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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在阳光下拾捡成长的足迹......

曾几何时，我们都曾迷上躲在一段时光的角落，静静地怀

念一段成长的过往。牵着纯真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告别稚气，

只身一人陷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坎坷，就像是雨，即使倾

泻，也总挡不住前行的脚步。雾散识途，频频回首，所得的并

不一定都是远山含翠的金粉记忆。很多时候，我们就如那小小

的蚕儿，经常会陷于一种生存的窒息状态，或是处于绝望的境

地，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咬破自己构筑的外壳，尽管这一过程会

很痛苦，但是对于生命的重生，它又实在是一种必须。失落和

伤痛从来不会在成长中缺席，重要的是如何用心感悟它们的价

值。倘若我们永远活在春天里，就无法品尝到夏的茂盛，秋的

灿烂，冬的严酷，那是不是更是一种生命的遗憾。成长就像一

杯好茶，需要慢慢品味。

当你因为问题棘手不知所措；当你遇见疑惑不知何处咨询；

当你出现心理困惑无处倾诉，管理学院“助你成才”辅导员邮

箱已经启动，在这里我们打开心扉交流成长心得，为你答疑解

惑，帮你走出困境，助你迎来崭新的一天。无论是生活中的烦



恼，还是学习上中的困惑，都可以发 E-mail 至“助你成才”辅

导员邮箱，辅导员和学院的领导老师们会及时帮助大家解决烦

恼，伴你成才。

成长，是一种在平凡的伤痛中不断温习着的伟大。让我们

在阳光下，捡拾成长的足迹。伴着成长的足迹，慢慢体会成长

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宽容与感悟，它是一种信念，让我们知道，

凋零的可以是花，但绝不会是春天。



目 录

一、人生没有彩排............................................................................... 1

二、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6

三、蜕变............................................................................................... 8

四、生而为人..................................................................................... 11

五、一个新年计划............................................................................. 13

六、假期所想..................................................................................... 16

七、我的假期生活............................................................................. 20

八、一卷书......................................................................................... 23

九、一里实践之路............................................................................. 26

十、有幸遇见..................................................................................... 28

十一、来日方长 不卑不亢............................................................. 32





- 1 -

人生没有彩排

怀着对大学的憧憬，我进入了滇西大。

刚刚和军训生活做了道别，又迎来了一周的实习讲座以

及相关讲座，从中我获益匪浅。

记忆犹新的是我们管理学院的领导董晓林给我们谈了管理。

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说西蒙曾说过管理是一种决策。告

诉我们既然要学管理就是要学正确的做事和做正确的事。管理

的本质是协调，特点是动态性，科学性，艺术性，创新性，经

济性。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事半功倍，也由这些告诉我们一个做

管理者的要有实践和思想。不做三拍干部，要做到科学决策，

依法决策，民主决策。

学校生活也正式开始了，开始了正常上课。而我觉得我也

荒废了许多大好时光。都说大学去的最

多的肯定是图书馆和食堂，而我一个学

期完了去图书馆的次数屈指可数!可能

是由于课程不多，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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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了，让我在大一这一学年没能想清楚自己的人生规划道路，

由此荒废了一个学期。而我也将在接下来的学期做出改正和付

出，不可以再继续漫无目的，至少我经历过高考的磨炼，也获

益匪浅吧！

现在，我可以先讲述一下我的高中经历：和大多数同学一

样，刚进入高中不知道高中是通向大学的道路，只顾着结交朋

友，一起玩乐，却忘了一个学生的本职是学习，所以学习成绩

自然一落再落，导致 2017 年的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那时候

也没觉得太失落，想着有个大学上就好了，然后去到昆明某所

高校，是专科学校，也就不用多说吧！继续读了三个月的所谓

大学，伴随学期的进行，和好朋友们的交流让我在这三个月明

白了很多，所以我毅然回去补习。回去补习的六个月，我每天

起早贪黑，其他同学在睡觉，我在背英语，我要付出的努力必

须是其他人的多倍努力，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理科本来就是

一条链子，之前已经断了好多截，当然得一截一截接上去，想

要一口吃成个胖子那是不可能的!一个月过去，我终于看到了一

点点起色，我之前的知识捡了回来，还在不断的学习以前没学

的知识。分数也在不断的提高，一步步向我的目标靠近!经过我

的努力，我上升到本科学校，来到了滇西大，我也很庆幸自己

能经过努力来到滇西大。

刚进入滇西大时，目标也算清晰。想着在大学好好学习，把

专业知识学牢靠，等毕业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活成自己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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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样。

竞争班委时，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可以为同学们服务，二

是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说直白一点，大多数同学也和我一样

吧，更多的是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我也不例外。虽然几经波

折，但是我也当了一个副班长。尽管事不多，但是也锻炼了一

定的能力。在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时，也明白了多包容他人，

反省自己是最好的锻炼。本想加入学生会，但是由于自己的经

验不足，在面试过后我落选了，当时有一点难过，但并没有放

弃，反省了一下是自己经验不足，自己的能力与锻炼远远不够。

后来我又去面试办公室辅导员助理，虽然我成功了，但是也告

诉我，我将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想着通过各种来丰富自己

的生活，不断锻炼自己的能力，可是能力不足也让我逐渐迷失

了方向。在这里和我想象的也不一样。不仅没有做到每天都充

实，而且还做了许多无用功。很少去图书馆学习，学习成绩学

期末出来了，虽然都过了，但也不太满意。最主要的还是自己

目标丢失了，不知道从何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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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迷失方向时，假期的家访让我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经过几番思考后， 考研是我大

学的近期目标，现在的大学生面

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考研成功，

压力能稍稍减轻，自己前途也可

以多一丝丝光明。古人说过：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要走的更远，就必须多读几卷书。在

接下来的三年多，我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得到提升，首先

是行动力的培养，其次是能力的培养。把现在的成绩提上去，

多学一些社会技能，学会做人做事。不说什么都能出色，只要

不庸碌就好。

这便是我对我这一学期大学的回顾，总之不太理想。在以

后我是要做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人。因为人生没有彩排，只有不

断的学习，提高能力，扬帆前行，才会让人生的路相对顺畅。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物流管理专业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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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慧慧同学，你是目前为止假期作业完成度最高的一位同学，

老师太开心了。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从你的经历

中我仿佛看到了 10 年前的自己。不同的是你比我聪明和睿智，

知道自己的目标。人生最怕的是没有方向，和不努力。这两点

你都克服了，剩下的唯有坚持，目标是正确的，你的努力老师

也看在眼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督促你并和你一起继续努力，

一路前行，坚持到底，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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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二月的风，像个孤独的诗人，独自吹拂着被冬天洗礼过的大

地。

漫步在附近的公园，赫然发现樱花已经开满了枝丫，却是不

知不觉发现，春天到了。

前方佝偻的老太太半躺在秋千上打着盹，泰迪犬在她脚边时

不时的哼唧两声，樱花在她们身后开得正好，时光被这静默的画

面晕染的极美。我想，这大概就是老太太一生忙碌奔波后最好的

归处吧。

泰戈尔诗集里有这样一句是我极其喜爱的："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细想之下又有些迷茫，怎样的活着才能如夏花

般绚烂呢？带着遗憾告别了深重苦难却意义非凡的高中，迈进了

大学，一切似乎是那么平淡又平凡，仿佛本该如此。在大学里突

如其来的放空自己，尽管每天都在找很多事来充实自己，但谈及

未来，却依旧显得迷茫而不知所措。我儿时最大的愿望便是长大，

长大了却发现自己在这茫茫人海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又想起

父亲经常教导我，女孩子需要自立自强自爱，有自己的目标，自

己的理想，自己的主见。现在想来，也是极其惭愧的，终归是辜

负了父亲的教导，没能及时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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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回顾这个学期的种种，我想我还是幸运的，幸运的遇到

了那么多有趣小伙伴，幸运的遇到了那么多可爱的老师，幸运的

遇到了那么温柔的管院。我们是管院的第一批学生，我们将和管

院一起成长，我们将见证管院的崛起，我们也是管院的建设者，

这叫人怎么能不兴奋啊。于是从此我便将管院放在了心里，将这

当成了我的一个归处。所以我从没后悔选择管院，从没后悔来到

这里。

未来啊，还很长很长，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我也不知道。我

能做的，就是一如既往的热爱生活，热爱身边的一切，把所有属

于自己的事做好，活在当下，活好当下，我想，这就足够了。

市场营销专业

黄丽琼

回复：

黄丽琼同学，你好！每次读到你写的东西都禁不住要赞叹两

句，很美，就如在欣赏一幅画卷一样。虽是人人都可能遇见的眼

前景，但一经你描述，仿佛活了一般，所以谢谢你的分享。经过

一学期的相处，老师认为你已经做到了热爱生活，活好当下这一

点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老师希望你永葆初衷，继续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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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

尊敬的老师：

您好！

我是来自健康服务与管理班的李纪龙同学。首先非常抱歉快

临近开学了我才提交这份作业。2019年对于我来说有太多的荣幸，

同时，也有太多的不幸。总结我的 2018，入学以来的半个学期，

我收获甚多，我与同学成功组建了自己的社团、荣幸地成为管院

的一名行政助理、成功当上了管院中秋晚会的主持人、成功竞选

成为学校元旦晚会的主持人，并且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

些都是我值得为自己骄傲的地方。但遗憾的是，我并不是一个懂

得合理安排个人时间的人，我总是忙于学校学院以及社团的各种

事情而很少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以致于微积分挂科了，辜负了老

师的期望。陈老师讲课非常仔细，对我们地非常用心，在课堂上

我也能够听懂，但是课后没有很好地去复习巩固，这是我个人问

题，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补考考过。

我的性格其实很孤僻，尽管表面上我与老师同学们可以很好

地交流，考试前夕，我接到家里的电话，收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接

受的消息，我失去了爱我的父亲，最后也没能见他一面，这是我

一生最大的遗憾，这使原本孤僻的我更加不愿意去接近任何人。

一时的巨大打击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我试着去让自己接受。在

寒假期间我们管理学院的几位老师不远千里亲自驾车从学校来到

家中，我和家人很感激各位老师们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说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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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应该，不懂事的我一开始还不愿意让老师来家访，但姚院长

执意说一定要到家中来看看，这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后来我慢慢

发现，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能做

的就是去接受它并且鼓起勇气继续奋斗。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

当家，这句话一点儿也没错，当我发现必须靠自己的时候，我也

许也快长大了，这也将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不乏艰苦奋斗的

勇气，我相信我能成为我渴望的样子。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关心和帮助，新的一年祝各位老师

身体健康，一帆风顺。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李纪龙

回复：

李纪龙同学你好，我是王老师。很遗憾平时和你接触的时间

挺多的，但一直都未曾走入过你的内心深处。你一直是个彬彬有

礼的孩子，和同学和老师相处都很融洽而且在老师看来你很独立，

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不用过多的督促你，你一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

做好的。所以对于你微积分没学好的事情，老师也有一定的责任，

没能做到及时的督促你学习，还有以后老师也会适当协调同学们

的学习与兼职和课外活动的关系。你虽然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毕

竟还是个学生，对于合理安排时间问题上，老师会帮助你一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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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对于补考的事情要做到行动上警惕，思想上放松。也就是

一定要好好复习，乃至以后好好学习，但是思想上一定不要有包

袱，不需要多想，只需要认真学习就够了，因为科学文化知识的

学习是最客观的东西，只能靠自己。这次期末考你能全程参加，

老师已经很为你骄傲了，你能暂时放下悲痛，分清现实的重要性

实属不易了，不要对自己过于苛刻。老师，朋友，甚至亲人能给

予你的是外在的东西，你的内心深处对已发生的事情的接纳以及

对未来的打算才是最内在的。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自己无法控制

的事情，对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们只能选择放下。逝者安息，生者

还需继续努力生活，发生了这件事情后，你已经长大了，真如你

所说这将成为你人生的转折点，老师相信你能成为自己渴望的样

子。有时候我在认真的思考，自己到底能给予你们什么？没有对

口的科学文化知识可以传授给你们，甚至有时候不能做到为你们

解惑。后来我想明白了，至少我还有爱，我可以毫无保留的把爱

和时间都给予你们，唯一希望的是你们能长成自己渴望的样子，

所以记住，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我当做朋友，诉说衷肠。最后希望

你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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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我很后悔。

我曾经栽下了一颗小树，看它花开，看它结果，它茁壮成长，

最后又归为黄土。我曾不止一次的憧憬这颗小树的未来是多么美

好。可是又看到了它谢幕时的泪，那时我才明白，我忽略了它成

长时的记忆。人生没有那么美好，童话故事也依旧是故事，为了

那个注定的结局，而忽略了过程，我觉得多少是有点愚蠢的。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我的父母定义我的未来，他们希望我平安幸福，希望我朝着

他们铺平的路前进，16 岁以前我的确是这样做的，16 岁以后我发

现这样是长不大的，即使最后我能有强壮的身体，可是心依旧是

脆弱的，于是我跟我的父母聊了一个晚上，然后我就有了自己定

义未来的权利，我能感受到父母的失望，但是我还是那么做了。

生而为人，我很骄傲。

我很骄傲，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

万卷书，我希望大学四年能够完成一部分，我理解的读也不仅仅

是读，要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行万里路，我希望在我还能走的

年纪实现它，我理解的行，不是去增长见识，也不是去看风景，

而是去修心，其实这跟古人说的入世，红尘炼心大同小异。

跟着感觉走，在路上，追寻属于自己的风景，此生无悔。

物流管理专业

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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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李锦同学你好，能读到你的这篇感悟老师觉得甚是荣幸，我

几度怀疑是不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所写，太深刻了。每字每句仿佛

都在书写人生，你的感觉是正确的，这也许就是人生，一个饱含

遗憾，歉意，自信，骄傲，成功的过程。只要沿途不迷失自己，

所有的坚持都会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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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年计划

“爆竹声中一岁除”转眼间，一年又过去了。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应该沉思，想想自己在新的一年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古人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我们应该拟定好一个新年计划，让新的

一年有新的气息。新年总会给人太多的憧憬，太多的畅想。新年

是新的起点，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应该有新计划，新目标。

如果说人生是一张乐谱，那么大学生活一定就是其中最嘹亮

最炫丽的音符。在不知不觉中，大学生活已经过去了半年之久，

感觉那没日没夜，疲惫不堪的高三生活仿佛是隔世，但是那种疲

惫似乎还没完全褪去。偶尔，感觉睁开眼的那一瞬间，似乎还有

无数的试卷，题目等待我的完成……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高考后

遗症。

在这新的半年里，我拥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随之而来，也

拥有了更多的朋友和快乐。我从开始对大学生活的强烈期待，到

后来的些许失望，到现在对大学生活的接受，适应和喜欢。经历

了这三个阶段，我并没有觉得生活的无聊和空虚，反而是一种充

实和快乐。这半年的学习生活，让我收获了很多。感觉这半年，

把我的亢奋，激动和任性的心情给平复了下来，没有像以前那样

的叛逆；对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不再是想尽一切办法挣脱和逃

避，而是选择静静地接受和适应；感觉自己冷静了很多，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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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成熟了很多。这半年的时间也刚好让自己对还有几年的大

学生活做了一个规划。感觉要学的东西太多，自己必须多花些时

间和功夫在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上。我必须用知识武装自己，让

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人。当然，还有一点儿也是需要

我不断学习的，那便是“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在此期间遇到了点

问题，但是我相信，这是一次教训，给我的一次学习的机会。也

许，有挫折才会有进步。

我的新年计划是 1.严格做好时间管理。设定好每个月，每一

天，该做什么，必须按照规划去完成，充实好自己的每一天。2.

锻炼身体，注意饮食，保持健康体魄。3.解锁新技能。想更上一

层楼，除了做好常规工作，要寻找突破口创造有额外价值的工作。

认真完成好作业和学习。

2019 年，我的目标就是向着努力的方向，坚持不懈，奋勇向

前，我就能成功。新的一年，我要带着我的目标前行，前行……

物流管理专业

密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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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密春龙同学你好，新年新气象，新年新目标。读了你的新年

计划老师感受得到你确实花时间进行了思考。包括对上学期的总

结中提到的人际交往中的小插曲也察觉到了，很好，有改善的想

法老师很欣慰，人际交往无处不在，在大学这个小社会中我们就

要把它做好，以后毕业到社会上才不会吃大亏。新年计划做的很

到位，学习生活方面都提到了，新学期开始还需要督促自己将具

体到每天每个时段的计划，进行详细的分解。每天按照计划学习

生活，一个月，两个月，慢慢的就会形成习惯，这将会让你受益

终生的。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学习进步，身体越来越棒，能学习

到更多的新技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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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所想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不断的向前走，同时也不断的犯错误，

不断的去闯，不断的前进。

有时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很糊涂，做着自己都觉得

可笑的事情，悔不当初。

进入大学以来，我结交朋友，认真去处理各种事情，尝试着

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大胆勇敢的去做，渴望得到别人

的赞赏，渴望出众……

或许个人的脾气性格问题，有时自己会很糊涂，盲目的去做

一些事情，去犯错，到头来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只不过加重了在

别人内心不好的印象。

进入学生会以来，特别是进入学生会主席团之后，我更加认

识到了自己的职责与义务，所以我很认真负责的去完成老师交代

的任务，积极热情投入工作，在管理好自己的前提下才能去管理

他人，但是有些事情的确很困难，毕竟我没有任何经验，只能试

着去做的更好、更完美，但也有别人的不满。

逝去的大学生活，自己真的很盲目，感觉昏昏噩噩的就度过

了一个学期，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当初在暑假计划中制定

的入学时的规划去哪了，怎么是现在一个堕落的样子，随波逐流，

迷失方向。

我时常渴望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终有一天能够主政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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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扬眉吐气，去完成自己最开始的从政梦想，实现自

己的价值，可无奈看看这个现实，自己有没有勇气去努力，这个

梦想看着却只能是空想啊。

我也渴望自己成绩更加优秀……或许真的是借口太多。

……

但我终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自己幼小时别人眼中的我，

从小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个调皮捣蛋的人，自上初中以后，我也

改变了很多，开始听老师的话语，开始认真的学习，开始做父母

的乖儿子。可以说到今天我依旧是父母眼中骄傲的孩子，可无奈

我怎样改变，依旧是别人眼中那个不听话，调皮捣蛋的人，有些

时候想想自己真的很可悲，很可笑。

我出生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认识的字很少，没有任

何手艺，憨厚老实，家里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在一些亲戚

朋友眼中，他们就是高高一等，认为自己很厉害，特别看不起我

们。

……

看着父母的辛勤努力，自己真的很无能为力，只能躲在一旁

默默的哭泣……有些时候我真的很讨厌自己，怎么是这副德行，

既然无能为力，那还这般模样，唉……有些时候，我多想自己不

在读书，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真的不希望看见这般劳累的父母，

真的希望劳累的是自己，让父母多休息一下。

人这种东西，有些时候真的很矛盾，有时会把一些事情看得特



- 18 -

别重要，真的很奇妙。

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怎样去做才配拥有现在的一切。

物流管理专业

王福权



- 19 -

回复：

首先祝王福权同学元宵节快乐，接下来老师对你的疑惑提出

自己的一点点想法。一、出身问题是我们都决定不了的，所以无

需懊恼和自卑，发生了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但可以改变未来的

生活，现在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二、现在起就打消不

读书打工的念头，你现在出去挣钱一个月最多 3000 元，你的目标

是毕业后挣大钱，不能被眼前的现状迷失方向，父母供自己读书

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了，再咬紧牙关也就 3 年，再说现在有助学贷

款政策，充分的利用好国家的有利政策，提高自己，为了更好的

生活必须努力学习各种才能去适应社会。三、别太在乎别人的看

法，做好自己。亲戚和村里人们的看法基本可以忽略，因为墙倒

众人推，你自己必须强大。同学的看法需要辩证的看，不需要做

任何事情迎合别人，主要是要做好自己。四、感觉生活迷茫可以

多走近辅导员，感觉课程迷茫可以多走近任课老师，感觉未来迷

茫，特别是对于未来想从政，为人民服务，要靠近学院，多和学

院老师或领导联系，学院是你的家，顾好小家，才能有能力和精

力去顾学校这个大家。只要踏实的做好分内的事情，你就配拥有

现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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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期生活

冬意暖暖，时光荏苒。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悄然走过，自己在

时光的轮回中不断成长，感受自己的成长过程，有忧愁，也有喜

悦。

不同的经历来自不同的体验。这个寒假少了海量作业的羁绊，

为了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所以我想到了体验生活，1 月 20 日那

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台北帮厨餐厅，成为了一名服务员。

能为广大消费者服务是我的荣幸，我们的口号是:“热情、周

到、以顾客满意为最高宗旨”,一句简单的口号给予了工作者极大

的激励，让我们不断的提高自己。

过年前一天，餐厅组织吃年夜饭，庆祝过去一年取得的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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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绩，并迎接新年的到来，

祝愿新的一年一切都会越

来越好。

2月 14日 餐厅用玫瑰装饰

糕点，渲染了 情人节的气氛。

一个多月即将结束了，然而我也将离开这个留下寒假回忆的

地方；虽然每天都很累，但是过得很充实；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

人，他们总是无怨的帮助我；同时，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然我也有很多感悟。不同的环境塑造不同的人，不同的场

所有不同的交往方式，但无论怎样处理好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至

关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准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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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人际关系是成事之关键。另外，也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我有

两个同事是情侣，虽然他们会因为平小事吵吵闹闹，闹着分手，

然而男的经常会和其他女同事开暧昧的玩笑，但是好的感情是经

得起考验的，正因为彼此的包容与理解，所以两人的感情越来越

好；然而，也有相反的列子，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由于小小的

矛盾不能调和，彼此的不信任，将会导致关系越来越淡，甚至要

离婚。感情是一种需要维护的东西，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宽容，理解与信任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祝老师假期愉快！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杨丽江

回复：

杨丽江同学你好，看了你图文并茂的假期生活描述，感觉好

充实。对了，过年几天回去陪父母吧，相信他们也很想念你，你

能很好的适应新群体，老师很是为你开心，平时你是一个开朗活

泼的同学，相信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吧。最后你能感悟到人际交往

的重要性和相处的原则是非常好的，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其

实都是人际交往的一门艺术，老师希望你能很好的领悟并经营好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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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书

“朗读者”是我喜爱的一档节目，每一期内容总是能拨动心

弦-‘遇见’是一个奇妙的瞬间，可以使两个没有交集的人相识，

也可以让处于低谷的你因为遇见而豁然开朗，成长；“陪伴”是最

长情的告白，是父母陪伴孩子慢慢长大，是爱人之间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的陪伴；“勇气” 是每一次破茧成蝶的你心里那一份底

气......这个假期我买了《朗读者》再次回味，想与老师分享其

中一期“遇见”。

老舍小时候长到十岁还未上学，不过幸亏遇到他生命中的贵

人-刘大叔，刘大叔出钱让老舍读书，也不以富人姿态傲视老舍，

欢迎老舍时常到他家中去，照顾老舍，帮助老舍完成学业，成就

了老舍，在刘大叔遇到变故后，老舍帮他办贫儿学校，做义务教

师，施粥。刘大叔圆寂之后，老舍十分伤心，写了《宗月大师》

以此追悼他。如果老舍没有遇见他，就没有人点燃老舍心中那盏

善的灯火，就没有今天的老舍。遇见是我这个学期体会最多的词，

这个学期对于我来说是个新的开始，离开了父母的庇护，一个人

来到陌生的城市，开始慢慢接触社会，本来以为自己会孤独寂寞，

但因为遇见所以不孤独，遇见了舍友，与她们相识相伴，一起游

玩，一起吃饭，增长知识同时也丰富了阅历，使我这个学期过的

十分精彩愉快。我没接触大学老师之前，认为老师只负责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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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感觉大学老师像朋友一样，当我遇到了困难会给予我帮

助，不让我惧怕陌生的城市。未来我们会遇见许多路，需要做选

择。罗伯特 弗洛斯特在《未选择的路》说他选择了一条荒草凄凄，

十分幽寂，人迹很少的路。而现在的我还很迷茫，未能做出选择，

不过我只能让昨天过去，把握今天，让每一天过得不暗淡，让自

己遇见更多，找到自己的心声，才能为自己明天做出选择。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

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见过的。”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初次

见面时欢喜的遇见；“幸会，今晚你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

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

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

定一生的遇见。“滇西大，我来了”这是我怀着梦想与滇西大激动

的遇见，我将在这里开启新的求学之途，也将与滇西大共同成长。

希望滇西大越来越好，希望自己越来越成熟，离自己梦想越来越

近。

市场营销专业

罗颜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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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颜双，读了你的一卷书，勾起了我重看《朗读者》的冲动。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你的文采很好，语句都很优美。从朗读者的

遇见，引申到人生的遇见，滇西大的遇见，字字见真情。你现在

没有明朗的选择，因为你才大一，遇见的还太少，没遇见专业知

识，没遇见正真的兴趣爱好，没遇见立生之本，没遇见的还太多。

慢慢的遇见，你的选择也会慢慢明朗的。至于同学、老师和学校

你遇见了，或欣喜或些许失望，都请珍惜，如青春一般所有的遇

见都会很短暂。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在不断的努力朝着美好的方向

发展，也请你给遇见一点时间，让它变得更美好。祝愿在未来的

日子里，你会有更好的“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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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实践之路

匆匆的一周，我参加了怒江大学生健康故乡行志愿者活动，

还参加了客运暖冬志愿者活动，还参加了当地县团委组织的客运

站暖冬志愿活动。这期间，我们给孤寡老人送去棉衣，给他们测

量“三高”，给一些山村里的人做健康知识宣传，还对当地初高

中的学生进行辅导。在客运站，给回家的路人送上一杯热水，一

桶面等等。面对老人们守旧观念过节的孤单，面对偏远山村对健

康知识的一无所知，面对匆匆回乡的沧桑旅客，我不禁想到“唐

有诗，宋有词，明清还有小说，我这卑微的身躯能为他们做什么?”

这短短的一周。很累但很充实，握着老人们布满岁月痕迹的

手，看着小孩们天真的笑容，在旅人满怀谢意的目光中，一种陌

生而又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以

蜉蝣之力向更多的人展示社会的温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展示

社会的温暖，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国家的关怀，而将这份爱心传递

下去。

明天就是除夕，陪着家人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也祝老师除

夕快乐！

市场营销专业

和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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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和树球同学，谢谢你的祝福！除夕很快乐吧，老师也十分快

乐！短短一周就参加了两次志愿者活动不错，再接再厉。祝你度

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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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遇见

生命是一程旅途，人们所有的享受与幸福只不过是生命路旁

的旅社，供人们稍事休息，好让人们增添精力到达终点，追求得

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去的过程。假期是让我

们休整好，背上背包，再次启程。

假期我到当地的一所托儿所去做暑假工，它有一个美丽的名

字叫童之梦托儿所，正如它的名字一般，那里是孩子们的梦中乐

园。托儿所里有一百多个小朋友，最小的只有一岁，最大的也仅

有三岁。我们的老板，段叔叔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大叔，不上班的

时候会带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还会给我们传授许多生活的经验；

我们的园长，段姐姐是一个十分魅力知性的女子，上班的时候十

分照顾我们，下班后组织大家会坐在宿舍分享每天的心得，也正

是这个每晚的心得交流会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的老师兼我的大

姐姐，杨老师是一个如妈妈般的人，她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感受，

集托儿所所有小朋友的喜爱于一身;我的好同事阿孔，一个有点神

经大条的女孩子，性子直爽有啥说啥；我的小妹妹小米，一个乐

观又忧郁的女孩，小米没有考上大学，因为喜欢小孩子所以去了

托儿所，她并没有因为没考上大学而颓废，而是选择自己喜欢的

事继续努力。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一切都十分生疏，

没有办法带好小朋友，小朋友哭的时候自己慌得更是不知所措，

急的自己都想和他们一起哭，这个时候我的老师总是能及时出现

帮助我，她会告诉我要怎样哄小宝宝，如果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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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帮我哄小朋友，我很庆幸遇到她。后来慢慢的自己也掌握了

带小朋友的诀窍，要时而温柔时而严肃。慢慢的我发现小朋友特

别可爱，开心的时候会蹦蹦跳，不开心的时候会大哭大闹宣泄自

己的不开心，生气了会直接告诉你他心情不好，从不掩饰自己的

感情，纯粹简单。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纯粹简单，但后来渐渐失

去了这些最初的本质。在这期间我也明白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很

大，我们的倩倩家里父母恩爱，爷爷奶奶宠爱，十分幸福，所以

活得也十分开心，性格开朗讨人喜欢。我们的贝贝，由于父母经

常当着孩子的面吵吵闹闹，心情不好时甚至会对孩子发脾气，所

以贝贝话很少，也不太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经常自己一个人

默默的坐在角落里。所以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为人夫为人母的

准备就不要要孩子，就像如果没有能力给别人幸福的时候就不要

轻易谈恋爱。所以大学期间我们要好好学习，不仅学习好书本上

的知识，更要学习好待人处事之道。在我们变得足够优秀的时候

自然会遇见足够优秀的人。所有的东西都在来的路上，我们不必

着急，我们要做的就是过好当下，期待未来。

我在托儿所的时候主要负责带的两个小宝贝都非常可爱，我

的嘉城和小胖弟。我的小胖弟只有一岁半，是一个还不会走路的

小可爱，经常求抱抱求举高高。我的嘉城是个十分懂事的小帅哥，

在我累的时候会给我捶背捏肩，一日不见我就如隔三秋，会偷偷

说想我，会偷偷亲我。我的嘉城超能撩!我很开心有他们的出现，

即使只是在我的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离开托儿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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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城抱着我不让我走，于是我只能选择对他撒谎我去给他买小猪

佩奇的蛋糕，可他等了一下午也没等到我和小猪佩奇的蛋糕，后

来嘉城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嘉城说他不吃小猪佩奇的蛋糕了只想

我陪他玩手指游戏；我离开后的第二天小米告诉我小胖弟一整天

都很不乖，还不吃午饭，我只能隔着屏幕哄小胖弟乖乖吃饭。

我知道他们也许只是我生命中出现的一个过客，可在离开他

们的时候我依旧很难过很舍不得，可是即使难过即使舍不得我依

旧没办法停止我向前的脚步，我也只能向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在以后的日子里遇见和他们一样的可爱的人，要在他们在我身边

的时候好好珍惜。这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巨大收获，我在成长

这条漫长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里路，有幸遇见你们，陪我走了

一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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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专业

施强润

回复：

施强润同学你好，假期间在托儿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从你的描述中能看出你很享受这个过程。说明

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孩子，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无处不有爱，

无处不温暖。能用一颗温暖的心关爱别人，自己必将会得到别人

的温暖，希望你能永远心存爱心，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假期你

很优秀，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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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方长 不卑不亢

芮和我说人与人之间，总是这样，相互仰望，不管怎样总觉

得自己比别人差点什么，又或者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多做过很多，

亦或是认为自己经历了太多的不公，受过了太多的苦难，说实话，

这样真的很悲哀，在你觉得痛不欲生的时候，那些真正经受艰难

困苦的人，一直在努力的活着，而且是以自己的方式好好的活着。

常言道：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多看看那些一直在奔跑的人，

那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没资格停下，又或者自己没有资本停下。

这些年，走走停停，懵懵懂懂，不知不觉也奔二了，回首往

昔，亦苦亦甜，都让自己学会了太多，小学放飞自我的玩耍，虽

是稚嫩，但有一群陪自己走过童年的挚友；初中，的确是浪过头

了吧，做了一匹脱了僵的小野马，总是管不好自己的小蹄子，对

那些爱自己的人乱捣，对一些所谓的朋友张开双臂去拥抱，大概

那时候的自己是头猪吧；高中，从未改过自己顽劣的小脾气，也

没放下自己所谓的自尊心，对学校充满敌意，不过幸运，遇到了

良师益友，自己也有所追求，想想那时候认真努力的自己，也让

现在的我没有了那么多后悔，真好；大学，很奇妙的感觉，什么

样的人都遇见，他们来自东西南北，正因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

同俗，所以她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但从她们身上我也读懂了许多，

比如说包容和理解，赏识与尊重，正如释迦摩尼所说的，不管你

遇到谁，他总会教会你什么。我也很庆幸遇到可以陪自己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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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自己疯的狗，跟我一起努力的“学霸”也挺好。

或许有时候相信的，未必开花结果，可是未来那么远，时光

那么长，总要过下去，不要妄想借半生流离，换别人的怜悯，也

不要惯了叹息去喘息，总去试着碰碰运气，你应该活的像自己。

所以以后自己要敞开心扉，多看看周围和世界的人，多鼓励

鼓励自己，多对自己说，你也很好，可能他过的也没有你想象的

那样简单美好，他背后的努力与挣扎你并不曾体会。以后请不要

在被人疼或者可怜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苦，配享受所有的舒服，

这世上比你优秀又比你要强的人太多了，别用离别教自己，失去

的最重要，也别用别人的辉煌教自己，独立真的很好。人生这条

路，注定是要自己走的啊。亲爱的，如果足够善良，以后终会有

人陪你骑马喝酒走四方

屋后杏花肆意绽放，房前桃花零星点点，远处爆竹声不绝于

耳。年后的滇西大，我将向你走去，为梦想起航。花开花落，白

天黑夜，我想和我在乎，和在乎我的人一起努力！

往后，不管遇到什么都请你好好的接受，它们会在某个未知

的时刻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还有那些没用的废话别再说了，你

要学着该丢弃的就丢弃，该拾起的就拾起。洒脱张扬，不卑不亢 。

市场营销专业

邹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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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欣月你好，来日方长，不卑不亢!多美好的愿景，愿你一路坚

持。满桌的菜肴勾起了过年的回忆，你那阳光般的笑容是我见过

最美的风景。老师从你的笑容和背影中看到了你的自信。往后余

生如你所说潇洒张扬、不卑不亢。看着你的新年愿望脑海中也浮

现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片段，愿你像千寻一样勇敢、坚强、善

良、活力，大步的追逐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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