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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聪明的人，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选择。——林肯

人的一生，只有一件事不能选择——就是自己的出身。其他一切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

结果。

所以有人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这句话道出了人生最朴素、最简单，也是

最重要的哲理。因为每个人无论是对生活、爱情与婚姻、友谊，还是对职业、工作、事业

等，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当他们为了实现心中所想而采取行动的时候，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

败了，都有一种选择。

那么，什么是选择呢？简单地说，选择就

是给自己定位；选择就是给自己寻找前进的方

向；选择就是为自己把握人生命运；选择就是

为自己的生命重新注入激情；选择就是实现自

己人生的目标。

只有选择，人生才有主题；只有选择，人

生的坎坷才会被踏平；只有选择，人生才能冲

破世俗的藩篱；只有选择，人生才能演奏出生

命的华彩乐章。

在这个世界上，通向成功的道路何止千万

条，但你要记住：所有的道路，不是别人给

的，而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所以，你有什么样的选择，也就有了什么

样的人生。

在这个很精彩也很复杂的世界里，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

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对人生之路选择的差别。

前者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充满风险，但却能使人生放射华光异彩的道路，而后者则选

择了一条平坦，但却是平庸之路。

在这一点上，那些伟人们的经历值得我们去借鉴。

伟人们之所以伟大，首先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伟人们选择的不是伟大的

事业，那么，每个伟人，在今天的历史书上都不会有他们的名字。是伟大的事业才使那些伟

人们变得伟大。

如果当年的鲁迅不选择弃医从文，就不会成为文学巨匠；如果当年的毛泽东不选择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就不会成为共和国领袖；如果霍金不选择天文物理，就不会写出《时

间简史》这一伟大著作；如果贝多芬不选择音乐，也不会为后世留下那么多不朽的旋律。

比尔·盖茨在谈到他的成功经验之时说：我的成功在于我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秘密的

话，那么还是两个字——“选择”。

如果你想不平凡，如果你想在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如果你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

生活梦想，那么请记住决定你一生的两个字：选择！

当我们慢慢长大，成熟，我们会逐渐明白很多我们不曾发现的真情与关爱，当然这需要

我们从选择中去发现，去体会，因为选择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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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开展 11 级考研指导系列活动
为了使大三同学树立考研的目标、尽快投入

到考研复习中，材料学院于2013年12月31日下午

在 W8阶举行了11级考研动员大会，学院院长俞

强主讲、院党委副书记李文明主持了报告会。

动员大会上，俞强院长从考研形式、考研动

机、考研择校几个方面为11级的同学们全面分析

了同学们未来一年的考研形势。俞强院长要求同

学们要明确考研目标，找到学习动力，在学习过

程中要耐住寂寞，才能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此次考研动员大会使我院学生对现在考研

形势和备考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为学

院11级同学考研复习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

备战考研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

而在2014年3月20日，学院还邀请了方必军

老师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和材料科学与工

程的11级考研学生作2015年考研辅导讲座。

首先，方老师对前几年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学生的考研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指出近几年

向长三角考研的学生偏多，同时报考本校也对想

读研的学生提供了深造机会。

方老师对大家的考研复习进度提出了一些建

议，本学期可以重点攻克英语及数学两门课程，

对于想考高分的学生，数学是可以拉开差距的。

专业课可以在暑假集中时间去复习，政治可以在

9、10月份开始，最后2个月就开始了高强度、高

效率的冲刺复习阶段了。

另悉，材料学院其他专业也将在近期开展关

于11级学生考研动员的相关活动。

学院动态将选取了学院近期的一些新闻、班级

活动的简讯以及同学们对于近期社会热点的评

说，让同学们了解学院内外最新动态，同时也

向外界展现我院各班同学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以及对于热点话题的观点。

栏目责编：

（材料学院 蔺旭鹏、张楠/文，陆鹏飞、蔡震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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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风筝梦，祈福马航归
——材料学院举办创意风筝大赛

近日，常州大学材料学院在常州大学

体育馆边举办了“放飞风筝梦，祈福马航

归”创意风筝大赛。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成东风放纸

鸢。”午后明媚的阳光洒在花坛的玉兰

上，春天和煦的春风拂过湖边的杨柳。然

而，在体育馆，忙乘东风放纸鸢的常大学

子，脸上并不像往日般笑容灿烂，欢快中

略带一丝沉重，他们手里提着的一只只风

筝是他们对马航 MH370 航班上 239 个生命

的祈福。

有一只风筝令观众印象尤为深刻，它

由纯手工裁剪、缝制，白色的涤纶布上画

着波音 777 飞机，红色的心上写着“MH370 平安”，而且风筝上面有着众多常大学子的签

名，凝聚了无数人的祝愿，共同为马航祈福。

风筝一只只乘风飞翔，承载着无数的爱与牵挂，飞向蓝天，飞向马航身边，“马航，早

点回家。” （院学通社 朱炜/文，余洲/摄）

材料学院志愿者赴社区参加“学雷锋”活动
2014 年 3 月 5 日下午，常州大学材料学院志愿者团的志愿者们前往古方社区进行志愿者

活动。参加志愿者活动的还有李公朴小学的“小志愿者”们以及某理发店的热心理发师。

志愿者团到达古方社区后，经过短暂

的休息后便和“小志愿者”们一起出发前

往第一位老人家中。老人见志愿者来了，

十分高兴，便起身迎接，志愿者们赶忙上

前搀扶，气氛其乐融融。理发师为老人理

发，志愿者们陪着老人拉家常，帮忙打扫

房间，气氛十分感人。第二位老人是一位

老奶奶，岁月的沧桑已经在她的脸上一览

无遗。这时候，志愿者的一句问候该给老

人带来多少快乐呢？临走前，大家给老人

们挥手再见，暖意融融，瞬间在这个早春

的阳光中荡漾开来。

当今社会，当大家还为“扶不扶”的

问题而纠结时，还为“人心渐冷”而感到惋惜时，大学生志愿者们用自己的行动表示“雷

锋”精神不可失，希望大家醒悟起来，行动起来！大江的澎湃汹涌，只因滴滴水滴的坚忍不

拔、坚持不懈。 （院学通社 严鹏/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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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数老师提出的“粮食换知识理论”在我班同学们中掀起一股“请学霸吃

饭，让学霸指导功课”的热潮。 （金材 131 钱伟）

3 月 13 日，校内举办数学竞赛报名，我班同学积极参加，全班有 25 人报

名参加，祝愿他们在竞赛中获得好成绩！ （无机 131 李心悦）

三月上旬的班级团委推优选送中，经过全班的多重选举，我班最终确定四

名推优的对象，祝贺他们！ （高分子 133 沈丹）

3 月 4 日下午，材化 132 在教学辅楼 308 开展班会，班长围绕“班级梦”

这一主题，与同学们总结了上学期并展望新学期，帮助同学们进一步规划了大

学生活。 （材化 132 李志豪）

3 月 15 日，春光正好，在这个春回大地的日子，我班抓住这个机会，全

体去淹城游玩，好不美哉！ （材料 132 贾秀霞）

院

内

快

讯

院内 BBS：茶叶蛋事件

台湾一档电视节目中有嘉宾说大陆

人很穷，吃不起茶叶蛋，这一明显的谬

论引起了大陆网友激烈的反驳。网友纷

纷晒出自己吃茶叶蛋的炫富照加以调

侃，根本停不下来。

观点一：在当今中国，不仅民族矛盾日

益严重，地区差异以及地区排斥也尤为

突出，就像异地高考事件那般。

观点二：对于大陆网民而言为何反应如

此激烈，明知道是个谬论，一笑了之而

已何必闹这么凶，这其实反应我们自身

的不自信。

观点三：想想那些贫困地区的确很多人

温饱都成问题，他们的确吃不起茶叶

蛋。因此作为有爱心的大学生，与其花

钱买流量去抨击高教授，不如将这些小

爱心用于慈善，岂不善哉？

观点四：从此事件中能看出不少东西，

比如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不了解以及歧

视，这固然有台湾当地的政治因素，而

部分陆客在台湾旅游时，言行不雅，也

给台湾民众留下了坏印象。

让我们以此事为戒，因为有些玩笑

我们开不起！而走出去的时候，更应自

强素质，让人看到文明的中国大陆人！

院内 BBS：广电美剧禁令

近日，广电总局发布了针对强化网络

剧、微电影等视听节目的内容审核以及节

目播出机构的新规章，中国网监部门将会

着力审查中国视频网站的外来剧目，其中

受灾最严重的是一向以尺度宽著称的美剧

和英剧，有些美剧甚至有停播之忧。

观点一：美剧中的剧情会给我们带来新

奇的感觉，而这种新奇是一把双刃剑，

在我国影视剧分级制度不完善的现今，

美剧带来的未必都是正面的影响。

观点二：现在沉迷于网络的人越来越

多，若是再放任他们接受不符合我国社

会发展的事物，那么也许他们会是下一

个昆明暴动的参与者！

观点三：对于广电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管

理机构，支持并且发扬国产是他们的义

务，他们只是做出了他们的本职工作，

我们又何必牢骚太多呢？！

观点四：凡事切忌一刀切，有些美剧我

国领导人都看，关键是要遴选适合的。

世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但我们可以

改变自己。因此当部分美剧禁播时，我

们是否也应权衡一下沉迷于美剧的利和

弊，放开抱怨和指责，出去走走享受一

下自然生活岂不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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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是由封面照片引入，向读者讲述、分析、解读照片背后

的故事。并希望借此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栏目责编：

武进校区理想大道的南端，是一个三岔路口，除了情侣散步，很少有低年级的学生走到

这里。三岔路的东边，通往学校南门，而西边则通向研究生宿舍区。在一个平常的周末，材

化和金材的几个三年级的同学一起在

食堂吃完早饭走了过来，金材专业的

两个同学找了一个工厂，周末定期去

实习两天，积累一些经验，为大四找

工作做准备，材化的几个同学相约去

找研一的一位学长请教考研的相关事

宜，走到岔路口，两个出去实习的同

学径直出南门坐公交上班，而其余三

名同学则缓步走向研二宿舍楼。徜徉

在理想大道上，目送他们的笔者不由

得回想入学以来的点点滴滴，关于学

业，关于梦想……

我们曾在高中的时候就幻想着上

了大学一切多么多么的美好，宽广的

校园、愉悦的人文环境、轻松的学习

氛围……也一直以为大学毕业了就能

如愿以偿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挣着大

把大把的钞票……

大一，并不敢完全的放纵自己，

小心翼翼的在一系列的活动和学习间

保持平衡，远离了高三的那种紧张的

气氛，却也不敢因为大学的自由而最

后被挂科重修虐的体无完肤，当然这

时候并没有太大的负担，总觉得才大

一时间充足的很，不需要也没必要为

日后的种种事情而苦恼。对我来说我

的大一就是这样，小心翼翼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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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底，学院都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拓展毕业生就业市场

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早已过了令人羡慕的年代

大二，似乎成了脱缰的野

马，却也在大一一学年的历练

中变得成熟，也更加理性。不

会再像大一那样参加各种各样

的社团，回头想想，参加这些

社团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确

有很好的历练作用，可是当你

想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候却

总是难以权衡，会感到明显的

力不从心，于是笔者退出了宣

传部、志愿者等部门，一心一

意地扑在《未觉》的编辑工作

上，笔者个人认为这样不仅有

充足的精力做好分内的事情，

还有着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

做的事去体验社会，还利用一

些课余时间在校外做了些兼职：传单派发员、酒店传菜员、家教等。笔者觉得做这些的收获

远远大于在学校做的事，也是在学校里所体验不到的，只有自己亲历过工作的艰辛才会更加

理解父母的不容易，才能更加了解社会的需要以及自身的不足，才能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让

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大一时的自己是为了锻炼才去锻炼自己的，而大二的自己做出了一个到

现在也不后悔的决定——加入校舞蹈队，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啊，虽然平时的训练很辛

苦，不过一路走来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我们互相鼓励战胜

一切困难一直坚持到现在。而此时的我对于考研、找工作还不是那么敏感，大学时间也刚过

半，现在看来大二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候，有选择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大三，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不觉的从原本十号楼里最先入住的大一新生变成

了资格最老的学长，时不时的感慨，我们已经老了！对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就连军训时的

一幕幕都仍历历在目，现在却步入

了大学里最纠结的大三！这种感觉

上学期还没多大感觉，当大四的学

长学姐考研结束时，整个人就瞬间

紧张了起来，考研？就业？这两个

词始终在大脑里一直徘徊。有人说

人生短短几十年，没有必要也没有

精力一直花在读书上，并且读研这

三年对于正值青春的我们是极其宝

贵的，现如今就业压力空前的大，

我们应当把握时机先找一份合适的

工作干出一番事业，然后读在职研

究生之类的也相对比较容易。也有

人不以为然，三年看似很长，但是

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却还有很多，

我们只有先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

才能远远的超过别人，虽然还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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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靠父母，恐怕是大多同学不屑的事，但真能独立吗？

学院也会经常组织二三年级同学参观企业，了解专业就业形势

花三年时间，但是三年之后我

们自己的平台将会提高，也更

有利于我们找到一份称心的工

作。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其实，在我看来我们

的出路并不限于此，公务员、

出国留学、自主创业、当然还

有一些特殊行业的招考，比如

说飞行员、警察、城市执法人

员等。同样的对于我们大学生

还可以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苏北计划等等，这么多的工作

出路相信总有一条适合我们去

走。笔者的一个小伙伴虽然

是一个理科生，但是他成功

的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

路——律师。当我们还在苦恼该何去何从时，他却每星期独自奔波于南大街上辅导班，笔者

很惭愧，自承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对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十几本书，静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理

解、背诵，对于我这个坐都坐不住的人来说简直是难入登天！还有一点笔者想问大家，考上

大学就等于高工资？似乎是想多了，就现如今的就业形势，难啊！多少大学生找不到理想的

工作。相反并不是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好的出路，笔者的表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高中毕业

后毅然选择了参军，现在在部队里读士官学校，待遇非常的好！现在也有很多大学生选择参

军，的确这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所以说我们可以从

多方位挖掘我们的才能。

当然，究竟选择怎样的一

条路还得根据我们自身的

情况来决定，不过唯一能

肯定的是无论我们选择了

哪一条路，我们必须付出

全部的努力义无反顾的走

下去！虽然现在有很多人

信誓旦旦的说要考研，可

是到最后真正能坚持下来

的却不多，想要在考研中

脱颖而出，我们必须得耐

住性子，持之以恒！选择

找工作的也是，凭什么让

企业在茫茫求职者中重用

自己，我们必须要有足够

的思想准备，要尽力提个人的综合素质，以便在择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对于现在的自己，也

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已经决定了要考研，却仍花心思在筹备五月份的江苏省舞蹈大赛，笔

者也不知道我这样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总之会让自己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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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四，我们现在根本不敢去想象，大家都不想这么快的就结束人生中最宝贵的大学

四年，每每看到学长学姐抹泪依依不舍地离开校园，心中总是充满无奈，一直满怀期待的四

年现已成为日记本里回不去的曾经，走出了校园就意味着将要告别人生中最纯真的我们，走

入勾心斗角的社会，将少有像在校园里那种心与心间的碰撞。相信每位毕业的与即将毕业的

同学都会有同样的体会……

短暂的遐想后终究要回到现实，现在的我们正值大三，在这紧张的一年里，我们没有时

间去顾虑这顾虑那，只要做一个在多年以后仍不后悔的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调整好

自己完全投入到考研的复习中。而立志找工作的同学则可以通过现在多在企业实习中积累一

定的经验，为的是自己在大四的应聘面试中更加游刃有余；有些考研的同学英语底子不好，

就必须多在英语上花功夫，才能保证明年初试时不至于达不到英语国家线；而笔者本人，除

了考研的大目标，还有许多其他任务需要完成，任何时间都不能浪费。笔者所在的材化专业

10 级学长学姐们今年考研考得很不错，给了我们 11 级材化考研学子莫大的鼓舞和压力，我

们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跟上学长们的步伐。大一大二的学弟学妹们，好好的珍惜接下来的大

学时光吧！大四的学长学姐们，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三的我们啊，一起奋斗吧！人

生还有好多的岔路口，徜徉片刻，还是要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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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问大学四年里哪一年最重要，我肯定说每一年都很重要；但如果你非要我

四选一不可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大三是关键。有句顺口溜叫大三不知道自己知

道。经历过大一的懵懂，大二的浮躁，大三的学生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开

始正视自己毕业以后的发展问题，考研、就业、出国成了同学们从不离口的话题。

步入大三的学习再不是以前填鸭式的学习方式，而是纯粹自主式的学习方式，这也

是很多学生在大三时期产生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主要问题在于大三时期选择什么样的

生活，是三点一线，勤奋学习，还是终日赖床、上网、电影游戏无所事事，什么样的生

活状态就意味着他以后将要走的路。这对每个人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可是往往

很多同学却忽视了这一点，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大学学习与考试的规律，开始学会偷

油、学会突击，学会逃课，学会为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殊不知这

样的观念害人不浅。其实，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大三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

对于大三学生来说，如何给自己正确定位很关键。今后选择什么样的路所需要做的

准备也是有所区别的，比如找工作的人平时更应该多关注社会信息。坚持每天都要听听

或看看新闻，常买些时事类的报纸杂志看看，可以多往图书馆跑跑，多与同学进行讨论

交流，总结别人的看法，再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有助于大家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

形成敏感神经，也尽量避免成为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

而对于那些困惑于找工作和考研的同学来说，如果你已经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而你又确实无意成为学者的话，那么直接工作会比读硕士更节约时间。也就是说，对于

得到相同工作机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尽管学历上有差距，但是在现实工作中的起

点，却是一样的。由于本科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大家都有一个错觉，认为有了

更高的学历就会有更多的机遇。其实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更强调学生的学术科研能

力。如果你根本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和能力，那么只有稀里糊涂地混个含金量很低的学

位。而此时你已经相对失去了年龄优势，自身的可塑性变得更差了。不是说现在大家都

拼命地去考研不对，而是提醒大家一句：上了研究生之后，并不意味着你对未来的期望

值就可以调高很多。这很可能只是两三年的缓冲期，你应该做的，是对照那些本科毕业

就能获得很好的工作机会的同学，尽可能地充实和提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