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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府城二楼沙发一隅，黑发过肩、身穿

白色羽绒服的姑娘坐在角落。周围不时经

过三三两两的人，在稍微有点热闹的环境

里，安静地坐在窗户边的女孩显得有些别

样。她就是 2020—2021 学年优秀学生标

兵、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1801班的

张倩。

“我从小就十分喜欢数学，高中时数学

成绩也非常好，所以便一直想做数学方面

的研究。高考填报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

选择的都是数学。”如愿来到建大后，张倩

开始了更为深奥的数学之旅。别人眼中枯

燥乏味的“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数理

统计”“离散数学”等课程在她看来却充满

了无穷的乐趣，演算和解答的过程仿佛“升

级打怪”，对数学发自内心的喜爱让她充满

了无限动力，也让她十余门专业课都得到

了90分以上的好成绩。

“效率”是张倩在学习过程中一直强调

的一个内容。张倩认为，效率往往是提升

学习质量的重要因素，“我会在课前翻翻课

本，想想这节课重点要听什么，多注重学习

的方法和侧重点，在不断尝试中摸索出自

己的学习习惯”。

除专业学习外，各类竞赛也在张倩大

学生活中占据了很大部分。她参加过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学校数学建模竞

赛等并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既然打

算参加比赛，就要认真对待，不一定非得

说拿一些奖项，保持一颗平常心，大部分

事情付出和汇报往往是成正比的，要珍惜

每一次能够上台的机会。”和团队成员们

一起熬过数不清的大夜，与每一个难题较

劲，在图书馆待到闭馆的一个个夜晚……

四年的努力付出让张倩收获了许多，她以

专业第一的成绩顺利保研北京科技大学，

并且还一次性通过了高中数学的教资笔

试。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争先

创优”标兵个人、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纷

纷被她收入囊中。“她学习的态度很主动、

很积极，虽然现在已经保研了，但在学习

上一直没有松懈。”辅导员王宁泊老师这

样评价张倩。

曾身为校大学生科技协会执行副主席

的她，平时的学生工作也是忙忙碌碌，对于

学习和学生工作之间的平衡，张倩显得十

分自如。“我觉得两者之间需要分清主次，

要多和其他同学们沟通交流，尽可能地合

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日常生活中，张倩喜欢体育锻炼，放假

了也喜欢做饭、唱歌、逛街等。”享受生活需

要有个好身体，她定下了每天锻炼的目标

计划。不强行“合群”，适时地融入或脱离

社交圈子，善于管理和主导自己是她的法

宝。同班的尼萨这样评价张倩：“无论是学

习、运动还是社交方面，只要是她想做的，

就什么事儿都能做到。”

“敢于突破、敢于尝试，多走出自己的

舒适圈是非常重要的。”对接下来的研究生

生活，张倩充满了信心，希望自己继续保持

初心、乘风破浪。

出了学府城，已经夜晚十点了，草堂的

风有点冷。走在路上，伴着月光和路灯，脑

海里想起了毛姆说过的一句话：你终究会

成为你正在成为的人。

（学生记者 张愉乐、李珮杰）

张倩：坚守初心 乘风破浪

近期，高校版女神手势舞在网络及抖音、B站、

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刷屏。视频中，青春靓丽的女

大学生在相同的背景音乐下做着相似的手势，引来

众多网友的评论。有人说女神手势舞代表了新时

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高校女生就应该活力四射；

也有人认为高校不应随波逐流，只关注“门面”“颜

值”，应该多发一些有内涵的视频。对此，本报学生

记者团同学展开了评论。





 

大学生跳手势舞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我发现几

乎所有学校发表的女神手势舞的视频下面，都有对视

频中女孩子相貌、身材、妆容等内容的评论，甚至还有

官方账号的参与。不评价高校女生的学术水平，反而

关注美与丑，这样的环境会助长社会对女性的外在要

求，也会造成女性群体的容貌焦虑。

年轻人爱玩爱跳爱展示很正常，但高校是为国

家、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不应该把女生当成学校

的“资源”和赏玩客体来拍视频蹭热度招生，这样既不

美观又很不尊重女性。高校的使命是教书育人，而非

用热点话题博眼球。

（文/岳缇萦，建筑学院）

手势舞作为一种直观的舞蹈形

式，其本身是舞者热爱生活的一种

体现。我们从手势舞者的眼中看到

了乐观、阳光，感受到了她们带给大

众的温暖。亦舒曾经说过，人生的

阶段便是环境的转变。此一时彼一

时，世界在变，周围的环境在变，我

们怎能一成不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和平的年

代。那些传统的东西我们自然不能

丢弃，但是如果女大学生跳个舞蹈被

人说衣服不合适，做个手势舞被人说

有伤风化，我觉得这些评论实在不合

适。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不同，千

种方式，万众风格，只要反映学生善

良的内心，传递正能量，那么所有的

创新，所有新的面貌都有资格被用来

展示自己，而每一次新变革、不但需

要我们用批判性的思维来看待，还需

要我们在考虑以后给予鼓励。

高校媒体，本身就应该反映大

学生的真实生活，如果选材单一、走

一条路，一种风格，也是对校园媒体

的一种禁锢，走不长远。

过去那些简单纯粹的日子，值

得怀念，但是人生应该向前看，保持

我们原有的乐观豁达，未来的路将

会通向何方，连哲学家也还在猜测，

我们不能狭义地认为自己早已掌握

了一切。所以请键盘侠稳住手，不

要再做一些乌合之众的狂欢，保持

理智、独立的思考。

（文/王若溪，建科学院）

高校版女神手势舞，你怎么看？

我认为是好事。这才是真正的

年轻活力，大学生该有的模样。

曾经高中时期，我们时刻想象

着大学里有绿草如茵的操场、学识

渊博的教授、志同道合的好友。上

了大学却发现，由于疫情的影响，

大学生活变得有些沉闷，缺少了一

些活力。

这次出圈的高校手势舞让我

想到了当年的抖肩舞。大学之间

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通过一些话

题被连接起来，传递着青春真正的

模样。丰富多彩、激情四溢，这才

应该是大学的主旋律。

（文/王梓恒，安德学院）

YES 青春活力，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

NO 大学更应注重内涵建设

“某某学校的小姐姐太好看了”“海洋大学的mm好

可爱”……翻开高校女神手势舞视频下方的评论，里面

不乏类似的内容。这些评论一部分当然来自大学生，

但让人很难理解的是，评论里还有一部分高校官方账

号参与其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高校不是选美现场，一些

高校拿女生作为“噱头”招生更不应该。校园媒体是

大学文化的重要载体，高校官方媒体则代表了一所学

校的态度和立场，其宣传的内容、角度、方向等都代表

着大学的形象和内涵。一方面，高校不应该为博眼球

发表“随波逐流”的内容，应该把内容更多地放在宣传

学校内涵如科研团队、学术带头人等典型人物方面，

形成人人崇尚学术、人人追求卓越的良好局面，做大

做强主流舆论；另一方面，高校也应该加强对阵地的

管理，避免出现学生管理官方账号等问题。

（文/李慧，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倩，理学院数学与应用

数学专业1801班学生，以专业

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获取本专

业推免资格。获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国家励

志奖学金、深圳校友“鹏飞“企

业奖学金等。

“因为热爱，所以努力。”谈

及对专业的认知，我校 2020—

2021 学年优秀学生标兵王志杰

笃定地说。

王志杰是我校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1905 班的一名学

生。三年的学习生活他获得多项

荣誉、斩获诸多奖项。“难忘的是

参加各类‘双创’竞赛以及社会实

践的经历，从中收获了很多。”王

志杰说。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

产品信息建模竞赛是一场需要团

队合作的比赛，王志杰与同专业

一名同学以及计算机专业的一名

同学组成参赛小组。三个人分工

明确，分别负责数学建模、文稿撰

写以及编程工作。“观点不一致

时，我们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这

样的碰撞让我们迅速成长。”说起

备赛的经历，王志杰感慨万千。

“那时候压力都很大，争执不下的

时候我们就彼此分开冷静半小时

再继续讨论。虽然争

论有时也非常紧张，但

是我们都明白我们的

目标是一致的。”功夫不负有心

人。最终，王志杰团队获得了国

家一等奖的好成绩。

而 2021 年参加的工程制图

比赛则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比拼。

“比赛时间很紧，大家的题目是一

样的，最终是按照分项来评比完

成度。”在学院老师的悉心指导

下，王志杰在这场比赛中斩获两

项一等奖。

大学三年里，王志杰不仅专

注于精进自己的理论知识、学习

与专业相关的软件、参加各类竞

赛，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一个

优秀的‘土木人’需要具备的不仅

仅是扎实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

同等重要。”王志杰坚信，想要深

入学习土木工程这一专业，理论

与实践一个都不能少。

2020年3月至8月，王志杰跟

随一组工匠师傅，在家乡山东完成

了一项从拆除老旧民房并重建的

工程。师傅们的优势在于丰富的

经验，而王志杰的优势在于扎实的

理论知识与计算功底。所以，他负

责房屋的平面设计、三维渲染图绘

制以及全部的结构配筋计算。

整个建筑过程中，他认真完

成自己的工作，一遍一遍进行验

算以确保结构的安全性。同时，

他又虚心向每一位师傅求教施工

中的任何一个步骤，从放线、地基

处理，到砌筑、绑扎钢筋等。

最终，当站在一座宽敞明亮的

房屋拔地而起时，王志杰心里充满

了自豪。“我希望能利用所学，尽最

大可能帮助别人，要让普通老百姓

住得安全。”说起这段社会实践经

历时，王志杰非常激动。这次实践

结束时，每一位师傅以及房主都冲

他竖起了大拇指。

面对未来，王志杰脚踏实地、

客观理智。面临考研还是就业的

选择，王志杰早早给自己定下了继

续深造的目标。对专业的热爱促

使他向更深的专业领域探索。“人人

安居，这应该是一个‘土木人’毕生

追求的目标。”王志杰说。

（学生记者 潘晨、唐少青）

王志杰：热爱成就未来“土木人”

“滴答、滴答……”秒针一点一点地走着，就

像胡祥龙的脚步，不紧不慢、不骄不躁，平缓但

未曾停下，一直朝着心中那个目标前进。

“6：05，起床，写好一天的计划；6：20—7：

00，晨跑锻炼；7：00—7：30，洗漱、吃早饭；7：

30—8：20，晨读、背诵英语单词……19：00—19：

30，晚间锻炼；19：30—23：00，学习；23：00—23：

30，回顾一天，睡觉。”近四年来，2020—2021学

年优秀学生标兵、化学与化工学院胡祥龙一直

坚持这样的作息。他说，繁忙的日子总让他觉

得格外充实。

胡祥龙说自己学习的秘诀在于学习态度。

“做事不拖延，有规划，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习

惯，也是有效的学习方法。”每天早晨起床后，胡

祥龙便规划好当天任务，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计

划可以随时调整，但是只要把任务重新安排好，

就必须严格按计划执行。

“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制定了一大堆的计

划，却一个都没完成的情况。这个时候我往往

会直接定好一个较为准确的任务，比如说只写

高数，这样就会事半功倍。”胡祥龙认为，学习效

率最关键，盯住了一件事情然后认真去完成，就

会有一个很好的正反馈，效率也会更高。

“他对待学习十分认

真，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等

情况，而且基本都能保证

大 部 分 时 间 都 在 专 注 听

课，学习效率特别高。他

非常热心，会主动帮助同

学复习课程……”谈起胡

祥龙，同学们纷纷竖起了

大拇指。

做一件事情并不难，难

得是坚持。身边有很多人

都对他坚持的动力感到好

奇，有人会问他：“你不会感到累

吗？是什么让你能一直坚持着

这样自律的呢？”

每当遇到这种时刻，胡祥龙

都会低下头思考一会儿，然后眼

神坚定地重复着同一个答案：

“态度决定习惯，只有以正确的

态度对待学习，才能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能够以更少的时间学

到更多的知识，这也是我学的比

较轻松的秘诀。”

时钟依旧不停地走着，当它

再次指在清晨6：20的时候，你会

看到一个活力十足的男孩，在操

场上肆意地挥洒汗水。“健康的体魄是学习专注

度的保证。进入大学后，我每天晚饭后用2个

小时左右进行慢跑，不仅身体素质得到了提高，

而且上课打瞌睡的毛病也很快改正了。在我看

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激发学习潜力，提升学

习效率。”胡祥龙说。

话音刚落，时针刚好停在了 7:00。胡祥龙

向我们招招手：“一起去操场运动呀！”

（学生记者 罗炜晴、左佳晖）

胡
祥
龙
：
做
时
间
的
主
人












王志杰，土木工程专业 1905 班学生，2020—

2021学年优秀学生标兵。30余门课程获得90分及

以上成绩，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积极参加各类竞

赛和社会实践等，获国家级荣誉 3 项、省级荣誉 5

项、校级荣誉10项。









胡祥龙，化

工 1801 班学生，

2020—2021 学

年 优 秀 学 生 标

兵，大学前三年

专 业 排 名 第

一。获“天正设

计杯”第十五届

全 国 大 学 生 化

工 设 计 竞 赛 二

等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