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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校园

■光影随行

■学生记者 祁浩然

各位女生， 在你们的世界里， 是否有这样一个人，
你和她推心置腹， 无话不说， 虽然偶尔也心存芥蒂， 虽
然不一定一开始就这么好， 但在共同经历过的日子里，
你们彼此包容。 不管多少人站在你的对立面， 她都站在
你的身后。 这样的人， 我们称之为 “闺密”。

百度百科里说： 闺蜜， 即 “闺中密友”。 《长大后的
世界》 就是一部描写闺蜜情的小说。 美国作家罗曼·阿
拉姆历时三年， 潜心完成了关于友谊的心理探究之路。
书中的两位主人公 ， 沙拉和罗伦 ， 一个出生于富户人
家， 一个出生于普通家庭， 却在 11 岁读小学那年相识
并成为室友。 在美国这个开放而又张扬个性的环境下，
她们已经面临青春期， 于是， 她俩以青春的名义， 冲动
又疯狂。 即便是犯了错， 对方都不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来指责， 而是以恰到好处的方式来安慰。

作者以轻松的笔法， 重点定格在她们认识第 21 年，
她们 32 岁的故事， 透过那一年的详细描写， 围绕着沙拉
的婚礼， 把她们的相处之道， 以一个个故事展现出来。

长大后的她们因为家庭背景、 机遇的不同产生分歧。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们的关系也变得微妙。 罗伦嫉妒沙
拉的良好出身， 也不愿听沙拉提起罗伦的前男友； 沙拉
也曾经嫉妒罗伦的美貌， 希望自己能够变成罗伦。 恰在
此时， 沙拉开始准备筹划自己的婚礼， 并在婚礼前发现
自己意外怀孕。 沙拉把在筹备婚礼时所有的焦虑和烦恼，
一股脑地与罗伦倾诉， 罗伦总是支持沙拉， 不遗余力地
帮沙拉分担一切。 在经历了嫉妒、 愤怒、 伤害、 猜忌后，
二人多年的友谊成功地维系了下去。

的确， 真正的友谊一定是互相给对方喊 “加油” 的，
是在对方哭的时候递上纸巾的， 是在对方无助的时候第
一时间赶到的。 就像书中的一段话说的： “答应我，” 罗
伦后来说， “你要是我闺蜜， 咱俩要是闺蜜， 那就说好
了 ： 从现在开始 ， 不管谁在冰上滑倒 ， 另一个也得滑
倒。”

“为什么？” 沙拉问。 罗伦当时回答说： “因为咱俩
要同甘共苦。”

故事的最后， 她们两人仍旧是最好的朋友。 书中的
故事仿佛是一个转折点， 连接着她们的童年与未来， 当
友情经历住了风浪的考验，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 20 年等待
着她们。

这本书的人物与小说 《七月与安生》 中的两位女主
角家庭相似， 一个孤单一个拥有家庭的欢聚。 小时候想
长大， 长大后想要有小时候的纯真， 可事实就是这样，
长大后的世界与之前大有不同。 长大后不像小时候一样，
无话不说， 长大后会有些孤独， 长大后的世界， 会令人

迷茫， 怅惘， 会认不清方向。 但随着阅历的增加， 大家
都会慢慢地找到合适的方向。

也许， 每个女孩生命中都有这样的 “两生花”， 犹如
镜中的自己， 让我们喜爱又憎恨， 接纳又排斥， 即使很
长时间不同行也不怕丢失对方， 因为我们知道， 那明明
就是另一个自己。

于平淡中孕育非凡
■青春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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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姬庆庆

李冬,一个略微有些腼腆的男生，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
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他将自己青
春年华中最美好的十年留在了北工大， 从本科阶段到博
士即将毕业， 他在这里留下了人生很多难以忘怀的回忆。
他很荣幸地获得了 2016 年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奖学金。

本科阶段小试牛刀
2006 年， 满怀对大学生活的好奇与憧憬， 李冬步入

北工大的校园， 开始了本科四年的生活。 在这四年时光
中， 他和舍友们踏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对北工大产
生了深厚的感情。 他们一起相约去图书馆在知识的海洋
中遨游， 一起去学校的各个食堂品尝美味佳肴， 漫步在
校园中感受春日的气息……

他热爱学习， 在本科阶段连续三年获得学习优秀奖，
还曾获得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称号。 有了扎实的理
论基础， 李冬将其应用实际问题中， 在北京工业大学第
六届结构设计大赛专业组比赛中取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
他表示， 通过这次比赛， 他第一次对设计大型工程结构
过程中的艰辛与责任有了切身体会。 有了第一次尝试的
经验， 他申请了北京工业大学第九届星火基金， 在项目
研究过程中， 他体会到了科研的乐趣， 从此便一发不可
收拾。 伴随着自身的不断努力， 在本科毕业时， 他用一
篇高质量的 《高层钢框架结构试验模型设计与主动控制
仿真分析》 毕业论文为他的本科学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

深造阶段突破自我
2010 年，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把握住保研机会，

选择继续留校读研深造， 师从杜修力教授， 希望在结构
工程领域的前沿研究中有所建树。 科学研究的道路好比
登山， 充满各种未知的困难和坎坷。 学术研究是枯燥乏
味的， 做学问的过程也是五味杂陈， 当课题无法顺利开
展， 成果产出延滞的时候， 他甚至想到过放弃。 但通过
自我调整和老师不断鼓励， 他勇敢地坚持下来。 他大量
阅读国内外文献了解研究领域相关的前沿技术， 通过学
习不断地积累自己的专业知识。 在经历过多次 “尝试—
推倒重建—再尝试” 的失败后， 终于有一天实现了突破。

2012 年， 在杜修力教授的鼓励与建议下， 他决定向
博士学位发起冲击。 依托北京工业大学和建筑工程学院
为莘莘学子提供的良好生活环境和科研平台 ， 在国家
“973 计划” 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以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的大力支持下，
李冬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先后在国内外主流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 19 篇， 其中 1 篇 EI 论文被评为 2016 年第
2 期 《水利学报 》 重点导读论文 ， 并担任 SCI 期刊
《ASCE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特邀审稿专家 。
在 2016 年， 他还相继获得了美中恢先地震工程奖学金和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李冬把 “谨言慎行、 戒急用忍， 真正的才智是刚毅
的志向” 这句话当作他的座右铭。 他认为在科研的道路
上一定要保持住自己内心的平静， 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
项工作。 一切的质变都是基于在量变过程中的努力与坚
持， 怀揣对知识的渴望与探索， 才能够在创新中感受快
乐。

体育运动助力科研
在辛苦的学习之余， 李冬喜欢上了打羽毛球。 在本

科刚入学的时候， 他以为打羽毛球就是要力气大， 于是
不自量力地在第二教学楼前挑战了羽毛球高手们， 结果
一分未得， 当时脸上发自内心的灼烧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后来， 他和众多羽毛球高手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刻苦
学习羽毛球技巧， 强烈地抑制着内心 “只靠蛮力打球”
的 “小宇宙”，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能够在赛场上
与高手们决一雌雄。 在他和建工学院羽毛球队的共同努
力下， 2014 年、 2015 年和 2016 年获得了北京工业大学
“工大杯” 羽毛球赛的冠军， 书写三连冠的傲人成绩， 创
造了建工学院羽毛球队的历史。 随着羽毛球技能的提高，
他还代表北京工业大学参加了北京市首都大学生羽毛球
锦标赛， 连续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获得了团体第一和团
体第二的好成绩。

李冬在采访中表示， 要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健康
是一切成就的基石， 健全的体魄是取得学术成绩最强大
的助力。 因此他在学术之余， 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成了他
的习惯， 也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成绩。

时光如白驹过隙， 十年的工大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
而很多事情才是刚刚开始， 李冬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
更加勤勉， 运用所学知识努力探索、 不断前行， 为社会
多做贡献， 用实际行动回馈母校的培养。

■记者 张宇庆

谢， 这是 Ouattara Sie 的中文名， 他来自科特
迪瓦。 1978 年出生的谢在本国读完大学本科后， 在
国内的一家石油单位工作， 生活平静而平凡。

2006 年一个周六， 谢回到父母家中看望父母，
身为法官的爸爸问： “你们五个兄弟姐妹谁愿意借
助 ‘政府奖学金’ 去中国留学？” 当时中国在谢的
心中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以为中国人都是像
李小龙主演的电影中的那样穿着长袍马褂， 人人都
会点儿功夫。 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不愿意前往中
国， 最后身为老大的谢决定去中国看看。

来中国前， 谢买好了两个月后回科特迪瓦机
票， 权当一次旅行吧， 谢自己宽慰自己。 但下飞机
的一刻， 谢大吃一惊。 他又看看了机票， “不会是
飞到美国唐人街了吧？” 看看眼前到处的中国字 ，
他还是不能确认会不会真坐错飞机来到了美国。

北工大接机的老师让谢确定无疑地认为真是到
了北京。 眼前的北京这么繁华热闹， 充满现代感，
跟他想象中的北京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谢到中国的第一顿饭是在北京工业大学回民餐
厅吃的。 当时发现了在国内从没见过的菜花， 结果
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在国内他们吃惯了咸的饭
菜， 结果尝试甜菜十分不适应， 结果他连吃了两个
月的麦当劳。

在这两个月中， 谢真实地感受到了北京， 他把
在中国拍的照片发给家乡的亲朋好友时， 大家都以
为他是用 PS 做出来的， 通过两个月对中国的了解
和认识， 谢毅然决定留在中国学习。 当他告诉父母
这个决定的时候， 父母感到十分震惊和意外， 但听
了谢的介绍和感受后 ， 中国在他们心中的印象变
了。 在谢的宣传下， 越来越多的科特迪瓦人愿意来
中国留学。

求学北工大
第一年上语言班的时候， 由于他年龄是班里最

大的， 大家觉得他像是老师 ， 于是就叫他 “谢老
师”。 这也给他带来的学习的压力和动力。 中文并
不好学， 今天学了， 第二天就又忘了， 于是每天课
后他回宿舍的时候总会带上几根粉笔， 在宿舍的木
门是写上当天课上学习的内容。 但即便如此， 也很
快便忘记了。 为了尽快提升汉语能力， 他经常在工
大周边找一些叔叔阿姨询问去工大的路线， 找机会
与他们聊天。 通过不断地与中国人交流来不断提升
自己的汉语能力。 谢不是学得最好的， 但却是最刻
苦的。 很多年前教过谢汉语的刘老师还会清晰地记
着他当时的样子。

过了语言关后， 谢选择了在北工大读硕士研究
生， 他拜师于软件学院的于乃功教授， 谢表示于老
师无论是在学业还是生活中都对他给予了很多帮
助。

2010 年他研究生毕业， 师从阮晓刚教授读博。
在谢看来， 阮老师是一位十分热心的老师， 无论何
时何地， 问阮老师什么问题， 阮老师都会十分热心
地、 耐心地、 细致地解答， 这也对他的学业起到了
很大的帮助。

谢身边的老乡学成回国成为了大学的老师， 但
是他考虑到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机器人， 自己国家的
大学没有相关专业， 需要新开专业。 但是考虑到学
生毕业后没有对应的就业领域， 他放弃了回国当老
师的念头 。 由于国内曾经发生过近 10 年的内战 ，
国内的安全部门也找过他， 期望他能够利用他的专
业制造出飞行器来巡逻维护国家地区稳定， 但是他
也婉言拒绝了。

结缘北工大
2015 年博士毕业后 ， 他申请继续留校读博士

后。 现在谢已经是国际学院的一位真正的老师了。
谈到留在北工大任教的原因， 他表示更多的是

因为跟北工大的缘分。 留在中国， 就是缘分， 最终
选择北工大缘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北京， 谢不仅完成了学业， 还找到了自己的
人生伴侣。 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
会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对于他来说， 父母的婚姻观
念比较开明， 认为只要相爱就很好。 但是在 08 年
和妻子一起回家看望岳父岳母时， 谢遭遇了一个巨
大的打击! 女方家父母强烈反对他们走在一起。 执
着的谢每到节假日， 总会带着礼物去看望女方的家
人。 因为他深信， 他与这位中国女孩有缘分， 他们
真心相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直在 2011 年， 女方
的家人最终接纳了这个未来的女婿。 现在他们拥有
了自己可爱的宝宝。

从买好回程票， 到现在成为中国女婿， 不知不
觉中谢已经在中国学习生活了 11 年， 他平时对中
国的美食十分喜欢，也喜欢到各地旅游，他曾去过中
国很多城市和地区，如南京、上海、珠海、香港、西安、
长沙、深圳等。 谢的妻子是山东人，他到过了山东的
很多地方，对山东也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刚来中国就被同学们戏称 “谢老师” 的他， 现
在真正成为谢老师， 这位憨厚的科特迪瓦人， 无意
中与中国邂逅， 却将根植于中国了， 也许冥冥之中
这就是缘分。

“感谢中国的发展强大， 让我可以更好地在中
国生活工作， 我爱中国!” 谢真心地说。 在未来， 谢
希望北工大发展越来越好， 在留学生的学生生活等
方面能够给予更好的条件， 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中
国， 来北京， 来北工大！

最美不过闺密情

———记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李冬

———读《长大后的世界》有感

4 月 12 日， 北京工业大学第七届校园文化节开幕
式 、 学生传统文化社团授牌仪式在奥运场馆南广场举
行 。 北京团市委副书记郭文杰 、 大学中专部部长张秀
峰、 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副部长师锦华， 北京工业大学党
委书记郑吉春、 副校长吴斌、 副校长刘建萍、 纪委书记
杨建新以及学校相关部处、 各学院负责人， 校园文化节
组委会成员， 青年师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开幕式由
校团委书记马立民主持。

中午 12 时整， 欢快激昂的二胡演奏拉开了活动的
序幕， 在古筝悠扬的旋律下， 演武堂武术社带来的精彩
武术表演， 宏文社带来的朗诵表演让奥运场馆南广场笼
罩上传统的文化韵味。 10 位学生传统文化社团社长依次
发出倡议， 号召同学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突出社

团特色， 丰富校园生活， 共筑青春梦想。 随后领导和来
宾共同为学生社团授予传统文化社团奖牌。

文化节开幕式与 “剪纸” 这一传统民俗文化相结
合， 配上蝴蝶、 沙燕等风筝寓意的剪纸点缀， 赋予了开
幕式灵动活泼的色彩。 同时， 还采取了与 “致敬传统，
炫跑青春” 创意彩妆跑相呼应的形式， 伴随着 “校园文
化节开幕式” 字样的卷轴徐徐打开， 本届校园文化节正
式启动。

本次 “致敬传统， 炫跑青春” 炫酷彩跑活动分为网
络平台报名、 路展演出报名与学院内报名三种方式， 活
动现场人数超过 500 人。 参与活动的师生由奥运场馆南
广场出发， 运动的快乐伴随着强健的体魄， 鲜艳的泡沫
中夹杂着阵阵欢笑， 很快师生们陆续到达终点， 将五颜

六色的手掌印在纪念展板上。
北京工业大学第七届校园文化节以 “礼敬传统文化，

共筑青春梦想” 为主题， 将通过校园文化集萃、 艺术教
育普及、 群众体育锻炼三个版块， 以 “五节”、 “两月”、
“一日” 为核心， 暨开展故宫学文化节、 社区文化节、 社
团文化节、 读书文化节和民俗文化节， 心理健康宣传月、
“科学精神与学术规范” 教育宣传月， 及国际日活动为主
线， 计划开展三十余场校级活动和四十余场院级活动，
活动将辐射全校本科生、 研究生、 留学生以及教职工，
预计覆盖万余人次。 校团委致力于培养全校青年师生健
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文化修养， 营造积极向上、 格调
高雅、 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 普及中华传统文化，
带领工大学子共筑青春梦想。 （校园文化节组委会）

礼敬传统文化 共筑青春梦想

4 月 9 日， 经过 7 天的课程及实践环节， “北京工
业大学-创新工场” 大学生创业训练营落下帷幕。 创新
工场投资经理徐翀、 新浪战投总经理荣蓉蓉、 车库加速
器 CEO 祝偉宁以及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创新创业学院
负责人等出席结营仪式。

仪式上， 6 个项目组分别展示了 “文具的圈”、 “觅
途”、 “大学生兼职实习社群”、 “cyook 设计文创威客
平台”、 “新时代 VR 网咖” 及 “POMPI 意式甜点” 等
项目成果， 到场嘉宾认真听取了项目汇报， 针对各项目
的可实施性、 未来发展做出了详细点评， 提出中肯的指

导意见帮助团队进一步拓宽思维， 发掘项目潜质。 到场
嘉宾为营员代表颁发了证书和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本期训练营自 2 月 24 日正式启动报名以来， 共收到
了 279 名同学的申请。 通过初选、 面试等多次选拔， 最
终 50 名同学参加了活动。 训练营期间， 北工大优秀创新
创业导师与创新工场旗下新创企业创始人共同为同学们
带来了创业经验分享交流、 新创企业实地参观体验、 沙
盘模拟企业经营、 商业计划书编写、 商业路演实战、 创
业投融资指导等丰富内容。 经过学习和实践环节， 同学
们不仅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体验了新创企业的工作

环境和文化氛围， 创新创业意识与思维也得到了进一步
提高， 对于当前创业形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未来，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创新创业学院将继续积
极开展优质创新创业活动， 加强校企合作， 打造大学生
创业训练营活动品牌， 进一步完善我校创新创业教育平
台， 为 “有创意”、 “能创造”、 “善创业” 的同学提供
多层次、 全方位的资源支持和服务保障， 帮助想创业的
同学创新业， 正创业的同学创好业， 善创业的同学创大
业， 为京津冀区域发展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才。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北京工业大学 -创新工场”
大学生创业训练营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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