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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六月， 枣庄学院又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从大一军训开
始到大四论文的完成与答辩的结
束，在这场四年的航行中，时间的沉
淀让每位毕业生收获了良多， 在追
梦路上， 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成功
的关键词。
兴趣让航行有了色彩

俗话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019届毕业生黄泳卫选择毕业后直
接工作，今年4月份，他接到了来自
京东的招聘书， 开始了他的工作之
旅。“
现在的工作挺开心的， 感觉自
己像个上帝一样，分析交易数据，然
后给买卖双方下规则， 防止他们钻
空子。”黄泳卫说道。进入大学之前
填报志愿， 黄泳卫首先选择与计算
机有关的专业， 最后如愿地进入了
信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黄泳
卫说:“从小学一年级就喜欢计算
机，家里有很多与电脑有关的杂志，
在家的时候一直看。” 相比同龄人，
黄泳卫对计算机的了解相对更深一
些。带着对计算机的兴趣，他从初中
开始到高中一直参加机器人比赛。
对于选择考研还是毕业后直接就
业，黄泳卫选择了后者，他觉得自己
更擅长实际的工作， 也更喜欢实地
操作。他认为，要提早找准自己的职
业定位，不能当“
混子”和“
跟风”，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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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一场航行
到自己兴趣、 特长和社会就业需求
的交叉点。毕竟工作这个事情，是要
打持久战的， 只有找准自己想要做
什么，后面的路才不会觉得枯燥，青
春才不会荒度。
计划决胜千里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孔意，
2017年通过专升本考试来到枣庄学
院，2019年考研成功，进入了中国地
质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他在专科大
二下学期就开始准备专升本考试
了， 考研则是从来到枣庄学院开始
准备的。孔意告诉我们：他在寒假开
始看各种讲座，收集高校信息，确定
几所学校后开学开始准备考研。从
2018年三月份开始一直到十二月份
初试， 孔意每天坚持着他的计
划——
—从早上6：30到晚上10:30，除
了吃饭其余时间都用来学习。 每一
阶段的时间安排写满了好几张A4
纸。孔意介绍：从三月到暑假之前，
听了高数基础班和线性代数基础
班，并且过了一遍课本，然后开始做

题， 还做了两遍英语翻译八年的真
题，每天背单词成了他的常态。暑假
之后， 他开始有规划的强化高数与
线代， 到了八月中旬开始复习政治
和专业课……没有周末，没有假期，
他的时间计划得满满的， 并为此不
疲地努力着。
自制力——
—人生的方向舵

谢玉卿是一位来自光电的理工
男, 学习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工程专
业， 今年顺利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
的研究生。 谢玉卿说:“我觉得我始
终保持的就是自制力， 虽然做不到
百分百，但是我一直受益于它，它让
我在考研整个过程里坚持了下来。”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校梦， 他也不
例外。在他看来，仅凭这个本科学位
就想找一份好工作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他毅然决然的踏上了考研路，
进行更深层的学习。大三一开学，谢
玉卿就对学业有了整体的规划，有
规划并不意味着成功， 考研真的需
要你从头到尾坚持下来， 每天严格

要求自己。 谢玉卿说：“
有时候学累
了可以放松一下， 但是一想到今天
落下的半天时间， 需要每天多学一
小时才能补过来， 于是也不敢休息
太长时间就又投入到学习了。”自制
力不是说一说就可以的， 要真正做
到很难。从谢玉卿那里了解到：有很
多同学就是坚持不下去然后就中途
放弃了。 考研前期谢玉卿跟研友一
起复习，两个人能互相监督，互相批
改。 找研友对于自制力不高的人的
确是一个好方法。 但后期因为其他
原因他的研友换地方学习了， 他便
开始踏上了自己一个人复习的旅
途。“
其实自己也挺好的， 只要有自
制力，按照自己的计划来，一个人完
全可以应付的过来。” 谢玉卿说道。
自制力是保证计划执行的关键所
在，是人生的方向舵。
触碰礁石，换个航道前进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人
生的旅途不会一马平川， 当触碰礁
石，你需要换个方式前进。王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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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软件开发专业， 大三的他开
始复习专业知识、行测以及申论，准
备考公务员。 今年四月份公务员省
考，他没有如愿地考上，于是他选择
先去国企就业，养精蓄锐，准备下一
次考试。同样还有光电的吴绍轩，他
是物理专科专业， 但是专升本考试
没有通过。毕业季来临之际，他准备
了简历并投给相应几家公司， 吴绍
轩说:“其中通过了3家，但是我的目
标不是在公司企业上， 而是在公务
员和事业编上。”于是他在工作的同
时， 开始复习专业知识和相应考试
内容，准备新一轮的战斗。孙然，文
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毕业
生，她也与考研失之交臂，她原本想
考北京语言大学，但是因为英语差，
拖了后腿。“所以我选择去考军队文
职，正好是我的专业，专业一对一。”
孙然事后说道。 事实上他们都是成
功的， 他们在遇到挫折后没有选择
颓废，更不会放弃，而是选择将损失
降到最低， 寻找到一条更顺利的航
道，去追寻心中的那片海洋。
每个人成功的方法或许都不太
一样， 但是追逐梦想的心总是一样
的。大学四年，枣庄学院的每一位毕
业生都得到了历练，从中学习，从中
认识自己， 寻找到属于他们成功的
航道，抵达一片更加广阔、更加蔚蓝
的海洋。
( 学生记者 王振云 )

炙热初夏，由排球点燃

“一木”一浮生

—直击枣院女排决赛
——
烈阳下， 手持相机， 不断转
换角度去定格美的瞬间， 当黑夜
覆盖着枣院的上空， 万物都进入
了梦乡， 只有22号楼下一盏长明
灯孤寂地亮着， 里面的工作人员
还在电脑前忙碌着， 为顾客打造
最完美的写真照。
学生记者采访到“一木” 摄
影工作室创始人——
—孙宇， 传媒
学院大二学生， 担任班长一职，
他从高中时便有了创业的想法，
但因为高中学习时间紧张只能放
弃。 经过两次艺考， 成功来到枣
院 ， “我 已 经 是 一 个 成 年 男 孩
了， 不想再依靠家庭， 想靠自己
闯出一番天地。” 对于学生创业
者他这样给出定位:“创业者首先
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敏锐的目
光， 不断创新。 当然最重要的还
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学生创
业者， 掌握的资源和途径都相对
受局限， 所以需要付出更大的努
力。” 上大学后， 他创业的念头
丝毫未减， 后来便工作室、 教
室、 宿舍三点一线， 在同学眼中
他是负责的班长， 公平公正的对
待每一件事。 在创业伙伴眼中他
是不可或缺的主心骨， 三人分工
明确， 孙宇主要负责对外的交
涉。
孙宇把创业分为两种——
—生
产者和销售者。 学生创业者一般
面向的是学院同学或老师， 市场
相对较小。 开始时， 他从需求者
的角度出发， 把满足学生的需要
为目标， 并从自己的专业出发，
通过摄影协会， 认识了同样有摄
影爱好的四个朋友， 便开始尝试
为同学们拍校园写真。 他说“摄
影师是最富有的也是最贫穷的，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便是资金
问题。” 因为资金不足， 孙宇的
空余时间全部用来兼职， 2018年
暑假通过兼职软件来到北京， 从
群演做起， 他越发确定了创业的
决心， 做过一切不热爱， 只为辅
助最终的梦想， 这也是“一木"
最初的模样。
对于学生创业者来说， 兼顾
学业和工作， 必须合理安排好自
己的时间。 “学习和工作实际上
是不冲突的， 我觉得大学的意义
在于锻炼提高自己， 勇于尝试，

创业也是学习的一种。” 他几乎
放弃自己其他的课余爱好， 将所
有的时间运用起来。 最初， 学校
茶艺室是他临时的办公场所， 后
来尝试在学校周围成立自己的工
作室， 但因为安全问题没能实现。
经过努力， 终于在22号宿舍楼下
有了栖息之地。 “办公场地难题
解决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便是拓
展提高工作室的业务， 正值毕业
季， 所以我们想到了给即将毕业
的学子拍毕业照。” 他们到各个院
毕业生班级宣传。 五月初， 文院
有了汉服租赁业务， 消息刚一发
布， 远在外地的孙宇便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汉服租赁的负责人， 双
方合作互相推广， 互利互赢。
上个月， 孙宇和朋友到淄博
市山东理工大学参加“gcc.中国
大学生创业峰会”。 “这次来到
这里， 我认识了山东各大高校的
与我一样在创业之路上的追梦
人， 我们分享交流自己的在创业
上的经历、 遇到的困难， 以及日
常工作的劳碌、 辛苦， 同时也意
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接下来我们
准备继续扩展业务量， 不仅面向
学校， 同时也面向社会有需求的
人， 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 孙
宇坚定的说。 过程是艰难的， 但
结局依然美好， “朋友是最好的
礼物， 即使在奋斗中有人会渐行
渐远， 但是依旧会帮助我们。 因
为有他们我才可以有继续下去的
动力，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需
要， 我们互相都随叫随到。” 总
而言之， 大学生创业本就是一项
风险投资， 身为大学生的我们虽
然没有充足的启动资金和广阔的
人脉， 更缺乏对社会的深度认
知。 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 我们
有的是年轻的心和勇往直前的勇
气， 有活跃的思维， 勇于挑战困
难的精神， 即使输也有重头再来
的机会。
“一木” 的成长是坎坷的，
却有着磅礴的生机。 像孙宇一样
的大学生创业者不在少数， 枣院
现在支持学生创业， 提供了创业
的平台和一系列有利的条件。 成
功不一定属于每一个创业者， 但
是胜利属于每一个追梦人。
（学生记者

吴杉杉）

履 肖吉鸿
时值初夏， 似火的骄阳在此时
灼烧起体育馆里排球决赛的激情。
比赛尚未开始，场内便已人山人海。
进入总决赛的食药学院与旅资学院
的两支女排队准备就绪， 紧张地期
待着比赛的开始。在此之前，两支队
伍就在小组赛中有过一次激烈的碰
撞， 食药学院曾因第三局落后两分
而输于旅资学院， 但由于比赛实行
积分制， 最后两支队伍都以最高分
的成绩进入了最后的总决赛。
随着一声长哨， 双方开始进行
第一局比赛。食药院8号队员闫昕开
局就展现出火热的状态， 两次扣球
得分配合拦网，食药院以4：1的比分
领先。旅资学院主攻手7号队员也毫
不示弱，连续进攻，双方互有来往打
至7平。最后，旅资队以25：21的比分
取得第一局胜利。 在随即开始的下
一轮比赛中，旅资队加快进攻节奏，
通过背飞和快打连续得分，以15：13
领先食药。在观众们的加油呐喊下，
食药队选手在默契配合下起球，扣
球两次进攻得分。5号和2号也通过

拦网连得三分，食药队以16：15再次
领先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随后比
赛进入了小高潮， 食药队进行了在
暂停时所想好的策略，后以21：18将
比分反超。 食药队继续限制旅资队
进攻，24：21手握两个局点。 随着食
药队扣球得分，将局分扳至1：1平。
两支队伍休息调整后， 下一局
比赛在现场观众们热情高涨下开始
了。赛中，因食药队在发球和接球中
出现失误，被旅资队连追两分。随后
旅资队7号和3号后排进攻， 将比分
迫近至10：12。 食药队8号的大力发
球和3号灵活的网前功力，让食药队
16：12领先进入第二个技术暂停。旅
资队7号选手通过强力进攻连追两
分。在关键时刻旅资队发球失误，使
得食药队拿到第三局局点。食药队8
号面对双人拦网快攻得分， 再胜一
局，总比分2：1领先。总比分落后，第
四局成为旅资队不得不保的关键一
局。食药队则稳扎稳打，双方比分交
替上升，战至5平。旅资队打得更加
积极主动，7号的扣球得分， 使得旅

摄

资队8:6在本场比赛第一次领先进
入暂停。 本场比赛表现亮眼的食药
队8号扣球得分并利用发球优势，将
比分追至15：17。 随着食药队2号进
攻出界， 食药队19：23依旧落后四
分。食药队发球下网，被对方拦网成
功，大比分2：2，使得双方再次回到
同一起跑线。在接下的决胜局，无疑
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局， 旅资队
延续状态，利用快球先得一分。随后
食药队8号轻打，6号发球得分还以
颜色2：1领先。 食药队以攻为守，一
找到机会便猛攻， 最终以15：7赢得
了最后的女排冠军赛。
此次排球赛从小组轮战到终极
对决，历时二十余天，见证了16个学
院男女排队伍的勇敢与激情。 这不
仅是枣院大学生生命活力的爆发与
对梦想不舍追求的体现， 更是一次
院系间友谊的展示。 相信这种不怕
苦、不服输、讲合作、懂真情的“
排球
精神”， 将在未来不断地传承下去，
感染每一个枣院人的求梦历程。
（学生记者

肖吉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