

你从事什么行业，对绝大多

数同学来说，你的当前目标

就是学好专业课，这关系到

毕业时是否能拿到毕业证

的问题。相信各位高中的老

师都或多或少的有说过大

学是玩的地方是放松自己

的地方，结果很多人到了大

学就真的放逐了自己，结果

惨不忍睹。回顾大学四年，

我从未挂过科，因为每年开

学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今

年不挂科，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目标，然后再制定其它目

标计划。不要说的太远，先给自己一个现实点的切合实际

的目标，确实能够实现的目标，做好班长、团支书，考取

四六级证书等等，最起码有个不挂科的目标！有目标有计

划有实施，生活会更充实！

接下来是玩这个话题。学生，是消费者，所以注定了

我们的玩应该是以精神享受为前提的，而不应该以物质享

受为前提。在松山湖，如果你愿意，五块钱我可以带你玩

一天，甚至不用钱。吃喝玩乐，一切以省钱好玩实惠为前

提，能省则省，把每一分钱都花出质量，玩的心情愉悦，

而不是身心俱疲劳民伤财，这样才是学生的玩乐之道！此

外，大学是可以玩，但是，要有分寸，把握好度，否则玩

出恶果，那就“自己罗来受”咯。

挂科和逃课这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抛出两个问

题解决它们。首先，挂科可以，但要看挂什么，值得吗？

其次，逃课可以，但要看逃什么课，逃课了你去做什么？

每次做这些事前，好好的问问自己这两个问题，任意胡为，

任着自己的性子来，最后将为自己埋下痛苦的种子，无止

境的补考，会让你心烦意更乱！

我个人认为选择那些体制健全的企业对你的发展会更

有帮助，这样的企业环境，能让你更好的学会做人以及做

事。大学里面一批很要好的朋友很重要！！！当然，交际面

广泛，多点认识人也很重要，这会让你的人生终生受益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别人的思维闪光点也许是你进步的

地方，不要忽略了。 接着，要好好珍惜大学时期的同学友

谊，尤其是室友情，因为你毕业后，再也不会有人帮你带

热腾腾的饭回宿舍送到你的手上，也不会有人不买生活用

品，却又霸道的占用你的各种东西，也不会

有人在你夜不归宿的时候打个电话问候你。

最后，如果你所读的学校专业学术实力

很强的话，优先把专业学好，但别忘了你的

综合素质；否则，请把自身综合素质排在前

面，然后别忘了你的专业。强壮的心智，往

往需要强壮的身体，所以，别忘了锻炼身体。

学会总结，成长的流程无外乎：参与=》

收获=》成长。但是如果你懂得总结反思，成

长后面还应该会有：=》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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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介，包括学长学姐的专业，获得的奖励荣誉称号，参

加的活动等等

专业 金材

奖励 朱瑞华——三年一等奖，省高等数学竞赛三

等奖，校三好，校优干，优秀党员

刘晴——三年特等奖，一次国家奖学金，省

三好学生，省高等数学竞赛二等奖，校

三好，校优干

活动 朱瑞华——校足球比赛第五名

刘晴——校女子 800 米第一名，校女子 4×

100 米第二名，院女子乒乓球比赛第一

名

 大三快结束的时候，考研？公考？就业？一个个不得不

面对的现实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了，许多人还在纠结迷

茫，能谈谈你们当初选择的目的吗？

选择考研是我们从进入大学就一直坚定的信念，

所以从大一开始就开始为这个信念努力，选择考

研的目的一是为了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二是

因为我们都对自己的专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

想进一步在本专业研究下去。

 在考研中，学长学姐都

取得了很优秀的成绩，

就考研有什么宝贵的

心得分享给我们大家

呢？

考研心得：

① 心态最重要，要学

会克服浮躁的心态，忍得住

寂寞。

② 毅力很重要，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绝

不可行。坚持下去，抵

挡得住外界的“糖衣炮

弹”，如游戏，上网，

睡懒觉等等。要相信有

付出才有果实！

③ 要尽早确定目

标，要全方面考虑，不

要高估自己，更不要贬

低自己，确定目标后就

不要动摇！

④ 要学会放松自

己，特别是在暑期学习

期间，我们在暑期时会

打羽毛球来放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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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逸结合，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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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刘晴学姐，工科本来男生就比较多，而在就业中男

生相对而言更加有优势，对此，你有什么想对我们材

料院的女生们说说呢？可以是一些建议或者鼓励的

话，也可以谈谈你的经验。

虽然说男生有优势，但也只限于体力上，而女生心

思更加细腻，做事考虑更为周全，所以不管是在找工

作，还是深造，都不要看低自己，相信自己，把握时

机，机会总会有的。

 早在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辅导员王颖老师就说过学长

学姐的例子，四六级交流会上才知道是金材的学长学

姐。我们宿舍对学长学姐都很佩服呢，学长学姐的成

绩自然是不用说的，而且你们感情一直很好，许多同

学都很好奇怎么做到学习恋爱两不误，你们可不可以

稍稍谈一点呢？我是觉得这样可以作为对学弟学妹在

感情与学习中取得平衡的经验吧。

我和刘晴有着共同的目标，相同的理想，约定好

了在一方松懈的时候，另一方要给予提醒和鼓励，谁

都不要轻言放弃，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学弟学

妹们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要把眼光放长远点，不要

意气用事，尊重彼此的梦想并给予尽可能多的支

持……

 大学里分手恋爱屡见不鲜，学长学姐在四年里误解矛盾

肯定是有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一定相处有道，简单

说说吧，还有对方做过的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这个

如果觉得不方便回答就跳过吧

感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这个问题既然学长学姐

害羞了，我们就不深究了，送上大家诚挚的祝福就

好！！！

 不论常大是不是你们最

初理想的大学，但四年

走来，早已在心中留下

不可磨灭的记忆，你们

有什么对学校以及学

弟学妹们说的呢？

对学校想说的就是感

谢吧，因为常州大学就是我

们的母亲，初入学的懵懂小

孩如今活得有血有肉，少不

了学校的哺育与栽培，其中

不乏热心的老师，真诚的朋

友的帮助。

对学弟学妹们想说的

就是加油，努力去抓住能锻

炼自己的机会，做有梦想，

有目标的人，拒绝堕落，拒

绝颓废，不甘平庸。还有就

是，要真心对待身边的人，

不必做到很圆滑，一定要有

几个信得过的朋友。最后，

我们真的算不上材料牛人，

也没多少经验传授给学弟

学妹们，但如果大家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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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是生活上的困难，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一定会尽

量给予帮助，电话号码可能会换，不过 QQ 不会换，大家可

以通过那个联系我们。

朱瑞华：12819984471

刘晴：119229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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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弟学妹的话：

祝朱瑞华学长和刘晴学姐学业事业爱情更丰收，永远开心快乐，幸福美满，因为有你

们我们感到骄傲，因为有你们，常大而自豪，你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会再接再厉，很好创

辉煌，最后再次祝福你们考研成功!

——金材 102 贾洋

金材支部模范情侣，所有材料学子的榜样

——金材 102 李虎

学长学姐的帮助指导伴着我大学三年一路走来。两位端正的学习态度、明确的学

习目标、高尚的人格品质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衷心地祝愿两位在中南大学科研的道路上

不断取得新成果，也祝愿两位的爱情早日修成正果！

——金材 101 袁坤

刘晴学姐和朱瑞华学长一直是我们学弟学妹们的偶像，不论是恋爱，还是学习，都是

人中龙凤，可谓金童玉女，在这里姚一波祝福两位在中南大学的校园里继续书写新的传奇，

谱写新的人生乐章。

——金材102姚一波

从开学伊始就已经知道了学长学姐，很关注学姐呢。其他的话不多说，只是祝福学

姐学长在以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拥有梦想，实现梦想，幸福的生活。

——金材112石龙婉

小编的话：

这次材料牛人的主角是自己专业的学长学姐，小编表示很激动。自四六级交流会以后，

便常常看见学长学姐的身影，早上的食堂，打水的小道，绿草茵茵的足球场……正如上面

所说，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方法，没有任何捷径，她们今天所取得的成

就是奋斗的汗水换来的。虽然学长学姐对恋爱并没有多说什么，但我想，他们之间的感情

平淡而简单，一个拥抱，一个电话，一次约会，一盒便当，一个寒冬；一个炎夏；一段道

路；一条马路；一次小吵；一程公车；一直挽手；一直信任；一直包容；一直理解。即将

离开校园，诸多不舍都化作声声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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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材料 122 杨鑫

从此城到他处，一路的

颠沛流离，一路的轰轰烈烈

奔向远方。

我们总是要走很久很

久的路，带着自己的纯粹，

一直在路上。去时雪满天山

路，山回路转不见君。如果

你问我为什么一直在行走，

我会告诉你我想要趁着年

少疯狂一场。

什么时候稚嫩的脸上

开始有了时光的印记，什么

时侯爱上在一段岁月里怀

念另一段时光的纹理，什么

时候愈渐少见笑容的踪迹。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人的

一生笑容的数量是固定不

变的，年少的我们透支了欢

乐，于是随着时间的流淌，

我们多了淡淡的忧伤，遗失

了那些安静在岁月里的美

好。而我的青春 也会终将

逝去，渐行渐远。真的是这

样吗？时间常常让我惶恐。

街边的香樟树依然屹

立在那儿，童年时的欢声笑

语也在空气中回荡飘远，那

是怎样的一个午后，我站在

那儿对着现在诉说未来。我

不记得了，我只知道当时阳

光明媚，照亮了我的梦想。

如今，一成不变的生活

逐渐抚平我的棱角，当初那

些壮志豪言被丢在了哪里。

是否还别来无恙？我记得

我们曾约好要一路从泥泞

到美好。

时光偷转，转到过去，转向未来。那些记不可灭的童

真早已消逝于街角，信誓旦旦的所谓梦想也被怀揣于幻象。

纸醉金迷的城市将它最病厌的一面掩藏在深夜，霓虹闪烁，

酒 阑 灯 灺 人 散 后 ， 尽 是 迷 失 的 蛊 。

我想要远离这样的尘世去远行，抛弃所有的喧嚣，还

有自己最初的宁静；去跋涉，穿越沿途的荆棘，不退缩不

闪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我一直都相信，没有任何的理由我是一个执着于疯狂

的人。沙漏安静，掠水惊鸿，哪怕最后逃不了被时光的巨

轮无情的辗压，成为无声的黑白默片。没有碑文，没有印

迹，我还是会义无反顾的拥抱着自己的疯狂。

生命是终将荒芜的渡口，那么这一季的绽放会持续多

久？我们是终将老去的命运，在无涯的永恒里挥霍着有涯

的自己。再不疯狂青春就荒废了，再不疯狂我们就遗忘了，

似水流年的疯狂是留以后来追忆的。日光倾泄的目空一切，

仿佛久远，永无尽头的黑暗。

青春是一场滂沱大雨的时间，我自惊醒才发现早已数

年。我开始体恤那个如此疯狂的自己。毕竟，朝花向晚，

年华已消瘦，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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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疯狂,

我们就要老了
复材 121 柯维

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呢？错过的你

都不会再有.......李宇春的歌声在我耳畔回荡，让我突然意识到不疯狂一

次真的要老了。

都说年少轻狂，风流潇洒，浪荡不羁。有人认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疯狂，有人

认为来一次远距离的旅行，翻越高山，穿越丛林是疯狂。如何疯狂，要看你喜欢什么了？

去做一件自己认为很刺激，而自己又非常喜欢，非常向往的那个事。

人的一生至少要疯狂一次，尤其是正值青春的我们，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

旅途，或一个梦想。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每日学校与家简单的两点一线，既然上了大学，就不能将青春年

华锁入心底，忽视它疯狂的反抗，去羡慕别人的洒脱张扬；更不应该习惯于灰白色的、平

淡的青春生活。而此刻，我原本淡漠平静的心却开始了小小的骚动，向往自由和冒险的小

情绪，如一小块石子，搅乱如境湖面，引起一层又一层涟漪，在这绵长涟漪的掩护下，心

跳却密如鼓点，有什么在叫嚣着，试图冲出重围。当湖面再次陷入平静，有种强烈的情感

如浓雾般裹挟着心脏，隐隐的苦味漫在舌尖。我突然明白了，明白了心底强烈的不甘，不

甘如一杯未曾烧开过的水，从

未到达灼热的顶峰却兀自地冷下去。对于被困于心底的反叛的小野兽，无论多少次用

层层理性的将它束缚，终是无法阻止青春疯狂的念头和心绪。

不求功名利禄，不求靓丽美艳，只求再疯狂一次，让青春无悔。这是我的青春，我要

怒放，我要疯狂，我要自我。

你知道吗？时间不会等我的。它不会因我内敛平静的心境而多分我一些时间，延长我

那苟延残喘的青春。时间，它一直在往前走，我跟在它后面老去。老到我只能躺在床上，

只能每天晒不温不火的太阳，我会回忆我的青春，而我那引以为豪的青春却只剩下一片荒

芜的薄地。我无奈地发现，自己的心还未曾青春就已老去。

所以，我不能错过，即使所有的约束、所有的嘲讽压得我窒息，也不愿错过每一首疯

狂的歌；不愿错过每一本疯狂的书；不愿错过每一场疯狂的梦；更不愿错过这一场不可或

缺的、疯狂的青春！因为再不疯狂我们就要老了。

勿让大学四年过后，才发觉自己原来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做，不让自己遗憾，

让青春无悔！

我们不会“老”的，让我们为青春疯狂奋斗吧！

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