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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会玩的人也会学
学弟 / 学妹你好，我们素昧平生，我也不

知道你的性格特征怎样，无法预测你将面临的
处境，所以只能根据我仅有的一些经历给你讲
一点过来人的想法。不一定都适用于你，有些
问题能思考一下其实就很棒了！

关于专业
不知道你选择的专业是不是你自己喜欢

的，但就算是你喜欢的，我也会建议你利用大
学的资源多去了解一下别的专业，多扩展一下
自己的知识面和思维方式，比如可以选修一些
其他专业的课程。因为以后不论你做什么，都
不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在今天跨学科显得越
来越重要。具有各个方面的知识储备，能避免
一些低级错误，我更看重的是，一个领域有一
个领域的思维方式，这样你能从不同的角度看
待同一个问题，能够相对全面一点。

关于人际关系
如果你能和班级或者系里的同学把关系

相处好当然最好，若你觉得和他们之间有距
离，不要轻易地觉得自己有问题，也不要论断
别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成长背景
也是不一样的，尊重别人的选择。有机会可以
多参加一些学生会或者社团的活动，它们不是
浪费时间，参加这些活动也不是为了可以加分
（有些高校为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有相应
的加分政策）。最好是你可以通过这些认识更
多的人，扩大自己的社交网，同时发展一个自
己擅长的领域，最终你也可以通过这些外在的
活动更好地认识自己。这些都是课本上永远无
法学到的内容，也将成为你最珍贵的财富。当
然，和朋友之间难免逃不了“比较”，但不论怎
样都请记住，你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之上
的，和过去的自己比有进步就是最大的进步。
另外，不需要那么努力地赢得所有人的喜欢，
能够照顾到大多数人的感受，做自己就好。

关于父母
步入大学，你接触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

海，各自父母的生活习惯和价值也都各不相
同，不论你觉得自己的父母比别人的父母好还
是差，都要记住，你的父母作出的选择是出于
对你的爱。另外，读大学时如果远离父母，记得
和他们多一些沟通。

关于自己
其实了解自己也是大学一个很有意思的

方面，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养成记日
记或者周记的习惯。思考一下，记录下自己的
想法，整理一下学到的内容，会让你对事情的
认识深刻很多。

关于玩
花合理的时间用于学习，高效地完成就

好，不要看到别人在努力心里就怀疑自己。剩
余的时间多出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接触一下
社会。其实会玩的人也会学。

关于爱情
进入大学很多人会开始尝试恋爱，没有对

错之分，顺从自己的心就好，但是女生要记得
适当地保护自己。

这是我暂时能够想到的方面，希望你能够
享受大学的时光，好好珍惜这段美丽的时光。

———瑞莹，英国巴斯大学博士，今年毕业

我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喜欢“学习”了
如果能穿越回刚上大学的 2009 年，我会

揪着耳朵跟自己说：忘了过去吧，现在你身边
的同学都很优秀，多向大家学习呀！

过一段时间，我会再去揪自己耳朵：没错！
大家是很优秀，有人擅长唱歌、跳舞、玩各种乐
器，有人英语口语特棒，有的长得很漂亮……

别忘了你也不差呀，没有必要因此自怨自艾！
每一个人的起点和成长环境都不一样，硬要放
在同一个坐标系，那种比较没有意义！难道忘
了生物老师提醒 N 遍的“做比较实验要控制
单一变量”吗？

如果能跟自己多说几句，那就是：
多读书，读经典（窃以为这条适用于文科

生、理科生，男生、女生）。别一看到“世界名
著”“××经典”就觉得它们面目可憎，这说明
人家是经受住了 N 辈读者考验的“硬通货”。
读书这事儿，有时候像是逃避现实，有时候是
开眼界（尤其是对于“世界那么大而你没钱去
看”的学生党）。而且，大学时那种随心所欲乱
翻书的状态，实在是千金难买的奢侈品。

找机会去参加公益活动。这样不会陷入狭
隘的自我中，还坚定地以为那就是全世界。

在大学的开头两年，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
喜欢“学习”了。后来终于明白，“学习”不是一
个狭义的概念。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无论是
参加一项运动、了解一门语言、研究一个学科，
还是炒一个菜，都需要学习才能掌握。而且要
持续为之努力，千万别信任何“速成”。不然的
话，之后的 N 年你会间歇性地后悔：哎呀，要
是我当时学了××就好了……

最后，特别想对 8 年前的自己说：跳出当
下的生活想想诸如“为什么活着”的人生问题
不是坏事，但是不要再陷入到“大学学这些课
程有什么用”“人生有什么意义”“我想这些又
有什么意义”的死循环中。关于生命问题，有很
多条探索路径。有些问题在当时当地想不明
白，是因为阅历、知识和智慧都太少。别着急，
继续积累，等到机缘成熟，就会豁然开朗。

如果这些问题让你显得跟周围的人不太
一样，不要给自己贴上“不正常”的标签，因为
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再强调一遍，想得多不
是错，但是不要“空想”和“干着急”，要去为自
己贫瘠的大脑和生命补充营养。继续读书、实
践、思考，那样你会像磁铁一样，慢慢吸引出越
来越多的同类。

———李二丫，硕士毕业，媒体从业者

今天的编程决定了 4 年后的输出结果
韶光易逝，且行且珍惜。如果说中学生涯

意味着做不完的试卷考不完的试，那么大学意
味着独立、自主与开放。再也没有家长或者老
师追着赶着让你学习，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
学习与生活模式，这正如编程，人人都是“程序
猿”，4 年之后输出的结果也是五花八门。有的
人穿梭在图书馆与自习室，成为学术达人；也
有的人辗转于世界 500 强，成为名企的预备
兵；当然，也有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对自己的床
爱得深沉，浑浑噩噩就走出了校门。所以当你
踏入象牙塔之前，即使没有明确的目标，也请
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因为一旦走错了路，你会
付出高昂的代价去纠正，有的甚至无法回头。
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学习生涯，好不容易换
来了自己做主的机会，珍惜时光，不要回首这
4 年时，只留下遗憾。

专业学习，请当断必断。面对择校择专业，
你可能迷迷糊糊听从亲朋好友或者家长的建
议，想当然地提交了一个。每年都有大量的学
生进入高校之后感到迷茫，甚至遇到学习障
碍。这时，请当断必断。如果可以继续，那么全
力以赴，缩小差距；如果不能前行，那么果断舍
弃，另寻所爱。一般大二有一次调换专业的机
会，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难以忍受现在的专
业，请果断另选专业，千万不要等到大学毕业
时才醒悟。

梦想可以照进现实，但请注意理想与现实
的差距。每年都有各种机构评出“最好找工作

的十大专业”“薪酬最高的十大专业”等，很多
人也基于此而作出选择。但请注意，光鲜亮丽
的背后有常人不知的辛酸苦楚。法庭上威风凛
凛的法官、言辞犀利的律师，背后有你看不见
的翻阅、背诵法条的深夜；摩天大楼里帅气、美
丽的白领，背后有你看不见的无数个加班夜；
校园里知识渊博的教授，背后有你看不见的为
了科研而大把脱落的头发……同时，请注意，
数据上显示的“年薪百万”是中层管理者的平
均水平，而你只是一个大学新生，期望值不要
那么高。梦想与现实有差距，而差距的大小取
决于个人的努力。

———明珠，硕士毕业，现担任北京某高校
辅导员

我要是再上一次大学绝对不熬夜了
大学里重要的事，首先，当然是学习，必须

是学习，绩点必须刷上去，英语必须不能扔，专
业书要多看，多看专业书！不是教材！是经典著
作！如果实在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就转吧。转专
业的代价就有点大，所以要谨慎，但是如果实
在不喜欢也不要因为犹豫害怕而错失机会，要
不然……代价更大。

然后是社团活动。多参加活动，最好有一
个愿意长期参与的社团，多结交朋友，不要荒
废时光。还有一些要提醒的细节：不要睡懒觉，
不要熬夜，自律。我要是再上一次大学绝对不
熬夜了。

只要不虚度时光，比如整天玩手机、睡懒
觉、玩电脑、打游戏、看剧，其实怎么都没问题
（真的很容易一玩手机、电脑，一整天就过去
了）。

———左宁宇，中山大学本科在读（大二时
由数学系转专业至人类学系）

无论去哪儿都不要宅在宿舍
关于大学，每个过来人都有很遗憾的事

情。高中读的很多对大学的憧憬文章大多说大
学生活多么轻松多么精彩，但事实上，进入大
学最不可忘却的就是“努力”。努力学习拿奖学
金当然可以，混个绩点拿毕业证也没问题，前
提是一定要过得充实，我想天天泡网吧打游戏
或者看电视剧，恐怕是没有充实可言的。无论
做什么，都要做得精彩；无论去哪儿，都不要宅
在宿舍。希望毕业的时候，回首 4 年，不会有太
多碌碌无为的感觉，这样就够了。

———张林林，硕士毕业，人寿保险公司风
控经理

后记
上述每一条建议，都是受访者根据自己的

生活经验、成长经历给出的，必然各有侧重，也
不存在绝对的“正确”。实在不必单拎出某一条
尺度去衡量自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好而自责，当然也不必因为自己尤其擅长某一
方面而眼高于顶，那会绊住前进的脚步。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

今日生。”祝各位大学新鲜人勇猛地撞开未来
之门。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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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教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我院中心组学习新形势下全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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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下午，西安高新科技职
业学院对辅导员开展培训活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教育思想提高办学治校
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学院全体政治辅
导员参会，党委书记安宁主讲。

安宁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总揽全局，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提出我国高等教育要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
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强调要办好我们
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不
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
科学的思想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
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坚持不懈
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
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
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要
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使高校
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
正。

同时，高校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意识形态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这三
项“铸魂工程”。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
德树人。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与时代主
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时代
赋予的历史责任。

最后，安宁书记强调全体政治辅导
员要深入落实“两教一普一帮扶”机制
和深化“六禁五管两坚持”机制，把爱
融入教育，用实际行动关心每一位学
子，全体政治辅导员作为作为特殊的教
师队伍，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指出的“四个相统一”和“四有”
好老师标准按照师德为先、教学为要、
科研为基、服务为重的基本要求，努力
培养和造就黄大年式优秀教师。

（宣传部 吕妍）

9 月 8 日下午，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召开座
谈会庆祝第三十三个教师节，院党委书记安宁、副院
长于萍及全体教师参加座谈会。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我院隆重召开教
师节座谈会庆祝 2017 年教师节。全面展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指引下，陕西省委
高教工委、陕西省教育厅等上级部门领导下，学院党
委的领导我院全体教师队伍呈现新形象新风貌。学
院深入围绕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一切服务学生，一
切围绕学生，以加强课改为重心；学院以强化和提升
师资队伍建设、师德教育与师德建设工作为契机，助
推学院在各项工作中取得长足发展。

在座谈会上各系部教师代表就自己的从教经
验、心得和对学院的情怀纷纷在座谈会上展开发言
交流，有年轻老师发言，誓与学生在一起，以仁爱之
心，做一名合格的好老师不仅仅要会教书更要会育
人！时刻牢记“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被评为副教授的王小毅老师深刻强调：为了学

生用百分之百的爱投入，成功不在于取决于怎么样
的学生，而做一个永葆热情、有理想、有追求的老
师。基础部高闪老师说：教育正是叶的事业，正是一
项奉献爱心的事业———爱校、爱家、爱学生，爱国、爱
党、爱西高。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自己负责，
对别人负责”的人生态度是当好老师的前提。此次庆
祝教师节座谈会提升了学院教师队伍的团结凝聚
力，提高了学院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
升教师的获得感，使广大教师乐教爱教、立德树人、
为国育才做贡献。

会上，于萍副院长作重要讲话并深入学习黄大
年教授教书育人，敢为人先，淡泊名利的精神在全院
教师队伍中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学习教育。各系部应
以立德树人为主线，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校
企合作，深化“三风”建设，推进内涵建设，因材施

教，培养创新人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把我院建设
为具有鲜明特色的高职院校。

通过此次庆祝教师节活动我院党委书记安宁深
入强调要求学院全体教师做好“四有”好老师，以两
个一百年为奋斗目标，深入践行习总书记在历年教
师节之际的系列讲话精神，要求全院教师践行好“铸
魂工程、强身工程、筑基工程”三个工程。安宁书记
深入浅出的通过三个小故事，通过总结黄大年教授
的先进事迹，要求全院教师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树立我们的家国情怀，要求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做一
个有理想信念的好老师、做一个有良好道德情操的
好老师、做一个有扎实学识的好老师和做一个有仁
爱之心的好老师。安宁书记的讲话对我院教师今后
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高度、新目标。最后 ,安宁书
记代表学院党政领导祝愿全体教师度过一个喜庆、
祥和的教师节。

（宣传部 吕妍）

我院召开庆祝第三十三个教师节座谈会

学院官方公众号

新学期伊始，我院从上到下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9 月 13 日中午，学院基础部全体老师在四楼会议室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7 .26 重要讲话精神。党委书
记安宁主讲。

7 月 26-27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
讨班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我院结合省委高教工委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

7 .26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并以次来
指导和推动学校的工作实践。

安宁书记在会上强调习近平总书记 7 .26 的重
要讲话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我们要坚决贯
彻落实。作为高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坚持“四个
自信”，做好“四个服务”，不忘初心，不遗余力，不懈
奋斗，真抓实干，持续提高办学治校能力和人才培

养质量，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而努力。
(宣传部 吕妍 )

9 月 14 日，我院召开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议深入
贯彻陕西省委、陕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学院各
部门、处室负责人、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副科以上

人员参会。党委书记安宁主讲。
会上，安宁书记就新形势下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重大意义，深入强调做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同时，要求
增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主动性。

整个中心组理论学习会突出思想理论教育和价
值引领，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创新大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整个学习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快高教强省建设，助力陕西
追赶超越。

安宁书记在学习会上深刻强调我院全体教师深
入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深入学习新形势下全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做
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

安宁书籍指出，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全面贯彻，
要严格要求，抓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实际行动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献礼。

（宣传部 吕妍）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