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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经常跟同学们说，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我还经常跟同学们说，

要好好学习，以后拿个高工资。 

 

      如果感兴趣的事刚好可以换得高工资，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

如果这两者没有交集，应该怎么办？ 

 

      有些同学被这个问题深深的困扰，不知道是应该顺从自己的内心，

放飞自己，还是克制自己的兴趣，去学习能赚到钱而不太感兴趣的专业

技能，拿高薪资。 

 

      听有些名人说，人活着就应该愉悦自己，而不应该去追逐世俗的东

西。也听有些名人说，要做一些事，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做别人所

不能做的事。 

 

      那么这个问题将如何选择？今天有点时间，说一下我的观点。希望

对大家有帮助，也欢迎大家探讨。 

 

      第一，首先要确保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 

 

      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眼界和格局有限，很多东西根本没有接触和了

这是摘自李老师写的一篇文章，李老师于我是恩师，在我的思想成长方面给予

了巨大的帮助，师恩难忘，教诲难忘，特以此文做序。

兴趣和高薪资的选择
李学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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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或者深入了解过，当然就不会知道自己对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感

兴趣。比如高尔夫球，马术，冰球等不太常见的体育项目。另一方面，

一些人对某些事情有兴趣，就排斥其他事情，不去做尝试，从而错过了

有可能更感兴趣的事情。对未知的事情保持好奇，是发现自己兴趣的很

好方法。 

 

      第二，如果高薪资工作和兴趣没有交集，工作就是兴趣的敌人，其

实这是一个误区。 

 

      如果工作和兴趣没有交集，有人会说，我宁愿清贫，一辈子去做有

兴趣的事情，也不愿委屈自己，去做没有兴趣的工作；也有人会说，为

了能找一个好的工作，必须把兴趣放在一边。在他们眼里，如果兴趣和

工作没有交集，那就必须 2 选 1。 

 

      工作是我们每个人肩负责任的必要条件，兴趣是我们获得快乐的源

泉。单有工作，我们将生活在无味和痛苦之中；单有兴趣，我们将生活

在无奈和贫穷之中。追求个性，保持兴趣，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有一

个前提，就是你能够轻易的扛起家庭和社会责任，不用为生存而妥协。 

 

      工作足够高薪，我们才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赚到更多的钱，才可以把

大量的时间投入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当中。工作不好，赚不到钱，连生

计都成问题，更别说我们能有什么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兴趣当中了。工作

越成功，越有助于让我们更好地投身兴趣当中。所以，即使没有交集，

工作也是兴趣的朋友。 

 

      如果高薪工作和兴趣没有交集，选择一份高薪工作，来更好地支撑

自己的兴趣，岂不是更聪明的选择吗？

https://www.jianshu.com/p/7fdfaab2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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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

      人们常说“不忘初心”。 

 

      那么，初心是什么？ 

 

      它可能是一粒刚刚萌芽的种子，顽强地墙角的石缝中生长； 

 

      它可能是一只刚刚诞生雏鸟，在昏暗的屋檐下唧唧鸣叫； 

 

      它可能是早晨的黎光，在古老的东方巨幕闪耀； 

 

      他也可能是一个婴儿，顽皮地在母亲温柔的怀抱里淘气。

 

      初心是希望，是一个跳动的小火苗点燃另一堆篝火，是一颗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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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另一颗心的碰撞。刚入大学，三月让我看到希望，让我看到了一个

优秀的团队、一个温暖的集体和一个光明的未来。 

 

      就这样我找到了我的初心 —— 加入三月，用奋斗书写青春。

 

      初心是信仰、是力量。当朝目标奋斗努力的时候难免会失望、沮丧，

亦或被蹂躏被摧残，大多数便会有退缩或放弃的想法。在高考冲刺的最

后一个月中我也时常感到迷茫，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看了看眼前情况

已经无路可退，那就朝着目标拼一把吧。当时也是这股力量让我在桎梏

中挣脱出来，在现在看来是我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一个经历，我从中体会

到了有一个目标的重要性。 

 

      有初心就会有希望，有希望就会有目标、有目标就会有动力。 

 

      让我们牢记自己的初心，一起加油吧！

2018-11-18

 

https://www.jianshu.com/p/8dc0aadcc27c

https://www.jianshu.com/p/8dc0aadcc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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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小游戏（上）

      这周开始写小游戏，前两天规划游戏和做游戏的界面，这些感觉挺

容易的，但是到了后边，游戏的功能实现起来就不简单了，比如说物体

的移动、跳跃、攻击方式等。 

 

      虽然我的小游戏还没有完成，但是做到现在收获还是蛮多的，通过

做小游戏我知道了如何写键盘时间监听、鼠标事件监听，如何写内部类，

如何写对话框等等。现在可以想到之前玩的大型游戏写起来应该是难上

加难吧！ 

 

      昨天到今天敲了近两天的代码突然发现自己感冒了，现在贼难受，

写小游戏的的状态也不怎么好，效率很低，所以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精

神状态是很重要的，以后要学会照顾自己。

2018-11-25

https://www.jianshu.com/p/86324592746b

https://www.jianshu.com/p/86324592746b


10  >  Java 小游戏（下）    

Java 小游戏（下）

      上周五下午开始写游戏，主要写界面和游戏的整体结构，周六敲了

一整天代码，也没怎活动，周日又是一坐又是一天，到晚上突然发现头

有点痛，汗！竟然感冒了，到了周一感觉上课都没精神，抽空赶快去包药，

到了周五差不多才好透。因为生病这周上课的效率不怎么高，敲代码也

不怎么流畅，好在周五之前完成了小游戏，这前两天一直在优化游戏测

试 bug，昨天进行了考核，总体上感觉考核还算满意，下个阶段也要加

油啦 ~ 

 

      友情提醒千万不要连续敲敲代码很长时间，要经常喝水活动，否则

会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嘻，有个好身体好的精神状态效率才会高，以

后要注意照顾自己。

2018-12-01
https://www.jianshu.com/p/29df0375c627

https://www.jianshu.com/p/29df0375c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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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组漫想

      一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强化班在今晚闭组了，回想一个多月以来

除了收获知识还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 嘻嘻，有淘气的彭远远学姐、认真

的张仁杰学长，还有又高又帅的张新雨、有恒心的付豪，在强化班里的

每个人都很努力 , 大家都在朝着心中的那个远方奔跑。我很庆幸能和大

家一起努力。在学习方面我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谁学的很

好或谁者很坏，即使再好也只能说明我们这个阶段进展的不错，再者说

对于学 Java 来说我们都是新手，用小二学长的话来说我们还没有入门

呢，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都新手菜鸟更没有所谓的“学的很好”。

 

      现在闭组了，突然脑袋里有很多想法。

 

      关于学习

 

      例如学 Java，不能单学某方面的知识，要广泛涉猎，广泛的知识积

累是写出一个好程序的必备因素，不要认为我现在学的某一点知识没有

用，不是没用是还没到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所学的知识会形成我们的

思想，为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培养兴趣，多看书，对所学的东西进行了解，例如：Java，ps 等等，

我们可以对它们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解，也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关于它们

的背景，故事等等，这些都可帮我们了解我们所要学的东西，培养我们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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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努力

 

      没来小组之前感觉自己每天学习一点知识就足够努力了，到小组之

后发现我所认为的努力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小巫见大巫了。 

 

      最后，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收获，但是不努力一定没收获。 

 

      加油把，未来可期。

 

201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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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期末考试终于考完了，唯一遗憾的是高数考的不好，这也

说明了我高数前一阵的复习效果并不好，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注重

平时的积累与练习。 

 

      期末考试今天考完了，也算是对这个学期学习的检测、总结。 

 

      对于这学期出现的失误，下学期坚决改正以下不良习惯与错误 : 

 

      1. 注重平时的积累与学习 

      2. 勤思考善于总结 

      3. 理解问题的本质而非单纯解某一道题的方法

2019-01-10

 

https://www.jianshu.com/p/10f79c2f25ba

末考感想

https://www.jianshu.com/p/10f79c2f25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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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寒假留校学习

嘿嘿，想起大概去年这个时候也是在学校呆着，看着这教室后一百多天

的倒计时，班里的每个同学貌似都拿出来一股狠劲在为理想的大学努力

努力再努力。现在这幅画面似乎又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也是一个教室

(906)，大家都是在电脑前敲着、查阅着、看着、思考着，每个人都很努

力。回想起高考前的的那些疯狂日子，而且每天忙的一丝空都没，现在

感觉那时过的好充实，在原来看来煎熬与痛苦画面是会变得温馨起来的。

 

这种情况不知算不算应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句话“后之视今，亦

犹今之视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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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的努力，在煎熬和痛苦的成长历程可能成为最难忘、最美

好回忆。 

 

      世间所有的惊喜与好运都是努力的结果，愿不负青春。

2019-01-10

 

https://www.jianshu.com/p/2834abca3295

https://www.jianshu.com/p/2834abca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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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留校·一周篮球体会

      我们这个篮球小组由彭远远远远学姐组建，小组的名字是超能陆战

队，乍一看名字还是很霸气的，打了一周的篮球赛，体会那叫一个深刻呀，

嘻，且先不论成绩好坏我们组可以说是很团结的，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

去打自己出场的那场比赛。 

 

 

      通过一星期的球赛，学姐由不会打篮球到可以在篮板下精准投球，

学长的三分球和三大步也比以前进步很多，组员都说我的姿势丑，哈哈

哈，好吧，我承认有一点，不过现在也纠正的差不多了。 

 

      球场上有喜也有悲。昨天下午张仁杰学长的脚崴了，组里的人说要

背着学长到医院看看，学长拒绝了，很遗憾学长下周不能和我们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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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了。 

      生活喜乐悲欢，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路总要走，河总要趟，下周

篮球赛继续加油，就这样吧。

2019-01-20

 

https://www.jianshu.com/p/0de3987b3ab0

https://www.jianshu.com/p/0de3987b3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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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走亲戚

      说到走亲戚，每年都要感叹好多亲戚 ~~（乐）。我们家也算是大家

庭，我爸这边兄妹五个，我妈这边兄妹四个，长辈亲戚特别多。（三个

姑姑 + 三个姨）每年都要走一遍（很早这个工作俺爸就交给我和俺弟了），

走亲戚一是给长辈拜年表达对长辈的敬意，二是跟老表续感情，那自然

是无话不说，东扯西扯唠家常，仿佛要把一年话都说出来！ 

 

      过年是老家最有生气、最热闹的几天，我不知道其他的家什么情况，

但我们家每年都要热闹到到初八初九——把所有的亲戚招待完，把所有

的亲戚都走一边。过年不就这些事吗？！

 

      我们家最热闹的要数初三，俺三个姑姑都会到俺家来，正好今年很

巧俺两个老表这一天也来了，这一天我感觉我们家的小院都快站不下这

么多人了，大姑家四口人，二姑四口人，三姑家四口人，小达家五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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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家四口人，两个老表共五口人（其中一个成家了），再加上我奶，大

大小小加起来总共来近三十号人，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奶最高兴，她最喜

欢热闹的一家，她喜欢孙子孙女在她身边，每年这个时候我奶也是最忙

的，要和我妈、我婶和几个姑姑一起做饭。这么多人的饭说实话不是很

好做，从上午九点多忙到十二点多做三桌子吃的，开饭时大家一起吃饭，

会喝酒的一张桌子，小孩们一张桌子，我奶和我姑姑还有我妈我婶一张

桌子。这一天吃开心喝开心玩开心最重要。吃完饭后时娱乐时间，在一

起聊聊天说说家常。聊完后每个人还会有一杯奶茶，正好暖暖身子。最

后我们还有一个照全家福的习惯，每年我们晚辈的都要合照几张照片，

任长辈们评论一下谁长高了，或谁今年胖了或瘦了等等，长辈们也拍合

照，最后我们再站一起拍一张全家福，幸福之事莫过于此。 

 

      细数着一张张全家福记录着我们老刘家这些年的变迁，我们晚辈从

一群顽皮小孩长大，而长辈们却从风华正茂到了中年，岁月无情，染白

了他们的头发又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一条条皱纹。 

 

      就这样吧，明天还要走亲戚。

2019-02-09

https://www.jianshu.com/p/d179e1c38175

https://www.jianshu.com/p/d179e1c3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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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之行——“大米”思维

      这两天参观大米时代，感受颇深，通过米老师、纪老师得演讲以及

和学长学姐交流让我开阔了视野，学习到了一些新的学习方式，了解到

了他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在我心里三月是最好的，李老师也是我最尊敬

的老师，但我相信再优秀的团队也需要不断革新，不断学习。对于大米

时代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米老师、纪老师和其他大米时代的学长秀姐交流中我做了一些笔

记，总结如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米时代”的思维方式，其次就

是对学习的认知、团队意识。总结如下： 

 

      （一）思维方式 

 

      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 

      这是《谁动了我的奶酪》中的一句话，极富哲理，说的是万物唯一

不变的就是变化。尤其是在 IT 领域，技术日新月异，不变就会落后就

会淘汰，所以要以不断的变化来应对变化。这是一种动态思维、前瞻型

思维，事物既然是动态的，那么我们必须用前瞻型的眼观看待事物的发

展，不能以传统的思维定式去理解和解决问题。 

 

      点线面思维。 

点线面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积累点不会变成线，更不会变成面。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

们的学习就是积累的过程，小的知识点掌握的足够多就会升华成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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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形成知识面。米老是在演讲强调在平常把基础打牢，在实践中串联知

识，然后让其形成稳定的知识网络，应该就是强调点线面的积累学习过

程。 

 

      舍得思维。 

      这是我从纪老师的一句话“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总结

出来的，舍即放弃，你放弃的越多（某些不好的方面），你就会收获越多。

为什么小组毕业的学长学姐能拿这么多的薪资？那是舍弃了大学四年的

假期和周末所得到的回报，假如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些休闲娱乐的时间，

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令一个“舍得”的理解是：放弃某件事。这种放

弃并非遇见困难就放弃，而是在我们尝试后真真正正的无法完成，我们

才需要放弃。 

 

      直面困难。 

      这是米老师在讲解衡量优秀是说的，优秀的人必定直面困难，能经

受的住艰难困苦的磨砺，如过优秀的人不需要直面困难，那么优秀的人

早就烂大街了。 

 

      （二）学习的认知 

 

我听米老师纪老师说过关于学习最多一句就是：不要为了挣钱去学习，

那样很痛苦。可能吧，学习本身是人升华的过程，如果加上功利的话可

能就是负重前行吧，最后可能没学好，也不快乐，也没挣着钱。李老师

和米老师都曾经说过，金钱是我们学习成果的回报，是体现我们价值的

一种方式，如果学好学到位了，钱自然是会挣到的。

201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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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ianshu.com/p/f2cc2614b75e

https://www.jianshu.com/p/f2cc2614b7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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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家长会和拜师仪式

      忙碌了两星期，幕后无数的小伙伴策划、组织、安排、搜集材料和

制作视频，给我们最敬爱的家长带来了一场难忘的家长会，我是视频制

作的参与者之一，在家长会开始的前三天我和关航、李兰等几个美工组

的小伙伴开始四处搜寻 AE 的视频材料，待到刘兵倩和郭静庭把搜集好

的照片送过来后开始使用制作，然后渲染出来，最后在交由王跃坤、张

培涛进行视频音频合成。在制作视频过程中，就连安装个安装就能让人

整的很恶心，装了三四次废了一下午时间按装完不能用，有时视频渲染

出来了不对还得重新渲染，由于视频催的急周三晚上还熬了一夜，最后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的把我负责的那部分视频圆满制作完成。 

 

 

 

      通过这次参与制作视频制作我也体验了什么什么是加班，难受也得

做、也得熬，因为不能把工作掉地上。 

 

      尽管幕后是艰辛的，但是最终家长会还是让人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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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师仪式 

      我和张新雨、丁刘浩负责会场整理工作，由于昨天去仪式会场哪里

的主管不让拉桌子摆椅子，今天我们三又找了几个小伙伴早早的赶去整

理，一切整理顺利提前三十分钟整理好买好需要的东西。一切静待拜师

仪式。 

 

 

 

      由拜师仪式我想到了“信仰”二字，感觉国人没有西方人对耶稣对

上帝那般的信仰，这里的信仰并不单指信仰神灵上帝，而是一种广义的

信仰。佛家常说心诚则灵，在我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你信仰，你去做，

付出会有收获的。 

 

      有信仰、有追求，然后去脚踏实地做就是一种很好的人生状态。

2019-03-10

https://www.jianshu.com/p/a6575c23222c

https://www.jianshu.com/p/a6575c232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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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努力就会有多厉害

      我看过这样一句话：能让你一步步前进的技巧从来都不是那些温柔

善良的方法，因为没有一个传奇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鸡汤：当你的才华不足以支撑你的野心的

时候，继续努力吧。 

 

      可是又有多少人记住了这句话。 

 

      对于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努力更是一种责任。 

 

      梁启超先生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

则国强。我们越早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发自内心地去追求。 

 

      冰心说：最美的年华行最伟大之事，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的是曾经

的峥嵘岁月，而不是昔日的碌碌无为。 

 

      在鹰很小的时候，就会被鹰妈妈推下悬崖，他们必须在从山顶到谷

底的这段距离学会飞翔，不然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于是他们开始努力

的拍打翅膀，在痛苦逆境中，展翅飞翔。 

 

      奋斗是人的一生最浓重的背景。 

 

      生命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在安逸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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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不如努力的去追梦，去实现自

我价值，勇敢定义更新的世界。 

 

      好的人生，拼的是努力的程度，十八岁之前的时光或许和家庭背景，

天赋才华有关，但是从你上大学的那一刻起，你人生的高度完全取决于

你自己。

2019-03-17

https://www.jianshu.com/p/639477ddef66

https://www.jianshu.com/p/639477ddef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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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C 算法竞赛总结

      昨天参加了 CCPC 省赛，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到了郑州轻工

业大学，比赛前心情极好，我还发了个说说“今天下午要拿金牌子”，

嘻嘻，这是用来打气的，拿不拿信心要壮足！比赛完后心情极差，早上

六点多起床集合到下午 4 点多结束，十个小时不怎么合眼也有点瞌睡，

但主要是比赛没拿奖，心里有许多遗憾，我们队已经尽力了，当然我们

不怪其他的，是我们能力不足，我们还需要对算法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

还需要进行大量做练。 

 

      关于学算法的一点建议，当我们做算法题时，可以多尝试几种方法，

然后试着分析它们的效率，可以从两方面：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

入门的时候可以采用暴力破解，这种方法很容易想到，可以帮助我们入

门算法，但是在 ACM/CCPC 比赛的时候暴力破解往往是解决不了的，

它通常要求我们求出最佳解。因此在做算法题是在做出后，可以试着想

一下能不能写出更高效的算法。 

 

      对于经典的算法即使在比赛上不考也应该学一下自己敲敲，这些经

典的算法并不是给我们解题的答案，而是让我们获得解题的思维方式和

代码的操控技巧，像汉诺问题可以给我们一些递归的思路，插入排序、

希尔排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操作指针的技巧，快速排序、归并排序给

我们提供一些分治的思想等等，所以研究一下经典算法是很值得的。 

 

      除了掌握基础知识，大量的练习也是必要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

做多识广。 

 



28  >  滚滚长江东逝水    

AC 水很深，后边还有很长的路。

2019-04-14

https://www.jianshu.com/p/781b4df0670b

滚滚长江东逝水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词，在高考时我曾把它刻在书桌上。这首词的

作者是明代杨慎，以下是词的内容。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https://www.jianshu.com/p/781b4df06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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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营造出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

邃的人生哲理，词的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

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

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和旷达的胸怀。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

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

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 

 

      无情历史的冲刷，浪花淘尽英雄，有价值的人才会被留下，才会被

历史的记录。

2019-04-14

https://www.jianshu.com/p/a0f83a4eb929

https://www.jianshu.com/p/a0f83a4eb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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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夏季强化班

      作为秋季强化班的一员今天聆听了夏季强化班学长学姐的发言，感

触很深，曾经欢笑苦恼的日子在脑海中浮现，仔细回想过的好快，如白

驹过隙，恍如昨日。 

 

      首先，感谢相遇、感谢缘分让我们聚在三月这个大家庭，在这里，

我收获了朋友，收获了真诚，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快乐。回想，当我们

秋季强化班怀揣梦想进小组，当我们面对陌生而又期待的新事物时，是

夏季强化班的学长学姐贴心的给我们讲解着一切，给我们做着引导。我

清晰记得当我进入强化班八组的时候，八组的小伙伴很热情，给我讲这

个，又讲那个，大家都积极自我介绍，这使我很快地认识了我们组员，

也使我能够很快在小组进入学习状态，感谢八组的每个人。 

 

      后来认识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都挺好相处的，在学习上遇到困难

可以问学长学姐，学长学姐有求必应，有时还会主动帮你解决。我在秋

季强化班的成长离不开学长学姐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如果不是张仁杰

学长给我在小游戏上的建议，我可能要多走一些弯路了，如果不是彭远

远学姐给我测试小游戏，我的小游戏就可能在考核时出问题，还很多人

帮助过我不一一罗列了。 

 

      最后，希望结班的小伙伴在离开小组后仍能不忘初心，在面对外界

的种种诱惑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目标。

2019-04-17

https://www.jianshu.com/p/90be77a0211b

https://www.jianshu.com/p/90be77a02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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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 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 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 a quality of the imagination, a vigor of the emotions; 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Youth means a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ver 

timidity, of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over the love of ease. This 

often exists in a man of 60 more than a boy of 20. 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 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

宝泉春游·高山 & 峡谷

宝泉春游·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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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 Worry, fear, self-distrust bows the heart and turns the 

spirit back to dust.Whether 60 or 16, 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s, the unfailing appetite for 

what’s next and the joy of the game of living. In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and my heart, there is a wireless station; so long as it 

receives messages of beauty, hope, courage and power from man 

and from the infinite, so long as you are young. 

 

 

When your aerials are down, and your spirit is covered with 

snows of cynicism and the ice of pessimism, then you’ve grown 

old, even at 20; but as long as your aerials are up, to catch 

waves of optimism, there’s hope you may die young at 80. 

宝泉春游·泉水

宝泉春游·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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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译文：

      青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

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

生而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

暮年。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惶恐，

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无论年届花甲，拟或二八芳龄，

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人人心中皆

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

信号，你就青春永驻，风华常存。 

 

      一旦天线下降，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

即使年方二十，实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树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

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2019-01-21

https://www.jianshu.com/p/1e28397c3f93

https://www.jianshu.com/p/1e28397c3f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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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团支书风采大赛

      昨天团支书风采大赛预赛告一段落，说实话节奏有点快，十二点多

让我们班的同学抓紧吃个饭，十二点半又开始到主楼集合，然后抓紧把

小品和合唱拍练一遍，到一点开始上场，小品和合唱都存在一些问题，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最后只能临场发挥，到结束的那一刻才敢松口气。 

 

      在整个工作中我们班委是存在工作失误的，如果班委组织到位可能

我们班的表演会更好。在排练期间我发现最难协调的就是意见，每个人

的想法总会有写不同，我们团支书也总是好听取一下同学们的意间，最

后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没有一个好结果。这是我们缺少一个拍板人所导致

的，这样事情可以很快决定，然后开始做。当然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什

么就是什么，也应当参考一些其他人的意见，来辅助和完善自己的决定。 

 

      这学期我们班同学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有些下降，团支书书征求大家

的意间的时候吗某些同学总是带着无所谓的态度，排练也不是很积极，

所以前几天虽然排练的挺多但是效果和质量很差。针对这个问题解决办

法就是多做思想工作，不能硬来，尽量把他们往正确的方向引导。 

 

      团支书风采大赛这段忙碌过后，还有个省级的算法比赛，还有五六

天就要要开始了，时间紧迫，得抓紧时间做算法。

2019-04-28

https://www.jianshu.com/p/93f4b15a139a

https://www.jianshu.com/p/93f4b15a1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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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软件招新面试总结

      01 面试 

      之前多多少少参加过一些面试都是被面试，但今天不同 , 今天是面

试别人 , 收获挺多的，例如简历书写的重要性、语言表达能力重要性，

以及自己对问题的独特见解，如何使自己表现的与别人的与众不同等等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02 关于简历 

      今天看的看的简历中有两个没有贴照片的，给我的第一感觉不是很

好，面试中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大家都应该知道，如果第一印象给面试官

不怎么好，那可想最后的面试结果会怎么样。当我看到没贴照片的简历

时我的真实感受是：这个人不重视这次面试，他有点随意，这直接导致

我对他印象不好，即使后面他有特别的亮点、才能或者特别的地方表现

出来，对在我心中改变对他的印象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最后考核等级不

高。 

 

      03 语言表达 

      把简历处理好后，然后是语言表达能力。我认为流畅表达是第一位，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上增加语言的亲和力，尽量是自己的语言生动有吸

引力。在以后的学习的生活中也是不能光学习知识，这方面也是很重要

的，如果过我们连我们想要求的公司面试都过不了，那何提施展我们的

报复，没有舞台是没法表演的。 

 

      04 独特性 

      如何在面试时表现的独特和与众不同这个问题曾经也是我常常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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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这个可以表现的方面很多很广，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关于培养学

生的 TED 的演讲，它驳斥的传统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扼杀，里面主张

培养学生的三个方面： 

      * 活跃的思维和创造力 

      * 对世界多样性的认知 

      * 保持每天充沛的活力去投入生活或工作 

      当具备这三方面能力，我们即使不会变的不同也可以变的于他人不

一样。 

 

      05 丰富的阅历和知识储备 

      对问题的见解和观点来源于我们的阅历和知识的储备。不经历、不

尝试有些东西无法体会，更无法得到。所以还是要多读书多经历一些事

情才好。

2019-05-01

https://www.jianshu.com/p/5999fbad5943

https://www.jianshu.com/p/5999fbad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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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长存，友谊不散

      今天想写一篇简书，昨天、前天我高中的一群好哥们说五一出来聚

一下，之前我已经推了几次了，这次因为在小组五一聚会我又推掉了，

现在感觉在群里聊天都有点惭愧，我觉的我下次去了他们可能要奏我一

顿（滑稽），嘻。今天看了他们聚会的照片，发现大家都变成熟，稳重了，

但还是当年那帮年少轻狂的少年。 

 

 

      这是今天大家聚会的照片，看见这张照片的第一感觉是大家都变帅

了，嘻嘻，连卢鹏远也不例外，哈哈。 

 

      贴一张去年给大彪过生日的照片。这是高三时候的，人挺齐的，记

五一聚餐合照

大彪过生日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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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次聚会还是在一个重要考试的前一天，这天太刺激了，这次酒喝的

有点多，回家直接就睡了，然后第二天到学校考试。 

 

      我们那一帮人有时候在学校也会整点刺激的，买同一个风格的背心，

摆同一个姿势拍张照。 

 

 

 

 

      还有我们在新乡的高中同学最近的一次聚餐。 

 

 

 

 

 

 

 

双手摆鄙视合照

毕业合照

新乡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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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三月后，现在又有一帮人出现在我身边，他们很优秀，跟他们

在一起我也一点点变的优秀起来。记我们第一次聚餐。 

  

 

      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有大家在，这一路一定会精彩纷呈。 

 

      over，最后的啰嗦。 

 

      这个五一我是很想回去的，想回家看看父母，想和高中同学、室友

聚聚餐。无奈五一假期后要参加省 ACM 竞赛，而这几天也是学算法的

好时间，我们另外两个队友都留下了，我没法走。今天中午，我们高中

的那一帮聚了餐，遗憾去不了，所以今晚想写一篇简书纪念一下，让我

们的友谊活在简书里。友谊长存，友谊不散。

2019-05-02

https://www.jianshu.com/p/619f9f831504

给庆会过生日聚餐，26 人

https://www.jianshu.com/p/619f9f83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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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 ACM 竞赛总结

      昨天下午紧张刺激的省 ACM 竞赛结束了，五个小时的大脑超频运

转，五十多个学校的二百三十一支队伍在黄淮学院体育场的激烈角逐，

这次比上次的 CCPC 结果要好，一个多月的辛苦总算没有付诸东流，最

终我们队取得铜奖。也有些遗憾，我们另外两道题都做出来了，一道题

的输入描述不清楚——它只说输入数据小于 6 组也没给一个变量控制，

我们写了两种思路的算法提交上去都不对，还有一题是关于路径的，自

己测的数据都过了，代码检查精简好几遍了，可是提交就是不过，我相

信我们队有拿银牌的实力。不管结果怎么样，省赛已经过去了，今年不

行我们明年再战！ 

 

      我们的队伍——青青草原我最狂。 

 

 

 

我们的队伍

集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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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一个月的学习与五一假期的集训，让我收获了不少，通过这些

练习我对代码的操作更熟练了，思维逻辑比以前更严谨了。下面贴几张

最近一月的成果。 

 

 

      自学算法以来，我们队走过了一段艰辛的路，在我们对我对 Java

语言的理解和运用是相对来说比较熟练的，知道一点 Java 的集合框

架——ArrayList、LinkedList、HashMap、HashSet、TreeMap、

TreeSet 等等的基本运用，但是我们队的大佬王跃坤貌似只会用数组和

ArrayList，他用的很熟，这是他的优势，对于没学过数据结构的我们

来说做有些题是有难度的。经过最近的学习、训练、比赛我们已经算是

算法入门了，以后就要多刷题多总结了。 

 

       在比赛前我们队商量了一些策略，其中就有反复强调的冷静分析，

可是真正到了比赛还是会慌的，但是要尽量把自己沉浸到题中，冷静分

析思考；同队的人要默契配合，然后尽量在观点和解题思路比较清晰的

时候与队友讨论，否则可能会把他人的思路带偏；尽量让有清晰解题思

路的人敲代码，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打扰他，否则，会造成解题速度的下

降，严重的话代码中间可能会出现逻辑错误；签到题尽量保证提交一次

就对并且快速做出；比赛很拼心态，不要错了还疯狂提交，这只会让你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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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水平内明次迅速下降，而且到比赛后期很多拼的都是时间，因为

多 AC 一道题的难度很大；到比赛最后剩余二三十分钟的时候可以挣扎

一下，你尽可以把你感觉对的代码改一下提交上去，不对也没关系，不

算入总做题时间，而万一你提交对了排名就会上升，这是很值的。 

 

       关于算法。经典的算法一定要懂其中的思想，会用里面的代码技巧，

有些经典的算法就算是背下来也不多！关于如何学习和训练算法我就不

嗦了，下面这个博客的一篇文章将的很细。 

https://blog.csdn.net/qq_40688707/article/details/80602064 

 

       现在，我也算是趟过 ACM 水的大学生了，大一有这么个经历真刺

激！未来，在这条路上我可能还要再走两三年，希望自己有机会到区域

赛闯一闯，感受一下大佬 AC 题的速度。 

 

      最后，用一句我喜欢的句子来结束这篇文章。 

 

      I do not know where to go, but I have been on the road. 

      我不知道将去何方，但我已在路上——《千与千寻》

2019-05-09

https://www.jianshu.com/p/012b20078404

https://blog.csdn.net/qq_40688707/article/details/80602064
https://www.jianshu.com/p/012b2007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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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上半年总结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时间不等人。不知不觉已经快

大二了，时间就像沙子，你抓不住的终将流失掉。回首下学期的这半年

学习生活，感觉有一点点荒度了，这学期的收获感觉也不怎么多，练了

两三个月的算法，参加三四场算法竞赛，提升确实是有的，我能明显感

觉到再敲起代码来思路和条理更清晰了，除了这一点其他方面感觉就不

那么明显了。现再有空对这学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01 这学期在学算法上面存在的不足 

 

      首先说“学算法”这个方面吧，我把这学期都用来学算法了，其实

我没有进全力，也没有全身心投入进去，我心里是喜欢算法的，但有时

侯做题时它总是给我一道一道的坎，让我费劲心思、冥思苦想、几经周

折，有时可能还是 AC 不了，我和王跃坤经常讨论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

是学算法的好方法，但是总是这个结论刚下完，可能过两天就被下一个

结论推翻了，最后我们都基本认同的一点是：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方法，

你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他，反之亦然。这学期自己在做算法的时候心没有

沉下去，有时做一两道就不想做了，好像有一点厌烦，又好像自己懒了，

又好像自己飘了，下学期这一点一定要改，如果不把这种脑子里蠢蠢欲

动的思想压下去，我可能不会在算法上有什么精进了。 

 

      关于这一方面的解决办法。在暑假我准备看和刷刘汝佳写的《算法

竞赛入门经典》这本书，并把上面的经典习题都做一遍，暂定的是每天

花一小时做一两道题。前两天在发现了一个 ACM 学姐的博客，她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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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所处的情况与我们的很相似，看她的博客感觉很励志，以后自己再

感觉不想做题时就去看看她的博客，给自己打打鸡血。 

 

      02 这学期身为我们班班委存在的不足 

 

      第一，我自己没有带领我们班人积极参加活动，自己有时会以小组

忙为借口，除了参加计算机编程竞赛和考试我几乎没参加其他的活动。 

 

      第二，最近和大家交流的有点少了，没有开学时那么频繁了。 

 

      第三，没有对我们班同学经常进行学习方面的督促。 

 

      关于以上几点的解决办法。本学期以期末考试复习为主，下学期必

须和我们人一起参加一两个活动，增进我们之间的交流和感情；最近去

一号宿舍楼了解一下大家复习的情况，督促一下同学们抓紧复习，给同

学们说一些复习的方法等等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3 这学期在学习方面出现的问题

 

      高数课有时候走神，有的知识点拉下了；这学期学的内容难度上去

了，有点内部没有跟上。 

 

      关于这两个学习方面的问题解决办法是，复习，复习，刷题，刷题。 

 

      我关于学数学的一些观点：分析问题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比得到问

题的答案更重要。分析问题是思维锻炼的过程，而学习的过程是思维扩

展的过程，它能让你知道更多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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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这学期在竞赛方面的收获 

 

      三月份参加了蓝桥杯省赛获得了二等奖；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去

郑州轻工业大学参加 CCPC 省赛遗憾打铁而归；之后又过了 20 十天左

右去驻马店参加河南省 ACM 竞赛，我们队伍获得铜奖；再到最近参加

的蓝桥杯国赛，侥幸获得了一个三等奖；另外在三月份的时候参加了

Java 二级考试，当时就想测试一下我对 Java 基础知识掌握的咋样，复

习了几天就去考试了，五月份在官网查询通过了，还不错是优秀等级。 

 

      05 其他收获 

 

      这学期课余时间差不多都在学算法，所以我对 Java 语言的使用更

熟悉了，这个仅在算法方面；这学期担任班委组织大家进行各种活动、

处理同学们之间的关系自己的综合能力提升了一些；除了以上我还收获

了一群小伙伴，我们在一起学习、分享知识、打篮球、打排球等等，和

他们在一起的一年我感到很充实很快乐很满足。 

 

      07 暑假和下学期的目标 

 

      暑假是难得的大片学习时间，首要目标是走进度，计划最少要走三

个阶段（H5+CSS、Javascript、BootStrap），然后是算法，每天抽

一个小时做一两的题，在然后，报个健身房锻炼身体，好的身体，充沛

精力高效做事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李老师提倡的；最后利用闲暇时间准

备一下英语四级考试，如果还有多余时间再学下 C++。 

 

      下学期，大二，计划上学期必须走完剩下的阶段（jQuery、Vue 等）；

然后是算法，一天抽出一个小时做题；最后计划在开学时做一次代班（带

19 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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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最后 

 

      这学期，总体来说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目标，可能这些都需要在暑

假补了。“你所拉下的都会在未来补回来”，欠下的都是要补的。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愿你不辜负你的美好时

光。

2019-06-04

https://www.jianshu.com/p/9b75812acf4a

https://www.jianshu.com/p/9b75812ac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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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进行完年终汇报后的总结，年终汇报是三月软件对每个在小组学习的人一

年学习成果的评估活动。 

 

      谁的青春不迷茫

 

      六月的奋笔疾书，七月的焦急等待，八月的录取通知书……这应该

是所有 19 级新生来到大学前的状态，初到大学，怀揣着对大学生活的

幻想、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中的小宇宙也在沸腾 ing。一段时间之后，

仿佛被大学泼了一盆冷水似的，好奇心逐渐变淡，小宇宙也逐渐波澜不

惊，心中的疑窦和无助一点点地萌生，我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除了上

课我还能做什么？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作为一个跌跌撞撞步入大二的

学长，我想这应该是大一新生的普遍心态。回想去年进入大学，我对本

专业（计科）不是特别了解，对计算机的认识也仅限于打打游戏、听听

音乐或者刷刷剧的工具而已，我有些茫然，然后就去找“度娘”搜了下“计

算机专业将来要干什么？”，偶然，我点进了 CSDN 的一篇博客，里面

介绍了计算机专业和将来可以从事的一些工作方向，看完后我知道我以

后可能就是传说中“程序猿”了，一群智商极高情商极低的特殊群体，嘻。

这篇博客让我了解了我的专业，让我不再那么茫然，这是我对 CSDN 的

初印象，自此 CSDN 博客也在我的心里悄悄留下了一颗种子。 

 

      我的经历

 

      我们学校信工学院的特色是学习小组，周六周日没有课的时候可以

在学校的机房学习。在我了解到之后，我就马上决定加入一个学习小组，

这一年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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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想进入一个优秀的团队从来都不是那么轻松的，我最终选择了李学

勇老师创办三月软件小组——信工学院成立最早、成员最多、综合实力

最强的小组，经历重重笔试、面试我成功进入。 

 

      进入学习小组后，我真正开始了我的编程之旅。前两三周学简单的

PS、PR，做一张海报和一个鬼畜视频。这两个小阶段学过后就开始真

刀真枪的干了。之后就开始学 Java、MySQL 数据库。学的过程出现了

少许问题，但一当实践的时候就问题百出了，我当时特别苦恼，虽然可

以去问学长学姐，但不能总问，这时候 CSDN 就成了我解决问题的另一

个渠道，通过 CSDN 我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喜

欢上了 CSDN 博客，最终我在 CSDN 注册了我的博客，在 Java24 周年

来临之际，我写下了《我与 Java 的去年和那些事》来参加 CSDN 举办

了征文活动，侥幸得了奖，感谢的 CSND 认可。 

 

我与 Java 的去年和那些事：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

details/90513977 

 

 

 

      这一年学了许多技术，写了小游戏和 MySQL 的作品，这个数据库

系统总共花了一个多月，写了 8000 多行代码，目前是我写过的代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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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一个小项目。写完这个数据库系统后，我对 Java 的了解更深入了，

同时也掌握了 MySQL 数据库的基本使用方法。 

 

      还有个小图书管理系统（文本存储数据），花两天给同学写的 Java

期末考试作业。 

  

      算法竞赛

 

      大一下学期我并未开始学各种技术，而是开始了对算法的学习。期

间参加了蓝桥杯省赛，CCPC 省赛，ACM 省赛、蓝桥杯国赛。 

 

      * CCPC 竞赛总结回顾：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

details/89931529 

      * ACM 省赛总结：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

details/89948667 

      * 蓝桥杯国赛总结：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

details/90721292 

 

      特别的一个暑假

 

      暑假小组要求留校学期，在暑假的近两个月里，我学会了好几

种游泳的姿势，也爱上了健身。暑假主要学习的是 HTML&CSS、

Javascript 语言，最后写了几张网页；在这个暑假我担任了强化班的组

长，结识四组可爱帅气的小伙伴，因此暑假除了自己学习平，常要关注

他们的学习状态、为他们解决疑惑。我们的关系很好，经常会跟大家一

起聚个餐，每周还会跟大家一起游一两次泳。这是我最特的一个暑假，

带了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小伙伴，跟他们玩的很开心，同时又学了一些编

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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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组员第一次聚餐 

  

 

 

 

  

 

 

      忙碌的新学期

 

      开学和我的小伙伴们去乌龙山逛动物园、游乐场、水上乐园放肆了

一天，晚上和李老师一起聚餐。这学期我们步入大二解锁了学长的称号，

小组要招新，我跟星星、王冉、王京负责各项事宜，先是安排参观，有

时策划宣讲会，这个过程虽然很累，但当看到一个个可爱的面孔时心理

很开心，什么累呀、苦呀都烟消云散了。十月一号和三月的全体共同观

看直播，在此期间我又和王京策划了整个 19 即新生的开班仪式，说实话，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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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过得最累的一个国庆节，之后就写了一篇关于开班仪式的策划总结。 

 

开班仪式策划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details/102458359 

 

      给新生的一些建议

      大学是一个人独立的过程，每件事都需要自己抉择、行动、感悟、

总结、收获，不学会独立永远是哪个长不大的高中生。 

 

      建议大家有目的多读书，这样可以开阔你的思维和眼界。 

 

      在大学遇到问题时主动思考，在不忙的时可以主动，为班级、为寝

室或者为你身边的团体做一些事情。 

 

      在有能力为别人分担的时候，请尽量为别人分担。当你为一个人分

担时你是一个普通人；当你为一群人分担时你是一个 leader；当你为

13 亿人分担是你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什么时候都应该处于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 

 

      在大学要有目标，并且目标要具体化。 

 

      在大学放在首位的应该是成长，无论参加社团、学生会或者学习小

组，对你没有意义不要做，浪费时间！ 

 

      大学是包容的，它允许你犯错，所以想去做的尽管放开手去做，努

力了，即使最后没做好也没关系，过程远比结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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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过程是思想凝练的过程，可以提示你的写作、表述能力，建

议在大学期间多进行写作，然后选择一个平台和大家分享。 

 

      总结

 

      这一年我收获了很多，不仅是技术上的，平常在小组学习时常与李

老师交流，我的思维也开阔了许多，并且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更加坚定

了我的人生的目标；在高中是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他们是我可以把后

背露给他们的朋友，现在我又多了一群值得信赖和热爱编程的朋友；加

入三月学习小组后，我在这个团队中提升了很多，同时也使我深刻意识

到团队的重要性； 

 

      这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每一段经历、每一件事都是我珍贵

的记忆、宝贵的财富，再回首，难忘，难忘。未来在哪？在脚下，在手中，

在心里，在眼里。继续向前，未来可期。 

 

      致谢

 

      感谢恩师李学勇，他创建的三月软件小组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提供

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同时李老师也给我们很多思想、人生方向上的指

引。 

 

      感谢感谢 CSDN 博客的每一个博主，他们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帮助我

解决了很多问题，并且通过在 CSDN 总结知识使我能对学到的知识进行

深入思考，同时我在这也交到一些朋友，通过和他们交流、看他们的博

客使我在编程这条路上更加有动力了。

2019-10-23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details/10269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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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数据毕业生项目展示

      认知实习第一天来到目的地，很巧在这培训六七个月的毕业生展示

毕业项目成果——类似 bilibili 的视频网站，据介绍这个项目是一个班

的人共同完成的，三十个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项目的中使用的技术如下，乍一看还真不少，以我现在所学的跟他

们比，我还差的远呢。 

 

 

 

      在项目展示的过程中，主讲项目的人讲的并不是很好，主要是紧张，

这使得语言表达不够清晰、流畅。总体来说前面的讲的凑活，中间听的

想睡觉，后一部分是展示网站的功能和效果。最后快讲结束的时候所有

的人一阵掌声，貌似很多人都从美梦中醒了。在整个讲项目的过程中也

有其他人介绍项目，感觉都介绍的不是很理想，介绍人紧张语言不流畅，

综合素质不是很好。 

 

      在整个项目展示结束后，大部分人都离场了，他们这个班的人在这

里举办结班仪式，我们因为有事要说因此留下了，仪式很简单，一些人

上台发言说下这段时间的学习感受、心得，或者聊一些共同经历过的事，

他们的技术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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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我了解到了他们在大学的一些状态，很多人都是在大学玩了两

三年，到该毕业时去找工作，因为知识储备量少四处碰壁，最后只能找

培训机构培训了。 

 

      第一天来到这，感触颇深，原来这就是那些在大学贪玩的人将来所

要面临的处境，在短期内把该学的知识学问，然后才能去找工作，据他

们的表现来看，综合能力尚缺锻炼，可能会影响到工资和以后的发展。 

 

      最后，关于认知实习目的的一些总结： 

 

      1. 认清现在的自己所处的现状 

      2. 寻找自己与他人的差距 

      3. 认识自己的能力与未来工作的能力需求，并在大学期间尽量缩小

这个差距 

      4. 了解未来 IT 的发展方向、趋势

2019-07-08

https://www.jianshu.com/p/06bf1ee6b409

https://www.jianshu.com/p/06bf1ee6b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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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暑假，阶段仍需努力

      今天写好了第一个网页，整体感觉效果还可以，唯一的不足在某些

标签的布局和定位上，对窗体进行放大或缩小时页面定位标签会发生改

变，导致布局略微变形。以目前对 js 的掌握只能对页面的时间或局部的

过渡进行控制，这两天会对 js 进行深入的学习然后在做后面的网页时使

用更高质量的动画效果。 

 

      暑假的状态和进度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感觉状态还可以，因为每星期都要进行健身和

游泳，身体素质也提高了许多，相比以前在学习上更思路更清晰了，效

率也高了不少，但是在进度方面自己确实要自我批评一下，HTML 阶

段过去了没有写完一个完整的网页。如果单写静态网页的话在 HTML

阶段自己还是能写出几张网页的，单写静态网页只要使用简单的布局和

CSS 动画和过渡既可以完成，这样写出的网页“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如果进行更多操做的则不能够实现，而到 js 阶段需要为之前写的网页添

加事件和动画，添加事件还好，如果添加动画的大多需要在调整 html

文档结构，在编程中修改往往需要比添加考虑更多而且还容易处 bug。

因此最后我并没有急着写网页，等到学一些 js 知识对网页的基本结构有

一定的了解再开始写。前两三天迷迷糊糊看完了 js 的基础知识，然就开

始准备，之后就是：写 HTML--> 写 CSS--> 写 JS，说实话这样整确

实有点乱，最直接的体现是在调试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在三个文档之间

来回切换修改，就这样往复循环总算写好了第一个网页，前期写的很慢，

到后边熟悉了流程之后就好多了。总体来说，相对于身边的小伙伴进度

还是慢，JS 只掌握的基本的操作还需要深入理解，需要快速解决阶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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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问题来提高速度。 

 

      暑假期间的感受 

 

      首先感觉暑假过的很快，每天都安排的满满的。平常洗衣服都是在

中午或者晚上回去，一周四次以上的游泳或健身，记得有一星期连着去

了三次，耳朵带耳塞带的都有点痛了，嘻，自由活动时间只有周三下午

和晚上，下午要查简书，晚上有时还要赶一下进度，感觉时间过的很快，

日子过的很充实。去了这么多次游泳馆学会了蛙泳、仰泳，去深水区也

没问题，嘻，坚持这么多天健身以来没有胖，感觉增加了一点肌肉。 

 

      带新生也挺有意思的，给他们普及知识，解决问题，组织讨论、知

识分享……当组长之后体会了远远学姐带我们的辛苦，组长什么都要考

虑，组员做的不到位也需要及时提醒一下，组员有啥不懂的要给他们分

析讲明白……和组员相处一个月以来各方面都很融洽，跟他们在一起学

习感觉自己也被带了起来。 

 

      总结 

      看着好多人都走完了 vue 开始学自己感兴趣的了，然而我还在

H5JS 徘徊，深感羞愧，得赶快赶快走进度了。

2019-08-11

https://www.jianshu.com/p/7db53f5c2b59

https://www.jianshu.com/p/7db53f5c2b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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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简书

      10 月 23 日，我已经两个多月每有更新简书了。忙碌、快节奏的生

活让很多人的心浮躁，丧失了思考，没有静下来写些感悟。其实，生活

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 生活中也不缺少回忆，而是缺少

记录的双手。 

 

      一年多以来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学到的技术知识很多，感悟收获也

很多，但如果让我回忆，可能只会想起了了几点，我身边有那么多精彩

的故事，我每天在经历、感受，现在却弄丢了一些，这都是因为懒。 

 

      简书的思考 

 

      前段时间开班仪式上，我惊叹翠姐坚持写作，然后想到自己许久没

有更新简书了，之后私底下关注了翠姐的简书并读了她写的文章。翠姐

的简书大是关于自己的生活感悟、学习收获等，还有很多读书感受。从

翠姐的简书中我看到了写简书的一些意义——它的意义在于记录，在于

传递感情、传递正能量。很多人不写的原因是没感觉，或许在写文章的

时真没什么感觉，这时候可以等等看，或许过一星期你再看到它可能会

笑也可能会戏谑 :“嘻，我当初为何如此 sa 把这件事写上去了 ~”，过

一个月你再看可能会说 :“这是我这个月做过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

过一年你再看可能会说 :“我当时太明智了”。其实简书本身没有意义，

是记录的文字赋予它意义 ; 文其实字本身没有意义，是你的思想赋予它

意义。时间就像催化剂，它让文章拥有岁月沉淀的力量。写简书的意义

也就在于此吧。 

 



58  >  重拾简书    

      为什么有些人感觉生活单调 

      那些张口闭口“无所谓”的人，他们的生活观太消极，给我的感觉

是仿佛被打败了似的，仿佛看透一切，仿佛所有的东西都是浮云。也正

因为这种态度他们总会感觉生活单调乏味。还有一种是喜欢平平淡淡的

人，他们的生活就像平静的湖面，波澜不惊，这样的生活也难免单调。

最后是太忙碌的人，他们生活节奏快，很多事做了来不及思考，经历了

很多却回忆不起来。 

 

      让生活丰富多彩 

      想让生活不单调，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陶冶一下情操 ; 可以和身边

的好朋友谈心交流，然后记录下你当时的心情，感受，收获等 ; 可以给

自己定个目标，挑战一下自己，成功后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也可以写一

篇好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交流，多记录一些，把生活过得有仪式感一些，

这样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 

 

      好后悔这学期没有坚持写简书，很多事经历了，以至于没有能拿来

回忆的。以后要重拾简书，写一些生活感悟、读书笔记、小故事或散文等，

使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多一些思考、感悟。

2019-10-23

https://www.jianshu.com/p/ab167f727b1a

https://www.jianshu.com/p/ab167f727b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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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次早读考勤

      今天早上早早的到了 910，然后拿着我的单词笔记本去 505 看大家

早上的情况，我以为大家这么长时间应该熟悉小组的学习方式，没想到

早上不喊两声就没有人准备读英语！期间去下面转还有位同学的手机上

显示的是游戏画面。在我的印象中三月是对纪律和考勤是很严格的，之

前的要求是不让在学习去玩手机和听歌。 

 

      我们历经一个多月，经历引领参观、宣讲会、招新、开班仪式，每

个环节都话费很多心思、下很多功夫，现在看我们招到的人是这种表现，

心里是一种被凉风穿过的感觉。 

 

      早读后，我不由地上来一股情绪，然后给大家说早上出现的问题，

对不好的表现进行了轻微批评，我最想对大家说的是 : “三月尽最大努

力培养你们，给你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你只管把学习搞好就好了，

不用担心其他的，学长学姐会给你们安排好一切”。当然作为学长还是

应该对学弟学妹们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强化班是个集体，我希望这个集

体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自己人，大家团结、互帮互助。

2019-09-10

https://www.jianshu.com/p/5fa53596dad2

https://www.jianshu.com/p/5fa53596da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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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暑假，阶段仍需努力

      一个月多前，李老师说让我做班主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招新、

面试、宣讲会、开班仪式我都有参加，再到现在和秋季强化班新生相处，

带他们的同时也回想当时的自己和那永远也忘不掉的梗“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从开学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以来经历了太多事……

今天有空梳理一下。 

 

      前天听我们组（大二二组）的小伙伴们汇报感受颇多，记得有一个

词眼是河师大的老师问的，“你是班主任，你的工作你真的清楚吗？”，

当时突然有点懵，因为在担任夏季强化班的时候，我只见过前进前进、

郝庆会做事，但没有细了解。在我的脑海中我可能对强化班的管理概括

只有两个字——做事，做各种以我现在的能力能做到的事。 

 

      河师大老师的回答给了我一些启发，让我对我现在的班主任工作重

新思考。 

 

      班主任只做事就够了吗？ 

      我以前可能认为“够了”，但事实证明还差许多，河师大老师说“班

主任应该想怎么把班级学习氛围搞好，提高同学们的学习效率……在班

主任的带领下同学们都很好……”，这在我脑海里从来没想过，我想的

可能想的是尽力维持强化班的纪律卫生保证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做事方

面会想怎么把事做好，我们班主任就这样一直做事，直到最近强化班开

交流会和工作汇报，撞着南墙才发现我们“有些跑偏了”。 

 

      首先，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班主任的工作，导致后续工作的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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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只看到局部，没有从宏观上思考。这些直接导致近期强化班感觉

学习枯燥，希望有些活动来调节小组学习。 

 

      现在我对班主任工作有了更深一些的认识 : 第一，上传下达，把老

师通知的事做好，及时下发通知；第二，从强化班整体考虑问题，想办

法促进和激励大部分人的积极性；第三，及时观察、记录强化班学习、

思想动态，发现及时纠正；第四，分配工作、指挥工作、思考工作、创

新工作要占工作的主要部分。 

 

      怎么带好强化班？

 

      带和带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想要带好一个班级首先要对自己所带

的班级学生进行了解，大学生不像是小学生或中学生，他们有思想有主

见，甚至于他们的经济也相当的独立，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作为班主

任不能一味的从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分析问题，要多沟通、多了解，针对

学生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尽量和同学们熟悉，多与他们谈心，

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更好开展工作，班级建设才能稳步向前。 

 

      如何提高强化班凝聚力？

 

      最近小伙伴们反映活动太少，近期计划组织一次活动，以放松他们

的身心，促进强化班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上次强化班交流会李老师提到

华为讨论“如何把企业做好？”这个问题引出“共识”的作用和重要性，

强化班一些纪律和规章也应该建立大家的“共识”基础上。道不同不相

为谋，还应该让他们在思想方面达成一些“共识”。

 

      班主任工作方式总结： 

      多交流，相互学习；多鼓励，少批评；循循善诱，多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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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简书

      10 月 23 日，我已经两个多月每有更新简书了。忙碌、快节奏的生

活让很多人的心浮躁，丧失了思考，没有静下来写些感悟。其实，生活

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 生活中也不缺少回忆，而是缺少

记录的双手。 

 

      一年多以来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学到的技术知识很多，感悟收获也

很多，但如果让我回忆，可能只会想起了了几点，我身边有那么多精彩

的故事，我每天在经历、感受，现在却弄丢了一些，这都是因为懒。 

 

      简书的思考 

 

      前段时间开班仪式上，我惊叹翠姐坚持写作，然后想到自己许久没

有更新简书了，之后私底下关注了翠姐的简书并读了她写的文章。翠姐

2019-11-09

https://www.jianshu.com/p/d2b21df56d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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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书大是关于自己的生活感悟、学习收获等，还有很多读书感受。从

翠姐的简书中我看到了写简书的一些意义——它的意义在于记录，在于

传递感情、传递正能量。很多人不写的原因是没感觉，或许在写文章的

时真没什么感觉，这时候可以等等看，或许过一星期你再看到它可能会

笑也可能会戏谑 :“嘻，我当初为何如此 sa 把这件事写上去了 ~”，过

一个月你再看可能会说 :“这是我这个月做过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

过一年你再看可能会说 :“我当时太明智了”。其实简书本身没有意义，

是记录的文字赋予它意义 ; 文其实字本身没有意义，是你的思想赋予它

意义。时间就像催化剂，它让文章拥有岁月沉淀的力量。写简书的意义

也就在于此吧。 

 

      为什么有些人感觉生活单调

 

      那些张口闭口“无所谓”的人，他们的生活观太消极，给我的感觉

是仿佛被打败了似的，仿佛看透一切，仿佛所有的东西都是浮云。也正

因为这种态度他们总会感觉生活单调乏味。还有一种是喜欢平平淡淡的

人，他们的生活就像平静的湖面，波澜不惊，这样的生活也难免单调。

最后是太忙碌的人，他们生活节奏快，很多事做了来不及思考，经历了

很多却回忆不起来。 

 

      让生活丰富多彩

 

      想让生活不单调，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陶冶一下情操 ; 可以和身边

的好朋友谈心交流，然后记录下你当时的心情，感受，收获等 ; 可以给

自己定个目标，挑战一下自己，成功后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也可以写一

篇好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交流，多记录一些，把生活过得有仪式感一些，

这样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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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好后悔这学期没有坚持写简书，很多事经历了，以至于没有能拿来

回忆的。以后要重拾简书，写一些生活感悟、读书笔记、小故事或散文等，

使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多一些思考、感悟。

2019-10-23

https://www.jianshu.com/p/ab167f727b1a

记强化班一次考勤

      今天早上早早的到了 910，然后拿着我的单词笔记本去 505 看大家

早上的情况，我以为大家这么长时间应该熟悉小组的学习方式，没想到

早上不喊两声就没有人准备读英语！期间去下面转还有位同学的手机上

显示的是游戏画面。在我的印象中三月是对纪律和考勤是很严格的，之

前的要求是不让在学习去玩手机和听歌。 

 

      我们历经一个多月，经历引领参观、宣讲会、招新、开班仪式，每

个环节都话费很多心思、下很多功夫，现在看我们招到的人是这种表现，

心里是一种被凉风穿过的感觉。 

 

      早读后，我不由地上来一股情绪，然后给大家说早上出现的问题，

对不好的表现进行了轻微批评，我最想对大家说的是 : “三月尽最大努

力培养你们，给你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你只管把学习搞好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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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其他的，学长学姐会给你们安排好一切”。当然作为学长还是

应该对学弟学妹们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强化班是个集体，我希望这个集

体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自己人，大家团结、互帮互助。

2019-09-10

https://www.jianshu.com/p/5fa53596dad2

强化班班主任思考

      一个月多前，李老师说让我做班主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招新、

面试、宣讲会、开班仪式我都有参加，再到现在和秋季强化班新生相处，

带他们的同时也回想当时的自己和那永远也忘不掉的梗“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从开学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以来经历了太多事……

今天有空梳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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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听我们组（大二二组）的小伙伴们汇报感受颇多，记得有一个

词眼是河师大的老师问的，“你是班主任，你的工作你真的清楚吗？”，

因为在担任夏季强化班的时候，我只见过前进前进、郝庆会做事，但没

有细了解。在我的脑海中我可能对强化班的管理是把管理的事务做好，

做各种以我现在的能力能做到的事。 

 

      河师大老师的回答给了我一些启发，让我对我现在的班主任工作重

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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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只做事就够了吗？ 

      我以前可能认为“够了”，但事实证明还差许多，河师大老师说“班

主任应该想怎么把班级学习氛围搞好，提高同学们的学习效率……在班

主任的带领下同学们都很好……”，这在我脑海里从来没想过，我想的

可能想的是尽力维持强化班的纪律卫生保证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做事方

面会想怎么把事做好，我们班主任就这样一直做事，直到最近强化班开

交流会和工作汇报，撞着南墙才发现我们“有些跑偏了”。 

 

      首先，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班主任的工作方向，导致后续工作的跑

偏。其次，只看到局部，没有从宏观上思考。 

 

      现在我对班主任工作有了更深一些的认识 : 第一，上传下达，把老

师通知的事做好，及时下发通知；第二，从强化班整体考虑问题，想办

法促进和激励大部分人的积极性；第三，及时观察、记录强化班学习、

思想动态，发现及时纠正；第四，分配工作、指挥工作、创新工作要占

工作的主要部分。 

 

      怎么带好强化班？ 

带和带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想要带好一个班级首先要对自己所带的班

级学生进行了解，大学生不像是小学生或中学生，他们有思想有主见，

甚至于他们的经济也相当的独立，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作为班主任不

能一味的从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分析问题，要多沟通、多了解，针对学生

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尽量和同学们熟悉，多与他们谈心，了解

他们的想法，这样更好开展工作，班级建设才能稳步向前。 

 

      如何提高强化班凝聚力？

 

      最近小伙伴们反映活动太少，近期计划组织一次活动，以放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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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那些事

      一、关于“忙”

 

      首先如果你处于“忙”的状态，说明你的大学生活并不颓废。事都

有两面性，适当的忙碌会使人充实，过渡则会使人难以静下来，无法专

的身心，促进强化班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上次强化班交流会李老师提到

华为讨论“如何把企业做好？”这个问题引出“共识”的作用和重要性，

强化班一些纪律和规章也应该建立大家的“共识”基础上。道不同不相

为谋，还应该让他们在思想方面达成一些“共识”。 

 

      班主任工作方式总结： 

      * 多交流，相互学习

      * 多鼓励，少批评

      * 循循善诱，多多启发

2019-11-09

https://www.jianshu.com/p/d2b21df56dc3



大学那些事  <  69

心做一件事。科学证明频繁的进入各种状态需要消耗一定时间，我所见

的身边的许多同学，制定了计划，可能因为一件小事就把这个计划打乱，

这因为他在两个状态之间切换存在问题或没在两件或多件事之间做好合

理把握，所以导致计划崩盘。 

 

      最近有三个小伙伴退组，都是因为忙，学生会忙，班级忙，导致进

度忙自信心丧失，最后决定退组。忙不是不可以，但如果因为忙不能专

心做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事，那他的忙对于他的成长来说是打了折扣的。 

 

      在大学，我们所做的各种事不都是为了锻炼自己让自己成长吗？真

正该做的是对你成长帮助最大的事，那么问题又来了，什么是对成长帮

助最大的事？要看你缺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哪方面有不足，就刻意

向哪个方向锻炼，如果写作不好，那就多参加一些征文比赛，多写些简

书等，如果综合能力不强就参加些演、进入学生会或者多尝试在公共场

合发言等。 

 

      二、关于学习 

      学习是自己的事。无论是专业的学习还是在小组学习，那些知识需

要自己学习，别人会给你说方法或者给你解决一些问题，这些最多占 5%。

在大学有一些戏谑的话：大学学习不要靠老师，不要靠同学……，话这

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高中三天讲一章的内容，大学一天讲三章的内容，

怕是学霸也不一定吃的消，这是事实也是现实，因此很多知识点是需要

自己学的。 

 

      学习不止是自己的事情。我能否把我学到讲给别人，我能否把别人

教会……实践证明，通过教的方式输出学习会让人更深刻的掌握知识。 

 

      学习是有技巧的。一分资料，两个不同的人看，知识吸收、掌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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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不同的，其中有许多影响因素，如学习方法、技巧或者工具的使用等。

事实证明，那些有好的学习方法、技巧或者能合理使用工具的人学习效

率比其他人高。 

 

 

 

 

 

      三、关于考证 

 

      当然，多考证是没错的，这会证明你很优秀，在未来也是体现竞争

力的一方面，但是，不要盲目考证，那些计算机二级证就不要考了，含

金量太低，考只会浪时间。然后是考证的时候要量力而行，像那些知道

自己 100% 考不过的就不要试了，安心准备就行了。还有就是不要贪心，

贪心往往会使人抓不着重点，最后可能哪一个证都没有考过。最后，考

证不要跟风，有时会听到身边的一些人会说“xxx 报了 xx 证，听着名

字挺高大上的，要不我也考一个”，这种盲目行为一点好处也没有，连

证的名字都不知道，可见不是什么出名的证，可能最后考下来也没什么

用。 

 

      总之，考证要结合自身情况和专业情况，如果对自己有利那就去考，

如果浪费时间又没太大的作用那就放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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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生活

 

      生活嘻乐，嘻乐生活。生活中，做自己喜欢的事，做哪些让自己快

乐的事，这让生活有更多的趣味，反之，哪些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就是你

的生活。 

 

      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玩的时候玩，是大学生活的正常状态。我们

不难发现，把这个弄反的最后生活恰恰不是那么如意。 

 

      有一个兴趣爱好会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兴趣的意义在于陶冶情操，

放松身心。就像我爱健身，无论我平常时间多么紧，我总会去健身房锻

炼一下身体，练一下肌肉。虽然运动完有些累，但心里高兴，回来敲代

码也异常有感觉。 

 

      五、关于编程

 

      编程是一种艺术。我们用思维组织编程语言，经过动手实践使它呈

现在我们眼前。一个高手会写出高可用的代码，并且代码清晰严谨，反之，

有些代码则不堪入目，对比之下，俨然前者成了一件艺术。每当我写出

一个算法或者实现一个业务逻辑，我会有一个种莫名的兴奋感觉，然后

我会看一下我敲的代码，清晰易读，注释合理，嗯——它的确是一件艺术。 

 

      技术没有终点。就像前一阵非常火的一幅漫画，“你以为走到了终点，

其实才刚刚开始”，这幅漫画戏谑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在编程世界里“技

术没有终点”，每个程序猿都渴望学习更高级的编程技术，技术会革新，

再高级的技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新技术会迎来发展，因此要保持自身

高级技术需要坚持学习、不断学习，更需要保持“技术没有终点”的心态。 

https://www.jianshu.com/p/c494675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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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民》观后感

      戏剧性的一幕却又很真实

 

      印象深刻的第一个情节是这部电影的开始，十二个人举手投票，其

中十一个人投了“有罪”票，只有一个人投了“无罪”票，这一幕很戏

剧性但却很真实。大部分人依靠自己了解到的消息，新闻以及别人的意

见做着没有意识的决定，先不论决定是否正确，仅仅看他们以固有思维

出分析问题，这就足以否定一些人。 

 

      片子中的人物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有的长期被漠视；有的一直被

偏见和仇视；有的一味和稀泥失去了原则底线。一张桌子十二个中国人，

展现的确是中国社会的生活面貌。反观我们现实，我们有没有像其中一

些人了呢？ 

 

      是自己的决定还是他人的决定？

 

      在开始 11 投了反对票，在 8 号的坚持下大家继续进行交谈，到轮

流介绍自己的观点的时候，2 号陪审举棋不定，说话吞吞吐吐，到了 4

号要求等会回答，在之后 4 号连续回答了不知道，在这里可以看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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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投票的决定并非来自自己，而是他人的决定。他们是否早已习惯

跟着他人的思维习惯了？或者他们不坚定自己的想法？电影的时间、

情节安排有限，我们无法了解更多，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多少可以认

识的更加深刻一点，许多人在一起讨论开会、商量事情，提出问题或

建议的占少数，而多数看似在认真参会，其实可能在神游，意识多半

不是自主的，这些体现在一个人作出个决定其余大部分人都跟风，一

个赞同会有两个人赞同，然后都赞同了，当然，也不能都说是错的，

但是这种不经过大脑思考做的决定往往存在漏洞，难免以后出问题。 

 

      感性与理性

 

      2 号教师的跟风，3 号出租车司机分析，6 号小卖铺老板的厌世，

10 号北京人的固有思维，无不充斥着感性词汇，能坐得下来理性思

考的有 8 号检察官和 4 号资本家。整个电影如果不是 8 号陪审理性

的一步一步深入分析案情，其他人估计要被带偏，在电影结束，十二

个都投了“无罪”票，最终理性战胜感性。人是有血有温度的动物，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往往促使人做感性的事，这种事情没办法说

是好是坏，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我们是不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因为

人毕竟是人，不能脱离群体，但在重大的决定面前，还是理性比较好。

2020-2-29

https://www.jianshu.com/p/3464cd851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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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进行一场精彩的知识分享

     前言

     怎么进行知识分享？我该怎么准备？我该怎么做？在此之前无数问

题也飘荡在我的脑海里，经过这么多次接触、多次和团队里的人分享，

我逐渐掌握了一些小技巧、发现了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每当我要进行

知识分享我总会注意这些问题，并适当运用一些技巧，最后发现知识分

享不再那么使人感觉枯燥，听众反馈也不错。 

 

     这篇文章算我实践的一个总结，也是我给不擅长知识分享的小伙伴

的一点建议，我相信掌握这些会比之前做的更好。这里我将从头到尾总

结想知识分享的流程以及其中需注意的问题和技巧。

     开始

     我相信好的东西一定是经过大脑思考加工出来的，所以一个好的分

享也需要在开始准备前就思考一下。 简单可以从这几个问句入手：分享

的对象是谁？准备分享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分享？ 

 

     准确把分享的对象是一个成功的分享的必要条件，直接决定了之后

两个问题：分享的材料，分享的方式。向小白分享时我们不能讲过深的

专业知识，那只会让他听起来更加懵，这时分享专业比较有趣的、新奇

好玩的知识就非常好，专业知识提一下即可；相反，如果分享的对象是

专业人士，那就不必分享基础了，必须分享对知识的认识和独特观点，

这样才会吸引他。其次，对于普及性的知识，不要通通都讲，要讲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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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对大家来说普遍适用的，让大家浅尝即止就行，这样就会达到

较好的效果。最后，一场演讲或分享达到百分之百的满意几乎是不可能

的，一般能 80%~90% 满意度就不错了，而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对象。 

 

     分享什么（材料），一般分为已定的或者未定的，已定的暂且不论，

未定的一般根据我们掌握的知识、个人经验、对某件事物的感受而定的，

然后再根据分享对象决定我们分享内容的深或浅、严肃或欢快…… 

 

     分享的方式，一般通过 PPT 配合分享人的演讲，也可以讨论方式分

享，具体分享方式因内容而异，这里只说一下两者的侧重点，PPT 配合

讲述方式侧重于表达观点，让对方多了解并接受观点，而讨论方式，侧

重于发散思维，能更全面的展现分享内容。 

 

     准备材料

 

     确定了分享内容，然后是准备材料，一般是制作 PPT，选择一个符

合分享对象风格的 PPT 模板（网上有很多，可以免费下载），接着是

组织 PPT 的内容，这里推荐使用脑图梳理思路和知识点，好处不多说了，

然后就可以制作 PPT 了。 

 

     几点注意事项和小技巧： 

     1. PPT 中不宜长篇大论，简要的重点文字即可，这里我们要达到的

目的是让听众听完分享后在脑海里有这些重点，想一下就能说出来，而

不是一堆文字，让人看着心烦。 

     2. 多图多表，更加直观地展示。MS Office 自带 SmartArt 很好用

推荐。 

     3. PPT 的内容一定要正确，不确定的提前百科一下，避免说一些不

确定词汇，将会使演讲更加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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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 PPT 中设计沟通交流的一部分。通常是开头会或结尾，开始侧

重抓人眼球，提升听众兴趣；结尾侧重总结归纳，让听众再回忆一遍所

听所看内容，使之更加深刻。一般的，开头可以设计简单相关内容（便

于听众回答）或者主题外相关有趣的知识来引入。 

 

     5. PPT 制作完后，对演讲不熟练的一定要自己试一遍，能发现很多

问题，找几个试听一下，然后让他们提提建议、问题；如果找不到人，

可以自己过走一遍，这里推荐自己在电脑上录屏讲一遍，然后看视频发

现问题。

 

     进行分享 

     这是劳动成果展示的环节，如果展示不好辛苦就会白费，为避免这

个在前期需要做充足准备，如果做的好便会有胸有成竹的感觉，这时你

距离成功就差一步了。 

 

     在分享时，很多人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尬场。例如： 

     * 在提问题的时候没人回答，让交流的时候没人吭声！ 

     * 不小心讲错！

 

     出现第一个的问题时，可以点几个人回答，不要总被动等人回答，

时间长了演讲会脱节的（断片）。当然，最老套、最简单的就是找“托”，

有一个互动的就踊跃出多个，需要一个火花点燃观众的热情。有人可能

说“我偏不这样”，当然，我佩服那样有能力处理的人，这样的人毕竟

是少数，如果没有能力，为了达到效果，为了让听众更满意，这样的方

式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成大事、顾大局者，不计较小事。 

 

     出现第二个的问题时，这里一定要淡定，一般讲错了要及时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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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后不要那么严肃，哈哈一笑了之最好（学术类的切记这样）。这里

需要随机应变，对于一些人来说的确很难，但是只要记住拿出态度，及

时纠错，然后放平心态让它过去，后面的才是接下来的重点。 

 

     结尾

 

     一个好的分享在最后必定有一个好的结尾，所谓的结尾也并不是真

正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打开交流之门。通常，在结尾可以进行

总结让大家回忆所讲内容，可以提出期待期望，也可以让大家进行交流

分享，这些会使分享如山谷里回响的弦声，力量虽小，却格外有击荡内

心的力量。

2020-03-30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details/10519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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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程序要学 Linux

     在编程界的大神中无一不会 Linux，面对一个黑窗口，只依靠键盘

完成那些很秀的操作，旁边如果有编程小白，那估计要目瞪口呆了。作

为一个开发者，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后端开发人员，熟练使用 linux 和编

写基本的 shell 是必须的，后端经常在开发后需要部署和调试 web 服务，

静态的如 Nginx、Apache, 动态的如 Tomcat、PHP 等，以及 web 服

务的依赖数据库、缓存服务等等，这些都需要在 linux 上操作，可以说

如果不会 linux 操作的后端开发进一步发展是很难的。

     现在，容器技术的出现大大减低了开发人员配置各种服务的难度，

提升了开发效率，但是仍然需要深入的了解一下 linux，只会靠几条简

单命令是走不长远的。

学习 linux 不仅可以提高技术，关键是（滑稽）可以在小白面前 show（滑

稽），毕竟当别人认为你厉害的时候那你就厉害了，OK 让我们开始学

习 linux 吧。

     下面是自己学习一段时间 linux 的体会。

 

     首先说说 linux 和 Windows 的区别。平常我们常用的操作系统都几

乎都是 Windows，我们熟悉 Windows 的“我的电脑”，“C、D、E

盘符”，当我们的电脑插上个 U 盘或手机电脑里又会多了一个盘符驱动

器，当我们运行程序是双击桌面上的图标就行了，然而在 linux 里“一

切截然不同”（非桌面 linux，笔者几乎不用桌面的），操作都是一个

个命令，所见的都是文件和文件夹，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文件”——

linux 里一切皆文件，那 Windows 里的对应，盘符变成了 /dev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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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sda，sdb 等文件，操作命令变成了一些可以直接执行的二进制文件，

常见的“桌面图标”变成了“链接文件”。

     第一次接触 linux 的人总会感觉别扭、操作复杂。这是学习 linux 的

常态，因为我们已经熟悉所见所得的图形界面操作，而 linux 只有一个

黑色的窗口，唯一会动的只有闪动“光标”，色彩基本只有黑白，这个

“黑色窗口”有个好听的名字 "shell"，它用来接收和解释执行用户输入

的命令，当然 shell 并不只代表这个含义，shell 也代表一种编程脚本，

也代表一个用户连接的“会话（session）”。回到刚刚的话题，为什么

第一次接触 linux 感觉操作复杂而且别扭呢？因为使用 linux 需要记一

些命令和参数，无疑增加了一点负担，据说 linux 有将近 1000 个命令，

但实际上，进行复杂的操作只需要 100 个命令，如果过只进行基本操作

只需要基础一二十个命令即可，当熟悉命令后，我相信每个学习 linux

的认都会有“操作真简单，迅速”的感叹 ~ 

 

     学习 linux 后有什么用。首先，最直接的，你可以搭建属于自己的网站、

博客系统，可以实现文件共享系统，可以搭建邮件系统等等。其次，可

以对操作系统有更深入的理解，文件是怎样管理的，内存和磁盘上的数

据是怎样读取的，了解 linux 系统后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对于开发者来说，

尤其后端人员，更重要的是方便自己进行部署测试和开发，可以更深入

的了解业务系统的结构组成。

2020-08-16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details/107728518



80  >  凡事三思    

      这些是吴军老师其中一封 " 硅谷来信 " 中所提到的，听了这么多这

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封，当然，吴军老师信里不是直接说“凡事三思”，

它是我概括的，但与所表达的意思和信中所讲内容差不多。 

 

      所讲的“三思”大致如下： 

 

      1、当听别人说话时，假设对方说的是对的。 

      2、即使无理话也要想出合理的地方。 

      3、思考这样说的原因。 

 

      做到这些与个人的觉悟和思想境界有很大关系，平常人很难做到，

可能，想到这些已经够不容易的了。 

 

      不过，咱们可以比葫画瓢嘛，学习的第一步是模仿，照着多尝试，

自然会有感觉的。 

 

      吴军信中想表达的是应该是“多角度思考问题”，把问题看透，发

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2020-03-10

https://www.jianshu.com/p/cae29e9c47e2

凡事三思



把感情融在酒里，一饮而尽  <  81

      下午和组员进行活动，由于网络问题，游戏进行的不是很好，于是

就和组员聊了起来，唠些家常里短，随心所欲，不亦乐乎，这次组内活

动随之就变成了唠嗑会。 

 

      说着说着，就谈到上周和高中同学聚餐，兴致勃勃和大家分享了一

下，希望每个小伙伴都有高中时的那份值得留念的友谊。 

 

      这次聚餐来的有点突然，上周一下午 5 点说要聚，赶紧收拾了一下

就赶过去了，之前聚餐很多都没去成，这次趁大家都在郑州聚一下。 

 

      贴一张全体的照片。

 

把感情融在酒里，一饮而尽

2020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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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在高中同学家里聚的，一顿饭吃到夜里两三点，喝酒是主场，

感情在酒里！夜深了，一部分人喝蒙了去睡觉了，还有一部分意犹未尽

的在打牌，到四点，大家撑不住了，然后就躺下睡了。 

 

      第二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游玩——开封一日游。 

 

 

 

 

 

 

 

 

 

西湖沙滩

一起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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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一时，我们班大概有七十个人，一路走下来，到高三还剩了

五十人，在我们班，我们的这个群体算是个异类，有学习好的也有不好的，

都是男生，人还特别多，远不止上报照片中的这些。在学校时，几乎没

有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很奇葩，吃饭在一起，上体育课运动

在一起……那些年我们做了很多异想天开的事，现在都是满满的回忆。 

 

      从我们这些人中，我也意识到了团队的重要性，把许多力量拧在一

起，可以创造很多可能，因为我们有人，我们想做什么就有更多选择，

而不是彳亍，这次去开封玩我们是开车去的，如果时间充足我们能选择

更远更好玩的地方。 

 

      另一篇关于我们的简书：《友谊长存，友谊不散》https://www.jianshu.

com/p/619f9f831504

2020-04-12

https://www.jianshu.com/p/221dfedd4d15

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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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搞事情日记

      “咱们几个整个锅咋样？” 

 

      “行啊！” 

 

      “有了锅之后，可以做些自己想吃的 ( 手动滑稽 )，这次会做饭的可

以大展身手了 ( 手动 @ 胡志勇 )” 

 

      一正谋划在进行 ....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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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工具和材料就准备的差不多了，开搞！

 

      整吃的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 ( 滑稽 )，术业有专攻需要不断提高。 

 

      阶段一：小火锅

 

      难度系数 : 两颗星 

      难点 : 食材的选择，调蘸酱 

      最主要的是吃的开心，开心最重要嘛。 

 

      阶段二：煮面 

      难度系数 : 三颗星 

      难点 : 切菜，把握面煮的程度 

 

      经过一番准备，一道可口的面食就完成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动手一点点做出来确实蛮有意义的，但是最后一定要找个人刷锅 ( 滑

稽 )。 

https://www.jianshu.com/p/f8ef40e1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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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杂谈

      生活中总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

一

      周二晚上上 Linux 操作系统课——这不是我想学的 Linux。老师上

课前介绍后，就开始给大家介绍 Linux，我们上课用的是 CentOS，这

个在我的意料之中，待到老师在虚拟机上安装操作系统时我发现了点不

对劲的地方，老师的用的是 CentOS7，我借佳超的 Linux 书都已经是

CentOS7 了 ( 大家的书估计也都是 CentOS7)，等老师演示完，差不多

快到下课了，我问老师 :“现在 centOS7 用的比较多，咱们为什么不学

7 版本的呢？”老师回答 :“咱们只学命令，在哪操作都差不多”，我

当时无语。不过，老师在最后补充了想用高版本的可以自己装，但我相

信没有接触过 Linux 的绝大多数要装 CentOS6，因为装不同的版本会

让他们花更多精力来处理版本不同的操作差异，他不愿花费或者为了能

在熟悉的环境下考一个高分，这是很可悲的。 

 

      我算是学过一点 Linux 的，略知一点知识，虽然 centOS7 和

centOS8 操作差别不大，但是 centOS6 和 centOS7 却相差很大，在新

版本的 CentOS7 中，一是重要命令的改变、二是配置位置发生大变化。 

 

      学习这门课的意义在于以后工作学习中在 Linux 上搭建开发的环

境，方便自己开发和测试。当然很多人希望学完课程直接可以操作系统，

但是到 7 版本的系统上却发现有些操作或配置却不对，还要百度博客解

决，无疑会在以后增加学习的负担和使用成本，操作 Linux 不像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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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或者计算机网络等都偏原理，而使用它是一门技术性的东西，它更

像是编程语言的工具库或者框架，大家可能见过一个月之内框架升级几

次，但决对不会见到一门编程语言一个月连升级几次，这就是它们的区

别。 

 

      “在大学里学到技术基本都已经过时”这句话又再次被验证，在这

里希望老师所教的技术类课程能够与时俱进，让学生学到实用的技术，

不要让大家觉得学完这个技术没有用武之地。当然，如果只靠老师所教

的来来学习一门技术那是不行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还是

要自己摸索多下功夫。

二

      这周开始做“平安科院”项目，中间夹杂着各种琐事，不过一切都

在计划之中。李老师跟说好几次“课表小程序”需要改进的问题，无奈

课多又加上接手新项目，由于现在小程序前后端都是我管并且维护，开

发和调试比较繁琐，加上近期比较忙，因此近期并没有在课表小程序上

添加新功能，只更新了小程序前后端出现 bug 发了几个更新的版本。目

前看来，在毕业之前我会一直维护小程序的运行，现在只能等有空了 ( 估

计得到 11 月中旬 ) 增加小程序的功能，其他打算，后端可以尝试高可用

进行部署或者用 Nginx 负载均衡进行部署，保障小程序 7*24 小时不间

断运行。

三

      有些东西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还是最近接手的项目，我负责后

台开发，在开源的 eladmin 进行开发，其用的是 vue、element-ui 技术栈，

用两个技术从零开始开发并不难，但是如果基于开源项目 eladmin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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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开放难度就上来了，coding 的第一步是熟悉并看懂这个开源项目，

现在说句实话，阶段上写的 vue 作品都只能算是玩具而已。有些东西并

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你接触了、了解了，自然有更深的体会。

2020-9-13

https://www.jianshu.com/p/b83e935de972

与我弟的一次通话

      有段时间没有联系我老弟了，昨天晚上给我老弟打了个电话，电话

打过去，他正在在他们集训队写算法，这时心里挺欣慰的，因为他们平

常的安排是周六训练一天，而周日可以自由安排或者休息，相比于我们

只有一个晚上自由度更高了，这次通话打了二十分钟，跟他聊了最近我

身边发生的事，也听他说了那边的事。 

 

      我弟在南阳理工，高考过一本分数线过了十来分分最终选择了这个

学校，我比我弟入学早，每当跟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总在通话最后跟我

说 :“多跟你弟通通电话，在学习上多指导指导他”，我能体会到我爸

妈对我弟的期望，所以每次通话都会跟我弟说我大学的一些经验，告诉

他当前阶段应该做什么关注什么，有时候，可能太爱说（爱唠叨）了，

我自己没有发觉，之前总听他在电话那边“嗯嗯，知道了”的回答，直

到这次我才意识到我管的太多说的太多了，很多事可能他做好了（例如

他担任他们集训队的负责人，跟朋友 / 同学 / 室友相处，专业课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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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总爱强调一下使他听烦了，在这方面我应该反思。 

 

      在初高中，我父母特别是我妈特别爱说爱唠叨，当时很烦，觉得自

己能做好事情而父母总管太多。现在，不知不觉我又成了爱唠叨的人，

曾经我比较烦的人。到大学算是没人管了，有时候想找人吵一架都没有

人，有的是自己要做的一件又一件的事，还有一个个的决定。每隔一两

周我给父母通电话，我不再觉得她们唠叨了，我们会聊一些平常的事，

发生再我身边的或者他们感觉新鲜的事，即使在冬天的冷风中会让人觉

得倍加温暖。 

 

      以后再也不唠叨我弟了，给他最好的指导是做他的榜样。加油了，

以后要找个好工作。 

 

      我弟有些方面是比我做的要好的，例如算法和博客，我偶尔会给他

点赞，你们也可以去他的博客看看，如果你浏览了可以点一两个赞再走，

算是对他写作一点激励，他的博客：https://blog.csdn.net/qq_34261446

2020-12-8 倦鸟。

https://www.jianshu.com/p/228554f00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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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学校实习，实习时长是两周，两周后直接考试，所以这两天赶

快把实习作品做出来，然后进入期末复习状态。 

 

      聊聊这次校内实习 

 

      这次来给我实习的是中公教育的，教的许多是过时了的技术，讲的

东西自己都学过了，确实没什么学的，不过老师说的开发中的技巧还是

值得听一听的。我们已经学过 SpringBoot，教的是 SSM 配合 jsp 页面

实现一个 RBAC（Role Base Access Control）的 OA 系统，现在，我

们不得不使用 SpringBoot 配合 jsp 页面来实现（SpringBoot 对 jsp 兼

容并不好），为什么要使用 jsp 页面呢 ? 说实话我们也不想，因为页面

是人家提供的我们也不得不用 jsp 页面。 

 

      后台实现鉴权的方式又是 RBAC，安全的框架是必不可少的，目前

有两个选择 Apache Shiro 和 Spring Security，shiro 轻量级配置简单，

security 配置复杂但灵活，依据当前实习作品的情况选择 shiro 是最合

适的，但因为我们日常项目中使用的是 security，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

为了能够更熟悉 security 就选择了它。我相信把 security 搞懂，再配

置 shiro 就是小 case。 

 

      由简单和复杂引发的思考 

 

      之前看过一篇博客，讲的是 C++ 使用复杂而其他 C 使用相对简单，

简单和复杂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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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的论点是：C++ 的复杂性使其能够解决各种应用场景，而保留很多

语法是为了保障其对 C 的兼容性和性能。对于以上我还是比较赞同的，

C++ 扩展了 C 又增加了一些特性 ( 面向对象，引用类型，虚函数等等），

还有 STL（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增加了一些功能又要保证

和 C 兼容同时性能不能差，因此 C++ 比 C 复杂，但又是因为这些新增

的功能使 C++ 可以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STL 提供了很多数据类型使程序

员从数据结果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复杂意味着慢，C++ 慢使肯定的，

C++ 编译文件也要比 C 编译文件大，但即使慢也要比常见的编程语言要

快的多；C 语言接近底层硬件，使速度和效率的化身，很多问题用 C 都

可以解决，要不然就不会有操作系统和 Linux kernel 了。因此对于一

个产品或者语言而言简单不意味着错，复杂也不意味着错，要看他适用

在什么地方，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好。 

 

      程序员和用户是最反感麻烦的事物的群体，在客户端软件的体验上

“简单”“易操作”就是王道，对于编程语言也越来越趋向简单化，简

单的框架更容易让人接受，简单的工具更便于使用，以后的编程也会越

来越趋向简单。虽然这样说，但世界是多样且复杂的，在编程的世界或

着生活中，简单的事情需要有人做，复杂的事情出现时也需要有人做。

那些大神们总是做着常人无法做的事情，不是吗？

2020-12-18

https://www.jianshu.com/p/9eb560f37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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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班开班仪式策划

      说实话，进行一场近乎完美的策划并不难。幸得李老师信任，我担

任这次开班仪式的负责人，说实话我之前从没有策划过大型的活动，这

是第一次。

      这次策划活动相比于星星前段时间策划的三月软件宣讲会要简单一

些，那此活动策划和准备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参与工作人员达 40 多，

设备和场地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那次活动我也参了，负责了活动部门

的组织，这次自己要策划一场大活动，想想心理就就有一丝丝激动。 

 

      国庆节策划那些事 

      10 月 1 日，起草策划方案。 

      10 月 2 日，确定开班仪式的活动。 

      10 月 3 日，选拔节目人员，确定主持人，确定各个会场布置组负责人。 

      10 月 4 日，督促节目人员排练并记录进度，带会场布置组的组长看

前段时间三月软件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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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并给组长开会，参与招新历程视频制作。 

      10 月 5 日，继续督促节目人员排练并记录进度，制作视频，晚上继

续跟踪各项工作。 

      10 月 6 日，上午大彩排，下午进行开班仪式。 

 

 

 

 

 

 

 

 

可爱帅气的主持人

翠姐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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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难忘的记忆

 

      从 10 月 2 号到十月 6 号开班仪式结束，我的神经每一分钟都在紧

绷着，我不希望看到因为我的疏忽，让李老师失望，让其他人看到我工

作能力不足，让整个开班仪式收到影响，让三月不能给 19 级小萌新们

第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我肩上的责任很重，所以我不能马虎。清晰记得

10 月 6 号那一天，我早上 6 点多起床，吃完饭后去主楼 910，当时视

频制作组的小伙伴还在忙着抓紧赶着视频，然后配音，他们昨天可是熬

了夜的，我又看到的桌子上还未吃的早饭，看他们这么拼，我当然要跟

上团队的步伐！于是开始准备上午的彩排。 

 

      九点到达报告厅，主持人已经先到了，我问前进“你怎么来的这么

早？”，他答“这不是想着多排练排练，以免上台慌”，说实话我很看

好前进，他不用排练这么多次在台上也可以 hold 住场。于是安排会场

布置人员简单整理一下会场，媒体组的连接好各种媒体就开始彩排了。

 

最后李老师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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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神经真正放松下来是开班仪式的结束。当主持人说出最后几个

字“……本次开班仪式到此结束”，我的心才放了下来，此时感觉自己

好瞌睡、好饿。晚上一定要把中午的饭中午的觉一起补回了。 

 

      后来我也向李老师说我策划的节目还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疏忽的地

方。李老是说：“哪有十全十美的，就是央视策划节目也会出问题，你

把开班仪式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策划活动感受

 

      整个活动策划下来我的感受是烧脑，所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所有

的事都需要尽可能提前想到，避免发成纰漏；彩排是发现问题最多的时

候，有些你认为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也可能出问题；要想是整个活动连

贯成一个整体，需要各个节目与主持人进行沟通，主持人与媒体组进行

沟通，媒体组与灯光组进行沟通等等。 

      收获与总结

 

      学会了如何做好一件事。交给你一个工作，如果你完成了只给你 60

分，如果你在完成的基础上又付出了你的创造力使这件工作更好会给你

80 分，如果你出色的完成了你的工作并让交给你任务的人很佩服你做的

这个工作才给你满分。 

 

      意识到了高效沟通的重要性。问问题首先要把自己想问的问题给他

人叙述清楚，这样别人才会给你针对性的回答。 

 

      做事请都需要像发布产品那样，1.0 在用，2.0 正在做，3.0 正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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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力量，一个向心力极强的团队什么是都可以做成。

2019-10-09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details/102458359

      5 月 24 号我们激动地乘着火车向北京出发了，时隔七个多小时，大

概下午两点我们抵达北京西站，然后去石景山西黄村附近找个宾馆住下

来，夏天的炎热在那天似乎在欢呼着我们的到来，那天下午显的格外热，

我们同行十几人两两一个房间安顿下来，因为我们大家几乎没有人来过

北京，所在来的路上大家都在谈论北京，说着人们都熟悉的各种名词，

我也不例外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安门广场、故宫、圆明园等等

我也想去转一转看一看，当然比赛是最重要的，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还在

宾馆里讨论做题的思路、解题过程。那晚时间过的很快。 

 

      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按约定的时间集合，约摸走了十五分钟左右我们

到了蓝桥国赛的一个考点——北方工业大学，等了一会，到九点比赛开

始了。时间过的飞快，四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总体感觉不是很理想，

做了四道题，第二天结果出来了，三等奖，当时比赛完毫无拿奖的希望，

我们好几个人都不想继续去北京的其他地方转着玩了，可能是幸运女神

又眷顾我了吧，没有让我空手而归，得知结果的时候有一丝小小的开心。 

2019 蓝桥杯国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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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赛前我自我以为可以拿个国赛二等奖，最终我高估我自己了，

我差的还有一段距离。通过这次比赛我还是有收获的，至少我可以看到

我离国一并没有那么遥远，我明年肯定会回来的，不拿国一誓不罢休。 

 

      赛后我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去北京的几个有名地方溜达了。我们第

一个去的地方是北大，因为我室友的一个表哥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所

以我们轻松地进去，因为北大清华的名气很大，而在我的脑海中这两个

大学自然而然地被虚构成了神圣庄严的地方，高大的教学楼科研楼、恢

宏的图书馆、豪华的宿舍等等，然而北大里面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里面的建筑并不过大，图书馆也不是很新和很恢宏，里面有一部分被一

些有历史的古建筑占据了，有溪水有石桥显得很朴素，未名湖和博雅塔

交相辉映着，风景甚美呀！转至操场和篮球场，也并不大而且篮球场屈

指可数。路经几座有历史的学院，学院里的房子上面爬满了绿色植被，

房子不高，至多两层，听研究生学长说这几个学院还挺厉害。一会我们

转到了餐厅，从外边看和我们学校的没什么差别。 

 

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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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参观北大，我的之前所臆想的都被颠覆了，我重新认识了北大；

我被也被它的朴素触动了，名校尚且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抱怨我们

自己的学校这不好、那不好呢？我也明白了一些道理，现在我们的学习

并不是缺少学习资源，如果说缺少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不会有三四百万册

的书摆放在十二层的图书馆，我们真正缺少的是对追求知识的渴望和恒

心。 

 

      之后我们还去了圆明园、绮春园一些有名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参

加了蓝桥组织的技术讲座峰会，有很多大佬普及新技术与知识，例如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 

 

      最后关于蓝桥杯和 ACM。这两个个虽然都是计算机算法类的竞赛，

但是竞赛的题型是有很大差异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同。蓝桥杯的题分为

两类：填空题和编程题，而 ACM 全都是编程题，蓝桥杯的题通过部分

未名湖与博雅塔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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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是有分的，而 ACM 只要有一组数据通不过本题就算没有解出。

今年蓝桥杯的题量增多了，往年都是六道题今年变成了十道。不管怎样，

你的技术到家了不管题量如何增加，你的最终成绩不会差，我之前两三

个月练的题太少了，还需要刷题和学习 Java 的集合框架知识，这个暑

假由于还要赶小组阶段的进度，可能不能全身心学算法了，而我初定的

目标是一天抽出一个左右的时间做一两道算法题。 

 

      现在快临近期末，专业课文化课都不能拉下，现在的学习为以后打

好基础，是时候调整自己的状态准备复习备考了，这一个月的紧张忙碌

是为了暑假和开学前两周的潇洒呀。

2019-10-09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details/9072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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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项目感受和反思

      上星期我们得接了一个项目，是院里选择导师和兴趣小组的系统。

前端总共三个人，其中由我负责前端的基础环境搭建和模块设计。第一

次上手很茫然，没有经验，给我们的材料只有原型图。办法总比困难多，

通过开会、求助学长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了整体了解并得到了一些项目开

发得经验、技巧。 

 

      这么一星期下来，感受颇深，管理一个项目确实比敲代码难，需要

想得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有很多。日常生活中就像大家做班委或者管理

者，需要付出许多的脑力工作，每一个选择都需要经历深思熟虑，一步

做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项目由我和贾涛、郭静庭共同开发，开始接触项目大家很兴奋，开

会时大家总是天马星空地讨论着各种问题，这种感觉很棒。 

 

      整个前端的环境和模块划分是我负责的，经过和学长的两次商量最

终确定了下来。 

 

      期间，为了让大家清楚窗体的基本构造，我又画了一个窗体构造图。

一图胜千文，通过图形的方式大家很快就熟悉了基础开发环境。

      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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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接触这个项目前端组成员也有需要反思和思考的地方： 

 

      1、从一个模仿者到一个设计者转变的思考 

      2、为什么我学过 h5、css、js，而遇到这么简单的页面写如此吃力 

      3、从单页面到多页面网页之间的交互实现 

      4、如何更好与他人协作开发

2019-11-20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details/10317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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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在观念上和多数人不一样

      我曾经在里多次问自己，和多数人不一样对吗？心里有个声音告诉

我，跟着大多数人走没错，另一个声音却说你还想重复大多数人的路子

吗？当然，我相信多数人的回答是：不，但是最终多数人却还是走上了

别人的那条路。 

 

      生活中有太多随和的人，他们总说着“像谁谁谁一样……”，仿佛

那就是人生的模板，照他们说的那样做是最好最稳妥的——因为一切都

是可预见的、稳妥的。 

 

      一群人投票，一两个人举手，随后跟风举手的就多了起来，最后都

举起了手……连反驳都没有投片就结束了。 

 

      “被多数人接受的观念会变成真理”，真理对与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真理”每天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思考一件事，做每个决

定…… 

 

      美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很多大学都鼓励学生“怀疑一切”，

从广义上讲“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 ，真理会被拆穿，定律亦会被打破。 

 

      正如哲学家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因为思考的不同我们才和

他人不同，这也成就了人类的伟大。想想世界上那些伟人们，他们是那

些处处与别人一样的人吗？他们是那些跟风者吗？他们是信仰真理的人

吗？不是，他们跟多数人不一样，做别人没做过的，他们是思想者，对

的也会思考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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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我们身边确实许多不好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

固，我们一直在受影响，如果想改变一点那就在观念上和别人选择不一

样，这确实有些难度，因为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对他认知的颠覆，相当

于大换血，也正是因为这很难，多数人才难以跳跃阶级。

2020-04-11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17942/article/details/105462418

第一次过 1024 节

      今天 1024，祝大家节日快乐 

 

      又是一年 1024，对程序员来说，1024 是个特殊而有意义的数字，

这是因为 2^10=1024，运行的程序大多是与 1024 有关的，例如：

1G=1024M、1M=1024K……

 

      今天是 1024，祝大家节日快乐，今晚不加班 ~~ 

 

      在这个属于程序猿的日子，自然要小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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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起开发项目的小伙伴们。

 

      爆料图片 !!（手动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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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开心一刻，来自一群热爱生活、工作的程序员的自嘲。

 

 

 

20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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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从网络老师那里获得的灵感。 

 

      有一天上机课实验课，网络老师大家做的实验时说两句：每个人都

是有差异的，有些人的表现跟我在上理论课看到的不一样。之后他又补

了两句，说在他学习的时代，在学校的几乎都是学习好的，学习好的学

生理论和实践都能做好，但差的几乎是都做不好，而大家又的理论学的

不好的实验做的还不错。在我们的实验课上确实有部分人实验做的比那

些“尖子生”好的。 

 

      这次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 

 

      现在人们的生活过的越来越好，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做自己喜欢

的选择，所以现在的人们都是个性化的与差异化的。社会在进步，人也

在进步，我相信以后人们的差异化会更大，以后人们从事的工作必然会

被再再再次细分，每个人会在他擅长的那个岗位负责一个工作的某个部

分。 

 

      差异使你我不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特质、喜好等。小学生、

中学生、大学生，就连幼儿员的都在追求着个性，向复杂而多样的世界

证明者：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差异是存在的，要看到和做出行动。 

 

      发现自己擅长的，注意培养，做擅长的做的我们肯定可以比他人做

从网络老师获得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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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

 

      发现自己的缺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人总是很难自己发现，通

常我们的朋友、同学在我们身上能够清晰看到这些。我们在一起学习伙

伴们，每年都会有一个相互写优缺点的活动，把想说的吐槽给对方，该

表杨的表扬，不要方面及时提出了，每次收到这些便对自己有了更进一

步认识。 

 

      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多注意些，在工作生活中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https://elltor.com/?p=68

      昨天和李老师去隔壁省一个县里参加基层医疗编制面试 , 这次共去

了二十多人 , 大部分人做考官 , 其中 6 个非考官 , 我是其中之一 , 我们

主要负责计分 / 计时之类的工作 . 11 号晚上我们出发 , 第二天早上早早

赶到面试场地 , 面试在一个初高中进行的 , 参加面试的人是已经工作了

的护士护理专业的 , 整个面试持续一天 , 面试人数在 150~200, 虽然说

这场面试与我从事的 IT 行业相关不大 , 但整个过程参与下来还是很有

感触的 , 这一次算是见识到了公务机构编制面试是如何进行的 . 

 

      面试总结 

 

      由于人手等各方面的原因 , 每个人只有 8 分钟左右的面试时间 , 对

于面试者来说时间是较紧迫的 , 在这个时间段内需要面试者思考并回答

面试的问题 . 这里较深刻的一点是 : 面试第一印象特别重要 , 说实话 , 

记一次基层医疗编制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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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短时时间考查一个人很难 , 唯一的途径是通过面试者的着装 , 谈

吐 , 回答问题是否有条理 , 反应是否机敏 , 思想觉悟 , 这些写大多考察

的是综合能力 , 在我们面试过的五十多人中 , 综合能力不好的几乎没有

一个分数是高的 ! 

 

      因此在平常除了锻炼编程能力之外 , 综合能力的锻炼也是必须的 , 

在我认知的基础上 ( 依据这次面试 , 强化班的各种面试 , 平常的管理等 )

对综合能力进行了简单罗列 , 按照重要的程度从高到低排依次是 : 

 

      能够进行有逻辑的思考 & 有条理的总结 , 也就是能够把握较多的内

容 ( 别人说的或者书籍文章内容 ), 经过自己加工把重点提取出来 , 然后

有条理的进行组织

 

      语言理解 & 语言表达 , 能够准确理解别说的表达的意思 , 能够准确

有条理复述

 

      演讲 & 口才

 

      综合能力有很多 , 如果能把上述做好 , 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 对于

第一和第二并不难锻炼 , 它是有很多技巧的 , 在平常多注意总结 , 看一

些书籍能够提高的很快 , 对于第三点则需要长期积累 & 锻炼 , 如果有一

些经验和阅历会做的更好 . 

 

      沟通交流 

 

      ps: 这块跟上面的面试并不特别相关 , 只是我想到 " 沟通交流 " 这

里了 , 而这又在工作中很重要 , 所以先记一下 , 以免日后忘了 , 如果有

时间我会再写篇文章总结这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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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大多数人想的沟通交流就是说话 , 简单的我说你听 , 或者你说

我听就行了 , 其实不然 , 沟通交流的重要的一点是 : 保证说话的双方进

行有效的信息传递 , 通俗的说也就是说的人能让听的人快速明白他的表

达 ,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名词 " 代沟 ", 产生代沟的原因是接触的事物和

生活的环境 , 在不同的环境生活下 , 人的认知是不同的 , 就像蒙在人们

眼上的有色眼镜 , 认知的不同就导致了视 / 听 / 感方面的不同 , 这种差

异阻碍了人们的沟通 , 因此如果沟通的两个人能够克服这差异那么沟通

交流会进一步 ; 另一方面 , 说者的语言表达很关键 , 说者如果能有条理

的表达 , 听者自然能更高效的理解 ; 

 

      对于和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沟通 , 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是多了解其

生活成长环境等 , 这就像出国旅游要了解目的地国家的风俗民情一样 , 

能够做到这点的我相信沟通交流能力不会差 ; 再者 , 最好在对方的角度

来表达语言 , 说一个不好的比喻 , 就是 " 对人说人话 , 对鬼说鬼话 ", 

在与小学生交流是说小学生能够听懂的话 , 而不是一大堆专有名词的堆

砌 . 最后一点 , 说话 ( 陈述 ) 是有结构的 , 说一件事最好采用总分 ( 或总

分总 ) 的结构 , 如果是报告重要的事情 , 最好实用总分的结构 , 先说最

后的结论 , 然后再一一阐述 . 

 

      沟通交流是个艺术 , 需要思考和实践 , 如果把上面的点展开还能说

很多 , 有空再写吧 . 

 

      这是我写过的关于面试的第二篇文章 , 总结了面试过程比较重要的

几点 , 希望看的人有些收获和启发 . 如果你打算提高软素质、综合能力 , 

提醒你一下 , 如果你只看了一遍而不咀嚼思考下那看了是没有用的 , 如

果你只思考了一下而不尝试实践一下 , 仍然没有用的 . 

于 2020-12-13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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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lltor.com/?p=70

      昨天中午在 B 站刷到一个视频，视频中讲的使这个程序员十年多来

编程体会，讨论的主题正是这篇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也是因看这个视

频颇有体会而写的。 

 

      视频作者不是大 V，讲的很朴实，感兴趣可以看看，视频链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54y1t7WA 

 

      下面是视频内容的总结，除了视频中的我也会在最后加入我的观点。 

 

      在这个视频中作者主要讨论的主题是：程序的本质是什么？ 

 

      在硬件角度 

 

      程序是建立在硬件上的，程序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 API 实现一系列

的功能，实现对硬件设施的控制，最终为用户完成一些工作。除了日常

使用的程序，操作系统、驱动程序等都算程序。 

 

      我：视频作者这里想强调一点的是程序的界限，建立在硬件之上的

是程序。其实程序还可以更贴近底层，在硬件之上的程序就是在线路中

流动的输入输出 bit 流，最底层的程序（逻辑电路，加法器、乘法器）

是用电路实现的，到了这层程序和硬件界限已有点模糊。 

程序的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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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的作用 

 

      程序（尤其是操作系统）的本质是控制硬件工作，这是最基本的作用，

其次是充分利用硬件，视频作者又站在机器的角度提到了进程、线程、

并发，这些都是为了更加充分利用硬件资源。 

 

      视频作者表达的一个观点我觉很对：程序的性能要看其对硬件的利

用如何。 

 

      站在人的角度 

 

      程序的本质是帮助人节约时间和消费时间。有时候侧重节约时间，

有时两者都需要。侧重节约时间的如一些办公软件，侧重消费时间的如

抖音、快手（愿意在这些程序上花费时，能收获一些快乐或知识）。 

 

      我：我们开发程序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工作效率，帮助人们更轻松的

完成一件事，另外一个是让人们愿意花费时间的程序，说白了这些就是

开发程序的终极目标，它们更像是产品的需求导向，一个产品如何拿这

两点对比一下心自然就清楚了。 

 

      总结

 

      程序的作用 : 

      * 控制硬件，充分利用硬件 

      * 帮助人们完成工作，提升工作效率，节约时间 

      * 让人们娱乐消费时间 

      在学 C 语言时我们了解到程序 = 算法 + 程序，学面向对象时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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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程序由一个又一个的类组成，学组成原理时我们了解到程序是晶体

管线路和电子信号。程序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程序无处不在，

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站在不同角度看程序就会有不同的

样子。

（本文完，于 2020-12-28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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