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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着春雨淅沥，润物无声；目
睹着落红散落，化作春泥；期盼着桃
红李绿，下自成蹊。春天总是给人以
美好的观感和满心的期待， 作为一
名辅导员，他经历着，他期待着。
——
—题记

他是15年进入枣庄学院经济与管
理学院的， 在这里开始了他又一次
的大学生活， 区别于以往的求学者
的身份，这次他更倾向于称自己“传
道授业解惑者”。
领导对他表示认可， 把院里基
础最为扎实的一批学生交给他带，
这让初任“辅导员”的他压力陡增，
同时也让他在内心默默的给自己一
个期许。
班里的学生看着表现得都很勤
奋稳重，于是他也要趁热打铁，首节
班会介绍课认识每位同学， 他通过
提要求， 设目标向同学们展现了自
己的态度， 他向来对自己认真又幽
默风趣的风格抱有自信。办公室内，
同学们的名册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定期班会课要灌输的主题设计了一
个又一个， 被他叫去谈心的同学也
越来越多， 但往往都是他在那里扮
演“大演说家”，同学用“
嗯”，“
好”这
种词汇打着伴奏。逐渐的他发现，除
了几位班委和少部分学生其余的同
学与他主动接触较少， 有次与班里
一个较内向的同学打个照面， 却被
同学假装不认识， 他只好给自己找
了个自己认错人了和那个同学近视
双重借口。渐渐地，渐渐地，他内心
的产生了些许失落感， 这不是莫名
的，他非常清楚这种感觉的缘由。
他在社交论坛发了一个帖，讲
述了当前自己的境遇， 可不少网友
跟帖都让他不用在意， 完成领导的
指令任务，学生不出事就好，他苦笑
着摇了摇头，把那个帖子点了删除。

有人在考研之初信心坚定，却
在备考过程中被消耗殆尽； 有人初
试不理想，在调剂的路上迷失；甚至
有人在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刻突然不
懂自己考研的意义。 然而考研对于
枣庄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来
说，这仿佛是一条心之所向之路。
考研， 对于高考时没有考取理
想院校的人来说， 是一场成功的逆
袭， 是一场关于坚持的故事。6月初
考研的余温还未散去， 学生记者分
别对生命科学学院两个集体考研成
功的宿舍进行了采访。 张亚文说：
“我们刚大一时，学院的领导、师哥
师姐便开始呼吁考研， 在这种氛围
里，自然而然就会去考虑，考研对于
我们将来就业有很大的帮助。”女生
宿舍的李术艺也表示：“
之前就想考
研，考虑自己这个专业的就业情况，
就更加坚定自己考研的想法， 因为
准备考研一直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 所以就这么
坚持下来了。 选择考研都是考虑自
己今后的发展然后做的决定， 我们
宿舍的学习氛围还是相对比较好
的，大家都很努力而且相处融洽，好
的氛围对于备考真的很重要。”周围
的氛围能带动心态， 加上内心的主
动是梦想成真的关键。张子辉说到：
“提升学历的过程也是证明自己实
力的表达方式之一。”
面对一群实现梦想的人， 可能
大家最关心的便是他们期间的经历
和方法。 如何合理安排漫长的复习
时间和枯燥寂寞的过程， 是考研路
上必然的考验。仅是学习地点，他们
就各有所爱。 赵伟鑫说：“
在备考前
期挑能让自己静心、 学习状态最好
的地方学习。”比较腼腆的董小兵选
择在宿舍复习，“
大家都出去我就在
宿舍学习，直到他们都回来。”“
我选
择考研教室，人很多，但是它的学习
氛围好。”张亚文说着自己的选择。
“
培养一些好的小习惯，例如每天早
上到自习室后， 先复习前一天学习
的内容，温故而知新，学习记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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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情于心
履 薛斐
他们即将步入社会了， 不能给这群
眼里饱含憧憬与希望的学生以帮
助，那算哪门子的辅导员啊？
周三下午开始要求老师例行检
查宿舍内务， 他想宿舍是他们日常
起居生活的地方， 这未尝不是了解
学生的窗口、 拉进与学生关系的平
台？ 那天下午由于进行一次宿舍集
中评比， 挑选一些内务整理好的同
学作为标杆， 要求同学们在老师检
查的时候要留在宿舍。 他进入了一
个他所管理的男生宿舍， 看着其中
一个铺位，被子很工整，但是人却没
有在宿舍， 经他对同舍舍友多遍询
问，他被告知那个学生离校兼职了。
几遍忙音后， 他终于拨通了那
个学生的电话，“你才入学没几天，
学校周边环境熟悉了吗就乱跑？现
阶段你肯定要注重学习啊……”学
生在电话那端只是沉默。“
明天课间
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
学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头埋的很
低，两手在用力的捏着外套的拉链，
他把那学生带到隔壁的一间空荡的
小会议室， 他没在重复昨天电话里
的那套说辞，直接问“你家里有什么
困难吗？” 沉默，“有困难说出来，学
校和老师会想办法帮助解决……”
良久，那学生低着头，点了点，泪水
打在地砖上，碎成了花。学生对他袒
露了心扉他家庭条件很差，跟着爷爷
奶奶生活，是个孤儿。他了解了情况，
让学生回去后，拨打了学生留的家庭
电话号码，声音苍弱的老年人接了电
话，他们就孩子问题进行着简单的交
谈，谈着谈着听筒那端声音开始伴随

着抽泣声变得断断续续。 挂掉电话
后，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随后他去
了院领导办公室，将那学生的情况如
实上报， 并给他申请了勤工助学岗
位， 即将进行的国家助学金评选，学
院也承诺会对那位学生进行优先考
虑。接下来的几天，他沉迷于翻看学
生档案并喊一些同学谈心，他认为自
己像是那个把搁浅的鱼扔回海里的
小男孩，谁在乎呢？这条在乎，还有这
一条，这一条……
渐渐的， 周三的宿舍内务检查
成为了他的一面窗口，他观察着，发
现着。往往他推门进宿舍的时候，大
多数学生正襟危坐， 面前平铺着一
本书，可是这次，他班级里的一个男
生在那打着电脑游戏。 休息时间打
游戏，他也不太好过于指责，可是那
男生叠了一半的被子， 桌上放着的
热水壶的木塞， 冒着微微热气的热
水瓶，掉在地上的毛巾，他断定，这
个学生对游戏已经到了极度痴迷的
地步了，上大学没多长时间，就过于
放松自己，后果他不敢想。他提醒了
那个学生，关上游戏，随后他从书架
中抽出学生的专业课课本，“
出租包
装物的分录怎么编？”接连几个基础
的问题回答不出来， 他意识到了问
题的严重性， 严肃的批评了那学生
后，他回到了办公室，他找到了专业
课的老师， 让老师出了几道基础的
题目，办公室里打印了出来，又去到
了男生公寓。
宿舍里男生对他的回马枪很诧
异， 他给正在打游戏的学生进行了
测验，这么基础的题目，大部分都做

心之所向

的差强人意， 他很严厉地劝诫他们
游戏是用来放松的， 可是你们已经
本末倒置了！ 他和那几个学生分别
进行了单独谈话，谈话结束后，他随
即拨通了电话联系了学生家长……
不久后， 那几位同学或是用信
息，或是当面来向他承认错误，表了
决心， 其中一个学生向他展示了一
张微信聊天记录， 记录上学生的母
孩子， 你的老师夸你非常优
亲说“
秀，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不要懈
怠， 继续努力， 你是妈和爸的骄傲
(笑脸)。”看完后，他抬头看见学生
眼神坚定的说“谢谢您，老师，我会
继续努力的。”
为了更好的融入角色，他开始看
一些教育著作，其中他看到爱尔兰诗
人、剧作家叶芝有一句话说教育不是
注满一桶水，而且点燃一把火。这话
看起来就很普通，以往他也没有对这
话有太多考量， 可一件偶然的小事，
让他理解了这句话的真谛。
那一次他照例去检查宿舍，就
看到一个学生的书架上摆放着崭新
的一套考研复习用书， 接着又走动
几步， 发现这个宿舍有五名同学的
书架上都至少有一本考研的相关书
籍。 他就这件事与那几位学生交谈
了一下，学生们的语气都很笃定，都
表示了想要考研继续深造的愿景。
这让他颇为感动， 他联想到了他自
己大学时选择考研之路时的决绝，
以及考研复习的奋斗时光。 稍做停
顿， 他问了一个让那几位同学一脸
茫然的问题，“最近召开的十九大提
出的新时代是什么意思？”几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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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命科学学院考研宿舍
——

会非常好， 晚上睡觉前会回想一天
的学习流程和内容。 每天中午吃饭
按照食堂排列顺序， 不用纠结每天
吃什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第一
志愿就被山东农业大学录取的董晴
说到。相比男生，女生的心思会更加
细腻， 要学会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
调整心态。 适当压缩自己娱乐的时
间，不代表苦学死学。学累了就去操
场散散步， 歌曲最好听自己喜欢歌
手的正能量的歌。 她们积极向我们
分享着用过的方法。“状态好就使劲
学，状态不好就好好玩。我考完回想
一下整个过程还是挺有计划的，所
以对结果还比较满意。 这次也希望
能带给师弟师妹一些帮助， 尽量少
走弯路。我一开始走了不少弯路，找
对方法要比只去闷头学习重要多。”
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 亲身
经历过整个过程， 才能真正领悟它
的意义。
一年的努力， 终于换来公布成

绩的一刻。大家欢喜失落各有，根据
分数及时做出调整选择， 出成绩要
等，国家线公布也要等，这又是一场
与时间拉锯的心理战。“我的分数相
比于去年的线是很稳的， 但是今年
涨了15分，于是我果断调整，放弃了
第一志愿”经历调剂，李铁柱顺利进
入上海海洋大学。 同样经历调剂赵
林林原本报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后
来调剂到海南大学， 马欣欣原本考
湖南师范大学后来调剂到河北大
学，当你足够努力时，幸运也会和你
不期而遇。
同样的环境，不同的行动，努力
的人总会脱颖而出。 大学难免存在
很多诱惑， 别人玩乐的时间他们都
用去了努力， 他们异口同声的说，
“我们也会玩， 但是玩的时间适当。
要对自己负责， 认定做的事情就要
做好，决定了考研，抛开一切把心思
都放在学业上。”考研期间练就了搜
集信息的能力，贴吧、论坛，各种渠

道去查找；学会了烦躁不安时，冷静
下来寻找新的方法。 无论是性格还
是学业，都有很大的提升。
备考将近结束， 张亚文说，“越
是到最后几天，越发现觉要学的、要
背诵的内容越多， 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紧张了， 就想把握住每一分每一
秒能让自己的胜算更大一些。”2017
年12月23日上午8点，牛皮纸信封夹
着考卷发到每个考生的手里，“里面
的试卷可能只有一张， 但是题非常
多， 我的专业课写满了13张答题
纸。”他告诉记者，“当时脑子里没有
任何想法，就是机械性答题，让自己
的所有努力尽可能的反映到答题纸
上。”“面对高考，我们想要的是一个
结果。 考研， 更多的是体验这个过
程。现在想想，为了考研努力的这段
时间是非常充实的， 我们所有人都
在这个氛围里为自己学习奋斗。”赵
伟鑫说，考研是一个持久战，只要你
努力了，就是对自己负责。
回想起持续两天的考试， 考场
上的人是一场比一场少， 有的出了
考场直接哭了，心态亦是至关重要。
赵伟鑫特别对我们说道，“
成绩没有
出来，就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坚持下
来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努力。”
英语几乎是他们共同的软肋，
“考研对我而言更像是在考英语。”
面对自身短板， 张亚文分享了他的
方法：“我会去刷相关的英语视频，
学习一些解题技巧。 还会去做历年
来的英语真题， 从1997年到2017年
20套题，我来会刷了3遍。”这更是一
段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为了充分利
用时间， 李铁柱总结了自己的一套
学习计划，“每天早上6点30，我就到
复习的地方了，晚上10点再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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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都没有吭声，过了片刻，有一个
学生说了他的看法， 也不是特别准
确。他对于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便
开口打破了这个尴尬的气氛， 他先
向那几位学生解释了这一问题，随
听到你们
后告诉他们这样一番话“
都有考研的决心，我特别感动，和当
年的我一样。 我是思政专业科班出
身，对考研政治特别了解，而你们知
道考研是必须考政治的， 网上的方
法都告诉你们要突击， 我认为如果
你们现在可以每天看几条时政新闻
并略加思考的话， 你们对繁多的政
治术语不会再有晦涩感， 学起来效
率极高， 另外还可以厚积薄发地提
高自身的政治素养。”
回到办公室， 他让班长统计了
志愿考研考公的同学的名单， 随后
他下载打印了一份考研政治大纲，
仔细研究了起来……
周三的时候， 他早早检查完内
务，然后给每个宿舍都发了数份他总
结的一些政治术语和一月的时政热
点，并语重心长给那些同学们说“以
后每月我都会给你们整理一份这样
的材料， 考研的同学们每周都要试
着去理解这短短几条术语， 有志于
考公的同学也要进行掌握， 这是公
务员考试包括未来入职都要必备的
政治知识， 想要职场打拼的同学，
也要多看、 多读， 具备较高的政治
素养将会是你在职场的加分项。” 很
多同学都对他这项建议抱有极高的
热情， 接下来的几周他收到了许多
同学私下发来的建议， 要求他以后
准备的内容可以再多一些。 有那么
一瞬间他在想， 这就是叶芝说的点
燃一把火吗？
后来，他再和他的学生打个照面
的时候，就会看见一张张年轻阳光的
脸对他笑着说
“
斐哥好”。
真好，他心里想。

每个时间段都安排了具体的内容，
比如我的专业课，需要背的东西多，
所以它占的时间比例会比较高。”
2018年2月份，考研成绩陆续公
布，如今，生科院也已经张贴出考研
光荣榜。 面对已然确定的研究生道
路，心里是憧憬和希望。研究生的生
活也许很苦， 老师不会再给你具体
的操作方案，让你自己去摸索。可能
你会感觉这比考研还难熬。 但是有
这段经历总比没有的好。
调剂后的李铁柱被水产养殖专
业录取，他对自己的专业比较满意。
他说，“我喜欢水里的生物， 觉得很
有意思， 到时候会根据自己的兴趣
查阅相关的信息选适合自己的具体
的一个研究方向。 希望能做出一定
这
的成绩，也有可能会继续走博。”“
些同学情谊，考研的研友，老师的关
注， 注定是这段时光不能磨灭的印
记。”张亚文最后笑着说：“
幸好在枣
庄学院生科院， 别的学校生科院可
能没有这么重视考研， 也幸亏在枣
庄学院生科院， 在其它院系可能也
没有这些因素，更加利于我们考研。
特别感谢学院， 特别感谢帮助我们
的老师和师哥师姐。”
采访结束六个女生相视一笑，
说道：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
认为对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可能难以
接受。因此，性格环境成长经历的不
同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但
是就我们6个人来说，大家都不是会
封闭自己的人。大学四年，我们积极
参加学生会工作， 去尝试兼职体验
生活， 收获的荣誉证书可以铺满宿
舍，这是四年共同的回忆。独处有独
处的好，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
相信快乐被分享是会翻倍的。 在采
访过程中细微的地方透露着四年同
窗情的默契， 六个大男生谈笑间展
现各不相同的性格， 天南海北来有
缘共聚403。在前进的路上遇到志同
道合的人，何其有幸。
（学生记者 食药学院 于淼
经管学院 贾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