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工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庄小璇：毕业后，我将赴一心向往的西部支教。

信息学部微电子专业本科毕业生方明：毕业后，我准备全方位体验 gap year。

三年前，我抱定人生苦短、必须折腾的信念被保送北工大攻读研究
生，从此开启了一段难忘的创业之旅。

年轻人在创业伊始拥有的只是创意和热情， 然而把点子变现无疑
需要资金、场地、创业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我最乐于分享的是，学校创
新创业学院针对学生需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导创业学生，我也从中
收益颇多。在场地方面，学院开设了创客空间，结束了创业学生只能在
各自实验室进行科研和创业的历史，让大家拥有了自己专用的场地，为
创业团队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促进团队间的沟通和交流；在创业教育
方面，学院利用假期时间开展创业训练营等活动，通过沙盘推演等形式
帮助学生加深对创业的理解， 组织学生参观创新工厂等创新创业业界
翘楚、与创业大咖面对面交流，校内丰富的创业沙龙也为学生创客们搭
建了与创业成功的校友交流的平台；在资金方面，学院积极开展校内创
业竞赛，并将有价值的项目与校外资本对接，我本人也在校内赛中获得
前十名的成绩，并借助校内赛的平台获得了“北京中关村领创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三十万元的授信。

又到毕业季，回首过去，紧张充实的校园学习和创业经历锻炼了我
的能力、提升了我的素质，心中不由浮现对母校，特别是创新创业学院
的无限感激。临近毕业，又站在了选择就业或者继续创业的十字路口。
这一次，我深知当今中国社会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企、央
企等平台纷纷设立“创业池”鼓励、扶植、培育员工创新创业，使得就业
与创业从此在中华大地上不再是一对矛盾的选择。深思熟虑后，毕业后
我选择步入北京化工大学机械工程训练中心， 做一名创新项目方面的
指导教师，继续追寻创新创业的真谛，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以更好的成
绩回馈社会。

就业与创业不再是一对矛盾

还记得第一次作为学院代表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致辞，激动又紧张，期待
又害怕；一转眼，便成了大四的学姐，看着一批批“小鲜肉”进入校园，总有种
沧桑的优越感，当然，还有随之而来的一些压力。

得益于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合作办学， 我所在的都柏林学院给予我
们的是英式教育，这为我去到心心念念的英国继续深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
让我最终有幸成为伦敦政经的一名学子，憧憬着今年 9 月步入这所梦想校园。

我以为，想要去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在大三就应该着手准备，尤其是希望
申请 G5———英国前五名、极其优质的大学，即牛津、剑桥、伦敦政经、帝国理
工和伦敦大学学院，一定要尽早考 GMAT 或 GRE 以及雅思。如果问，大学
时期最残酷的经历是什么？我一定会说：当你的三年时间用完，验证这三年
的付出是否足够成为护送你进入理想学校的筹码时；当你付出的所有努力和
时间、汗水和眼泪都将浓缩在一张 A4 纸上———CV 时，你是否会遗憾后悔？考
的不够好？实习经历不够丰富？亦或是希望一切从头再来？英国一些学校的申
请会要求提供个人陈述，于是，你再一次拥有机会说说自己，这时你是否后悔
无话可说？

同样重要的是，并非成绩顶尖才能进入顶级学校，能在生活圈中成为一
位“有故事可讲述”“有经历可诉说”“有阅历可分享”的有趣灵魂，才是顶尖
大学看中的点。大学为你提供了最好的尝试一切不可能的机会，千万不要放
弃这段无拘无束的时光。

关于自己在研究生毕业后的方向，我也有所思考，希望能够进入 IBD，
也就是常说的投行部门。我相信，通过大学四年的锻炼与磨砺，从自理能力到
精神管理，都能在陌生的环境中帮助我，寻找到新的道路。同样希望大家都可
以成为理想的模样，在该拼搏的时候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野心；在该爱的时候
放开手去恋爱、去感受热恋、感受伤痛、收获成长，铸就不悔的大学生活！

大学为你提供尝试一切可能的机会

小时候，我曾看到这样一则公益广
告：拿着笔的大眼睛女孩，脏脏的脸颊
挡不住清澈的目光，求学的渴望透过眼
神，让人心疼。这一幕深深印在心底，至
今难以忘怀。在“梦圆”基金的募捐活动
中，研究生支教团整齐如一地喊着“为
山区孩子献出一份爱心”， 我的脑海中
便浮现出这张求学的脸庞，深感庄重。

后来，我开始关注北京工业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 关注身边的支教故事。支
教人、支教事、支教精神深深感染着我，
去支教的想法一点点生根发芽。开始我
也有些许顾虑， 但父母一直鼓励我：这
是一份历练，也是一种成长，个人的能
力锻炼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真正
的奉献需要自己体会、用心感悟。他们
的全力支持让我不再有后顾之忧。

最终加入研究生支教团，我的内心
是雀跃的， 我明白既然扛起这份责任，
就要加倍努力。 我们发出募捐倡议，齐
声为“梦圆”基金募得善款；我们同往届
支教团学长学姐一起改编话剧，生动演
绎支教生活；我们积极准备，参加教师
资格证笔试、面试，进行一次次支教试
讲。老师的悉心指导、小伙伴的相互帮

助，让我们在磨炼中一起进步、不断成
长。两个多月的试讲，我从最初的紧张
不安到现在的自信流畅，时常思考怎么
让讲解更清晰、引导更明了，督促自己
不断进步。

去西部，人未至，心向往之。我们了
解当地的需求，提前做好功课，与正在
西部支教的学长、学姐积极沟通，接力
支教工作重点需要改进的地方，积极进

入自己即将扮演的新角色。
六月天，艳阳高照，热情似火，支教

团中也常道，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西行的日子越来越近，感谢学校的信任
支持，感恩老师耐心的指导帮助，珍惜
一路同行的伙伴， 我们一定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自己的无悔
青春 。毕业在即 ，高歌一曲 ，我们拥有
的，是朴素的生活，和最真实的梦想。

一曲西行高歌诠释无悔青春

毕设做完了，答辩通过了，大合照拍好了，但是我却依然不敢相信自己
已经毕业了，因为，这一切好像从未开始就已结束。回首大学四年，或许应
该说，我从一个迷茫的人，变成了一个不那么迷茫的人。

满心期盼地收到录取通知，然而真正开启大学生活却发现似乎与想象
的不大一样，一时陷入了迷茫，只好每天泡在图书馆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
地读着杂七杂八的书籍，寻求一个答案。大二加入了艺管委，一个很小但很
真诚、很友好的部门，我算是找到了喜欢的事，但生活状态依然有些蒙圈。直
至大三，参加了指南针工作室的第一期培训，我才开始对时间管理和自我管
理有了头绪。而恰在这一年，我遇到了一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小伙伴，大家
共同学习、分享，亲如一家，更在大四的这学期成立了社团，不过名字有点怪
怪的，叫人体运动科学协会。

其实初到工大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明白身边的人每天在做些什
么，但慢慢地，出现了很多“值得的人”：讲电路的雷老师，军训团部的某学
霸，教摄影的杨老师，讲电影的志强老师，聊哲学的赵老师，还有实验室的
六哥，艺管的老团长、梅姐老师、一起工作的小伙伴，指南针的老师们，社团
的家人们……感谢所有爱我、点醒我、启发我的人，感谢我们能在纯真的大
学时光相遇，因为你们我觉得没有白来工大。

当前有个流行的词叫 gap year，而毕业之后的我也会“gap”一段时间，目
前计划去和实验室老师学习，和社团小伙伴一起成长，我还会继续考研。

我的故事很普通，疑惑也还在，但不再迷茫。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
段故事，也有自己的方向。借工大舞团导演杨嵘老师的话：有想法的人很
多，能表达出来的人，少了，而真正能做到的，凤毛麟角。道理大家都懂，去
做就好了，去做真正对自己生命重要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最后，愿君
享受大学时光，因为往事终成追忆，我们也追不回似水的流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方向

迷茫不代表可以原地不动

物华冉冉，岁月无痕，毕业预期而至，幸得读研期间还算
辛勤耕耘，不至于当前焦头烂额、毫无所获。有幸认识数位志
同道合的友人，在共同的理想下砥砺前行。思考、选择、坚持，
这大概是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了。

在读期间， 我与友人在深思熟虑以后选择了携手创业，
希望学以致用，有所创新，相扶彼此的理想，有一些浅浅的抱
负。感谢创新创业学院给予的鼓励与支持，让我们得以将思
想投产，明确了团队的奋斗目标，将团队中不同年级与专业
的伙伴都凝聚在一起。临近毕业，作为在校创业团队中的高
龄层，我们不得不做出去向选择。技能所学必然无法与世间
高人相比，为人处世和社会关系拓展，我们更需要奋步向前，
几经探索思考，团队中的火种留在学校进行迭代交替，毕业
的火苗则去大熔炉中进行淬炼，在起伏飘摇之中然得精神仍
在、自我仍在，以我们共同的目标进行修行。

本科四年加上研究生三年，在校七年，所获不敢与众多

优秀前辈相比，却也收获颇多，获得了些许心得。在校期间正
是青春年华，免不了的浮华或错误。故无论何时何地，多给自
己一些独立思考的时间。趁青葱岁月，多出去走走，多看点书
籍，跟他人多点交流，尤其与长辈之间的沟通，拓展一下思维
的维度，建立属于自己的三观，尽量从多角度理解自己以及
他人乃至周边的世界。拓宽视野，给未来多一点选择。无论什
么境遇，保持对自己相对正确的认知，学会做自己的伯乐，认
识自己的优缺点，了解并分析自己，过去、现在、将来，都有意
义。尽量学会用入世与出世的方法待人处事，必要的时候用
一点跳脱性思维，看看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在万
千可能中做出最接近正确的选择。

或许大部分时候，我们所学是一种技能，被我们拿来为
我所用， 然而更重要的则是我们本身所凝聚的一种精神、一
种思考方式、一种选择。

常瞻远虑，坚持不懈，想来必能众志成城。

在万千可能中做出最接近正确的选择

经管学院会计学专业本科毕

业生周荻潇： 在中学时代 ，45 分

钟的一堂课是衡量时间的尺度。到

了大学，一堂课变成了 90 分钟。慢

慢地，我们的时间计量单位逐渐从

一堂课变为一天、 一星期、 一个

月......想做的事情太多，时光太短

暂。希望接下来在传媒大学读研的

日子里，自己能够沉得住气，不急

功近利，不贪慕虚荣，始终清楚自

己真正的诉求，矢志不渝……

材料学院材料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刘羽：大学是什么？这是我四年中问自己最多的问题，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走这条路，因为你要开始真正主宰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找不到答案。相信
我，去读书！慢慢地学会
一个人享受时光，明白独
立思考的意义，懂得做一
个善良的人。 心开阔了，
一切都会明朗。

激光工程研究院
光学工程专业硕士毕
业生刘晓璐：一路走来
收获的不只是专业知
识，更多的是自我的完
善，十分感谢遇见的每
个人，愿未来的自己仍
怀少年之心，愿北工大
越来越好。

环能学院能源动力专业本科
毕业生吕杰：我有五个舍友：党支
书是个学霸，班长貌美如花，老大
哥能打呼噜，胖兄弟像个瓷娃娃，
大神是个奇葩。 学霸与大神读上
了研究生， 班长有了自己的职业
规划，老大哥的事业小有成就，胖
兄弟也要开启留学生涯。 我们更
新了人生的版本， 前面的副本不
会好打。 但我们赢得起， 也放得
下，没什么好怕！

艺术设计学院工业产品设计专

业本科毕业生焦莉珍： 在 大 学 里

度过了人生美好的时光， 我们懵懵

懂懂， 面对社会有着期待也有着一

点小畏惧， 像是准备离开巢穴显得

有些踌躇的幼兽。 不舍我的同

学，不舍我的老师，还有我熬过

那么多夜晚的专业课教室。

我离开了，走上一条通往设

计圣堂的路， 路远且长，背

起包义无反顾！

信息学部物联网工程专业

本科毕业生王翰洋： 未来会有

更多的机遇、挑战、困难、迷茫。

希望在那时不要忘记在母校的

岁月，四年最美好的青春，充满

了奋斗、拼搏、欢笑。这段校园

& 社联的生活将是生活最美好

的回忆，精神上最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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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规学院工业设计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毕志强：毕业后，我优先选择就业。 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周芮：毕业后，我将赴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之所以选择继续读书，源于长久以来，我很喜欢学校静谧
纯洁的氛围，对于单纯美好的校园生活具有很多留恋。虽然一
眼看过去未来前路未可知，但还是希望能够一帆风顺，偶尔乘
风破浪。

步上考研这条路，是因为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和保研机
会擦肩而过， 并放弃了可以竞争的其他保研途径。 因为我相
信，哪怕不凭借这条可能看起来轻松一点的捷径，我仍然能够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可能风险大一些，路途更加漫长一
些，但都不影响最后的结果。至于考研过程，也根本没有网上
谣传的那样辛苦， 没有高考的强度， 而且比高考自由开心很
多。总体来说，我的考研之路走得很开心，每天打打闹闹、嬉嬉
笑笑的也就过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就像手心里的流沙，你
越是要使劲攥在手心里，就越是留不住。既然如此，不如索性
自由一点，把每一天都活得甜甜的。

大学四年走过来，感觉我们其实都爱迷茫，但是迷茫不代
表可以在原地不动， 更应在需要决定未来方向的时候做出决

定。我们总是纠结着出国、考研、保研，抑或是工作应该如何选
择。大部分人被一叶障目的原因在于，做选择的时候比较的是
哪种更加容易、轻松，而不是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做决定其实还
是要跟随自己的内心，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是最好的选择。
总之，人生有一百种、一千种、一万种能够证明自己的方式。

我还是选择攻读自己的本专业社会学， 我很喜欢人文社
科类的专业，大概真的只是为了喜欢而读书。因为喜欢，所以
愿意读书看文章、做调研，愿意认真学习统计知识、背诵数学
公式、操作定量软件。

总而言之，大学四年让我见识了这么多不一样的人。我所
学的，又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生，那么多奇奇
怪怪的社会角落，让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趣的，既有真
实，又有戈夫曼的戏剧表演，是易卜生的“社会犹如一条船，每
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是蝴蝶夫人的“他叫我蝴蝶，我躲了起
来，一是欲擒故纵，一是怕自己高兴过度死去”。这大概是大学
带给我的莫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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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毕业业后后我我们们去去哪哪儿儿
编编者者按按：：大大学学几几载载，，弹弹指指一一挥挥，，从从青青葱葱的的岁岁月月中中打打马马而而过过，，从从明明

媚媚的的年年华华中中无无声声溜溜走走。。几几年年前前尚尚未未褪褪去去稚稚气气、、用用好好奇奇的的目目光光打打量量北北
工工大大校校园园，，开开启启一一段段缘缘分分；；几几年年后后意意气气风风发发、、昂昂首首阔阔步步、、以以自自信信的的态态
度度走走向向更更广广阔阔的的世世界界，，即即将将开开启启新新的的征征程程。。

六六月月时时光光正正好好，，毕毕业业悄悄然然来来临临，，让让我我们们将将这这段段记记忆忆封封存存进进时时光光
胶胶囊囊，，相相伴伴远远行行，，将将美美好好定定格格校校园园，，温温暖暖回回忆忆。。

北北工工大大学学子子，，聚聚是是一一团团火火，，散散是是满满天天星星。。虽虽已已启启程程，，然然未未走走远远。。

文文字字：：学学生生记记者者 吕吕嘉嘉仪仪

都柏林学院金融专业本科毕业生钟心霈： 毕业后，我将赴英留学。。

机电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刘润田：毕业后，我选择做一名创新指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