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12年 6月 19日 星期二 Tel押（010）62569455 主编：张其瑶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qyzhang@stimes.cn

网 谈

团聚的日子越发短暂，离别的日子
近在眼前，还记得四年前大家的傻乎
乎，而今，我们即将告别。待离别那天，
彼此道一声珍重。

还记得初中那段悲催的日子，毕业
前是不被允许写毕业纪念册的，倘若被
发现，定是被批评教育同时纪念册上缴。
高中毕业时倒是不严格限制同学们写毕
业纪念册了，不过似乎也不怎么被老师
看好。大学可就不一样了，学校赠送每位
毕业生纪念册，开篇满是学校对我们这
群孩子的殷切期待，也让我们在即将告
别大学生涯时留下美好的回忆。

想来想去，吉大还是很人性化的
嘛，每位毕业生一本毕业纪念册，据介
绍再过几天全校毕业生将在南区统一
接受校长颁发毕业证，真是期待那个壮
丽时刻的到来。不过也难为校长了，全
校估计得上万毕业生吧，够我们校长忙
活一阵了。期待 ing……

毕业纪念册，承载着四年同窗好友
彼此美好的祝愿，死党之间无所不言的

秘密，闺蜜的殷切建议，老师的深深期
许，吉大的美好期待，更承载着我们每
一位毕业生大学四年来美好的回忆。
离别的日子近在眼前，每次大家一起
其乐融融时，总是尽情享受这样的时
刻，因为我们都深深知道这样的美好
越发的短暂，唯有大家一起 happy，玩
得尽兴，玩得开心，此时我们疯癫一次
又有什么关系，在狂风大雨中奔跑又
如何，珍惜的就是这样团聚，这样和
谐，这样温馨的时刻。还记得“六一”儿
童节前的夜晚在 BSBW 聚餐，大家没
有丝毫拘谨，仿佛一个大家庭一样，一
一碰杯，只为在离别前倾吐对对方的
美好祝愿，对前程的美好期待，在即将
离别前多加深彼此之间的友情，多道
几声珍重。如此多的人聚在同一张餐
桌，尽情地玩乐，弄得服务员都不敢给
我们上酒了，生怕这群少不更事的孩
子喝多了。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在大
家玩数七时服务员经常笑，我不知道
她笑的是这群孩子的大胆，各种吐槽，

心里认为无知的笑还是对这群即将离
别美好大学生活的大学生涯的羡慕还
是什么。

晚间快 11 点大家才撤离，之后绝
大多数都去唱 K了，事实上我也想去，
只可惜身上带着 SONY相机、专业的镜
头、支架等设备，只好乖乖地回宿舍。一
个人呆在偌大的空间内，听着水木年华
的《今年我们要走了》，心里泛起酸楚的
泪水，此时我深深知道离别是不可避免
的，心儿生起隐隐悲伤。唯有享受珍惜
即将离别前这段岁月，方能抚慰我心中
的丝丝隐痛，给自己留下美好的青春记
忆。

毕业纪念册，记忆的不单单是同窗
挚友的殷切祝愿，更是大学种种美好记
忆之集锦，当若干年后翻开这本纪念
册，想到的不单单是这群可爱的朋友，
更有曾经种种亦愉快亦伤悲的事，不过
那时过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挚友
的深深情谊。会想到每次班级聚餐时谁
被吐槽晒出自己的糗事，谁与谁发生了

“不可告人”的秘密，彼时彼刻，温馨的
画面将会一一浮现在这本纪念册上。
（http://blog.sciencenet.n/u/feng

242123456）

>>>本期关键词：毕业

姻翟巍巍
早上起来，思绪

有如放出的野马，漫
无边际地奔跑着，想
收却怎么也收不回
来，适逢旧时同事来
信，几杯热茶下肚，思
考良多，决定写此文
留作纪念，谨以自身
经历谈谈博士和人
生，献给那些快要毕
业的博士生们。

博士，在很多中
国人心里，其实没有
一个很好的文化和
生活的定位。这是一
个很西方的概念。由
于在中国文化中没
有对应的匹配，也由
于古代科举制的存
在，我们中国人把读
博士和当年的求取
功名画成了等号。一
时间，博士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博士，其实是一
个很尴尬的位置。博
士毕业的时候，很多
人常常处于一个很
懵懂的状态。用英文
里的表达方式是：I
sort of know some-
thing, but not really.
（多少知道一些，但其
实不是这样。）遥想
自己当年选择博士
program（课程）的时
候，把我自己选择的
导 师 当 做 了 role
model（榜样），很憧憬
自己能像导师那样
出色。可是几年冲刷
下来，特别是老板的
treating students as
postdoc（把学生当博

士后要求）的信条下，博士毕业的时
候，觉得自己做得工作是那么的 trivial
（微不足道）。心里很空。用我 com-
mittee professor的几句话说，I really can
do my Ph.D in three months，why it is
taking so long?（我真的可以在三个月内
读完博士，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我
自己来讲，博士毕业的时候，还是有些
panic（慌乱）的。特别是对自己的价值
和以后的去向，都不是很清楚。Who
am I and where I am heading（我是谁，
我将何去何从）是自己最 question（质
疑）自己的问题。

人在困顿的时候，也是生活给你
选择和挑战的时候。In other words, life
is telling you: It is time for CHANGE!
（换句话说，生活正告诉你：改变的时
刻到了！）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或
者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正确
和客观地认识自己，其实还是蛮难的。
Luckily（幸运的是），人生的抉择不一
定需要说要客观地认识自己，也更不
需要有一个 super master/god（超人或
上帝）来告诉你应该怎么选。走自己的
路，其实是选择最终的落脚点。想起当
年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他要放弃学术
的时候，我自己感慨蛮多。一直以来，
好朋友像一起前行的航标一样，once a
while, check on each other.（时而要彼此
确认近况。）朋友告诉我的那些天，还
真感觉自己有些孤单。

回到人生的选择，其实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推动力，英文里叫
做 driving force。人生的活法有两种，也
对应于人生的前行的方式，我暂且叫
它们主动型和被动型。在丁字路口，有

两条路可以走，A and B。主动型的人
会说，我要选择 A，因为我想通过 A，
找到目标 1、2、3……而被动型的人会
说，我要选 A，因为我不喜欢 B。选择
了 B，我的生活就会糟透了……被动
型选择其实很容易，因为我们只要
“挑毛病”，人天性里，就有挑毛病的
基因。而主动型，相对比较难。我们需
要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框架，需要知道
自己的追求。

我想说，要想远行，一个主动的生
活态度很重要。对于我们博士毕业的
同学来讲，更为重要。博士的尴尬性，
很多时候来自于自身“高不成低不就”
的状态，但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我们
应该去找寻的。人生给你一个很好的
机会，去改变自己当前的状态，勇敢地
去追寻自己的“理想”。也许没有什么
比博士毕业的时候更值得期待的了，
就像快要远行前的夜晚，我们期待的
同时可能也有些许的忐忑。

结束之前，有几点提醒：1）不要徘
徊，人生最痛苦也最没有意义的状态
就是徘徊。在十字路口打转，没有什么
意义和积淀。2）当不知道怎么抉择的
时候，就选择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挑大
的、最期望要的。3）自己不知道答案的
时候，不要诉诸于朋友和家长，别人不
知道你的情形，大多数出的都是馊主
意。倒不是他们想害你，而是大众一般
都比较现实，现实和理想一般都是很
矛盾的。作贱自己更可怕。4）不要想拖
延决定，拖延症是生命最大的敌人。鲁
迅的经典名言，真的勇士，要敢于面对
人生。5)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
向后看，想退路。人生绝大多数时候都
在悬崖边，世间的事情大多数时候都
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假想了很多，
把自己圈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了，
那样就怕死了。想着自己的理想和追
寻的东西，就什么都不是困难了。人怕
鬼，原因也是自己想多了，和这里的道
理是一样的。

谨以此篇，献给那些快要毕业的
博士生们，一路走好！
（http://blog.sciencenet.cn/u/

zhaiweiwei）

[51]apingsence
说得真好。看看自己，看看周围的

同学，每个人都是在不断地考虑，不断
地在寻找人生的意义。

[36]翟巍巍
中英文夹杂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

的 ghost（幽灵），其实是逻辑关系上的
近和远。

有些东西，英文的某种形式其实
更贴切，而另外一种情形，中文这种表
达更具体。为了不 choke（卡）住，就混
合了。抱歉！

[31]张豪枫
人生好像就是由无数的选择构成

的，至少需要无数次的选择。

[20]匿名
去年毕业的时候，真是满心彷徨。

觉得做得太少太慢，微不足道。另一方
面，又知道自己从来都紧紧张张，没浪
费时间。矛盾的心理，真是不好受。

[2]刘庆生
我那年代本科毕业的学士论文都

没得做（因为“文革”的原因），现在年
轻人都做博士论文（尽管我也指导他
们），真羡慕啊！徘徊什么，努力吧！

[1]xiaozhong
家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

宽。

献
给
即
将
毕
业
的
博
士
生

前一阵子，某网上有这样一个卖二
手货的标题：
“老婆跑了，清仓甩卖家具。”
接着有人回复：“我不买东西，但给

予精神上支持。”
后面有人发帖：“老婆跑掉的这位

男士东西已卖完，谢谢大家支持。”
笑过之后却不由得想起了毕业季

“摆地摊大甩卖”的情景。
时间回到 2009年 6月 22日，日志

为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特

别想开一个收废品的个体摊，我觉得那
是个可以致富的行业，虽然表面看起来
不够光鲜。
“在家里的时候，跟爸妈一起卖掉

各种各样的废品，心里是高兴的；在学
校卖些废纸瓶子，也是高兴的。尽管从
满是灰尘的犄角旮旯收拾起那些废物
是又脏又累的，把沉沉的废品拖下楼去
也是件费体力的活，但是还是满怀期待
地想去卖一卖，钱不多也不少，买个西
瓜买根雪糕的钱倒是有余的。
“而二手市场，或是跳蚤市场，则让

我有一种当老板的感觉。师大与科大不
同，不是统一组织，而是自由行动。挑一
个日子，几个同学合计下，就可以拖着
货，拣块地，铺开来卖。师大还有一个不
同的地方，就是卖衣服，当然仅限于女
生。我一直觉得这一点最能反映师大的

特点，一是女生多；二是大家都还挺朴素
大方，对于穿人家穿过的没有很大的抵
触。于我而言，也是个喜欢吃百家饭，穿
百家衣的。所以这个特点还是相当的喜
欢。小凡卖书具有很强的个人特色，有书
不卖只赠‘有缘人’的。她倒是卖书也能
‘自得其乐’！隔壁卖衣服也是件很好玩
的事，卖的前一天先内部解决一下，大家
互相穿穿，有适合中意的就自己收着了。
我淘了几件，满心欢喜地收入囊中。
“接下来，我也赶了新潮，在网上开

始变卖我的家产———凉席、桌子、整理
箱……毕业了，囊中羞涩，沦落到这种
地步！呵呵，不过也是件挺好玩的事情。
记得李嘉诚曾经很认真地说过：‘最幸
福的生活其实就是开一爿杂货店，晚上
打烊后，和老板娘在油灯下数钞票。’数
钞票的感觉真的很棒，即使只是 1 元的
小钞！”

日志中提到的科大的二手地摊，虽
然当时我没有留下日志，但是却找到了
我们记录摆地摊盛况的照片。

时间倒退到 2006 年 6 月 22 日，早
上 7：00 我们拉着小车欢快地去摆摊。
要卖得好地点很重要，所以要早去占块
好地方。可是那一天没想到的是我们去
了发现班里的男生早就到了。

男生的摊前站的都是一排小妹
妹，终于明白当初为什么我班男生比
女生会卖了。男生们卖书的价格都是

女生的两倍，卖到最后都断货了，我们
女生就成了发货地，男生帮女生卖，
汗！发现大家都不谋而合地穿上毕业
衫，我们毕业了。

因为肖像权的原因，不敢随便帖同
学朋友的照片，所以大家就想想我们当
时多开心吧。最后女生这边总共卖了三
四百块钱，摆了一天的地摊，饿的就先
去大吃了一顿。剩下的钱又请老师吃了
一顿。我们当时境界就那么高了，没有
想到捐款之类的高尚行为，只图自个儿
快乐了。

苹果老师（科学网博主———编者
注）前几天说：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
候，说明他老了。我能回忆这么多，可见
不是一般的老了。

前几天偶然看到三毛引用俄国作
家杜斯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让她心惊的
话：“除非太卑鄙得偏爱自己的人，才能
无耻地写自己的事情。”我也很心惊，但
是我也只擅长写些个人情怀了，就这样
无耻下去吧。

毕业季的朋友们，地摊摆起来吧，
做回老板看看！
（http://blog.sciencenet.cn/u/liaoxiaolin）

[9]陈沐
我们大四的时候也摆过小摊，有个

女生卖了只旧闹钟，卖价比她之前的买
价还贵。

博主回复：这个女生有商业潜力，
不过水涨船高，也行得通。

[4]范鹏贤
不是心疼专业书，而是心疼很多闲

书。当时穷，有时候买书是要饿肚子的，
不是有缘人，怕是得不到很好的利用！

最后还捐了 50本给图书馆，都是
一些卖不掉（其实有人喜欢的话我是不
介意送的）但图书馆很喜欢的书。若不
是当时流离失所不知所终，连去向在哪
都不知道，真不想舍弃！

[3]林涛
最喜欢这个时候了，各种二手书清

仓大甩卖！可以淘到不少好东西。
博主回复：是吧。别人卖书的时候，

我享受淘淘乐；我卖书的时候，享受别
人如获至宝的快乐。很好的一个活动。

[2]范鹏贤
2004年我毕业的时候也摆过地摊，

省吃俭用攒了四年的书，半卖半送了，
现在想起来很可惜！

博主回复：可惜什么？书还是（别
的）？我觉得有薪火相传的感觉，以前师
兄师姐卖或送，我们继续。不过学校统
一安排卖书还是很好的活动。祝好！

毕业印象：卖废品摆地摊
■廖晓琳

这是我给自己定的题目，不是老
师给学生的毕业祝福，也不是毕业生
间的临别留言，更不是校长讲给同学
们的毕业致辞。我只是想在毕业季来
临之时，作为一个经历过毕业季的人，
对将要毕业的人们说说话，谈下一己
之见，自命为毕业赠言，其言自然是对
大学生而言，若有益于已毕业或未毕
业者，则属于希望之外了。

大学，在很多人的眼里是神圣的
知识殿堂、理想的思想沃土、美丽的成
功园地，那么大学生自然是有知识、有
思想的成功者。可是很多的毕业生对
这个自然的称谓多少有些不安、惶恐
或惭愧，即便一些被认为已然不错的
毕业生也感觉不那么满意。这不满不
仅仅是对自己的，还有对学校以及社
会的。对自己的不满暂不说，对学校的
不满恐怕是从入大学校门之日起就已
经拉开序幕，学校不够有名气，老师不
够牛气，就是专业也不够霸气。临近毕

业的时候去找工作会有人因为学校、
专业而没有面试的机会，还有人会拿
没有工作经验来说事，这又加重了曾
经的不满，同时也将这不满转向社会。

我想问一问即将离校的毕业生，
这不满还在吗？

这些不满是有道理的，有时候不
满也是进步的阶梯，引导人更进一步。
然而一味的不满，则是缺乏独立思想
的产物，是跟风附和、人云亦云的结
果，这样的不满很容易使人颓废，即便
神圣的知识殿堂也会破落，理想的思
想沃土也会贫瘠，美丽的成功园地也
会荒芜。如此不满一直缠身，毕业后又
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是不得而
知的，尽管我在大学毕业之后还有不
满，但不满却已经不再缠身了。

曾经我也一样的不满过，不仅不
满，而且还生出许多的愤懑来，自然是
坏毛病一大堆。不满不仅会生坏毛病，
还会灌溉出很多的恶习，以恶习行走

四处，碰壁是在所难免的了。碰壁后不
是反省自己，而是愈加的不满，感觉似
乎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作对一样。现在
想来曾经自己是多么的面目可憎，更
可怕的是那样子还自以为很有理想和
抱负，如今想想都为之汗颜。不过不满
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认为这也不是，
那也不行，然后就会四处乱窜，上蹿下
跳。自己一个不小心就会遇到一些人，
比如去听别人的课程，去听场报告啥
的。

记得有那么个报告，不记得是谁
作的，其中的场景都已经模糊，至于那
人有哪些丰功伟绩和辉煌的人生，都
已经淡忘了，可是他讲的那句“志在云
中走，脚在泥中行”的话，尽管距今比
抗战时间还长，我却记忆犹新。这句话
曾促我反省，我是否有云中志？而我的
脚又是否行走在泥中？同时这话也使
我反思，为什么如此？我的结论是，如
此是一种敬仰和谦逊，不仅做人做事

应如此，待人待事也当如此。如今，我
还觉得那些不满，甚至于那些满满的
名气、牛气与大气，并不是永远存在
的。因为那曾经促使我反省、反思的人
与事都淡忘甚至完全忘却了，但留下
的只有一句话和我自己的体悟。

还有一次是大学旁听课上的事，
其人也不知姓甚名谁了，其事也差不
多淡忘了，只记得是位学长跟我说了
句：“如果你大学四年，都能够保持这
样的热情和冲劲，大学四年一定非常
有意义。”这句曾经让我懵懂的话不知
道那位师兄还记得不？但我却一字不
落地记得，并经常品味。如今大学都已
经毕业多年了，细想来这句话曾也遏
制了我不满的藤蔓不再蔓延，这句话
让我思索，大学还有意义二字，还要保
持热情与冲劲。

诸如此类的人和事还有很多，而
且很多事都是不经意间的，或许有些
话有些事当事人都已不记得了，如我

忘记他们一样，他们也早已把我忘记
了，但他们却给我留下了感动、感激与
感恩，让我不至于陷入不满的泥淖，同
时也促我成长，催我奋进。或许一个不
经意的瞬间定格成了刹那间的永恒，
使人远离缠身的不满；那些身边的老
师、同学和朋友，更是促我不断追寻崭
新的生命枝丫，伸向蓝天也伸向泥土。

我还想再说说那些求职中遇到的
工作经验问题，尽管还没有一个人跟
我说，你在这个方面没经验，但这个问
题也曾困惑过我，最近也还有人跟我
说过这样的求职困境。我是这样告诉
他们的：我的确没有您所谓的工作经
验，但在我这里，工作就是生活，我生
活了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生活经验吗？
工作不过是一种生活而已。我想表达
的意思是，不要有偏见，更不要被偏见
左右，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地
方起航，但我们最终到达的都是彼岸。
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毕业意味着

放飞新的梦想，梦想或同或异，但每一
个人都有自己的筑梦方式。

还有那些认为大学有差异的人，
我只想告诉你，你所读的 XX 大学就
是你的清华、你的北大，甚至可以说是
你的剑桥、你的牛津、你的哈佛……反
过来，其他那些大学的学生读的也不
过是你们的 XX 大学而已。大学都是
一样的，恰如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
所阐述的那样，“明德”、“新民”，学问
之道皆为“小鱼从大鱼游”而已。在我
看来，大学只是一个淬炼场，一个让人
失败、让人犯错，同时又让人重塑自信
的地方。在挫折、失败中成长，在犯错、
改错中进步，在重塑自信中不断获得
新生。

对将要毕业的人来说，如果你觉得
自己成长还不够，进步还不够，自信还
不够；没有关系，在毕业之后还有一个
社会大学，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开始。
（http://blog.sciencenet.cn/u/szc009）

毕业赠言
姻史智才

毕业纪念册
姻齐国臣

“跟帖“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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