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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是盛夏

诸位好久不⻅，⼜是⼀期时隔两⽉的跬步

集，从春末⼀直拖到了盛夏，⼗分抱歉。

难不成是主编当久了产⽣了点“倦怠期”的感

觉？虽说打开熟悉的那个⽂件夹向上⼀划⽅

才发现，不才当这个主编的时间竟已两年有

余，但仿佛倦怠的不是我⽽是⼤家，这约稿

的难度确是随时间的增⻓直线般的线性增加

了。看来在接下来兴许不太久的主编⽣涯

⾥，得加倍努⼒的多多叨扰⼤家了，毕竟这

稿⼦就像海绵⾥的⽔，多使点劲总还是能挤

出来的（笑）。

实话实说， 近的状态是有些差的，这不仅

包含⼼理层⾯，亦有些身体⽅⾯的原因，可

谓经历了⾁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前阵⼦甚

⾄逼得我破天荒头⼀回主动找张⽼板⻓谈许

久，未聊学术，只是天南地北的胡吹海侃，

⽅才好上不少。古⼈说“赋到沧桑句便⼯”，

于我却是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倒是脑袋⾥

仿佛拌了浆糊，思绪混杂不清理不出头绪，

如鲠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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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这发刊的的盛夏暑⽇，⼀向不是我⼗分中意的时令。抛

开⾃身的原因——⾃幼身形较为“壮硕”本就惧热不谈，这⽺城的

夏⽇可谓做到了时⻓和质量上的⾼度统⼀，⾼温且绵⻓，若加

之时⽽来临的暴⾬，整个⼈如进了蒸屉⼀般，不愿踏出空调房

外半步，确是够我喝上好⼏壶的了。

即便在古代，除开⻛雅⼈⼠的诸如“荷叶罗裙⼀⾊裁”、“⼩荷才

露尖尖⻆”的美丽⻛景，我臆想缘于降温措施和设备不够充⾜的

情况，⼴⼤劳苦⼈⺠对这炎炎夏⽇也是爱不太起来的。⽽到了

现代作为学⽣，因了学制的改⾰，这夏天更是增加了别离的意

味，仿佛是蒙上⼀层唏嘘的阴影。

亦是缘于此间种种，本期在我的⼤⼒促成下总算是凑⻬了稿

⼦，找来四位组内的师兄师姐师妹完成了这“夏⽇序曲”的上半部

分。他们或是刚刚⾛出所⼤⻔，或是进⼊社会已有些时⽇，却

都不约⽽同的选择了回忆往昔，不论美好抑或曲折，我想皆为

序曲，不是终章。

回过头看，这或许是写过的 没有章法的⼀篇专栏了。深夜⾥

放任着⾃⼰的性⼦信⻢由缰，天⻢⾏空杂七杂⼋的啰嗦了⼀

堆。罢了，有时候既然思绪繁杂就任其繁杂，不去苦苦找寻头

绪。⼜或者⽂章就和⼈⽣⼀样，本就不该也没什么头绪和定

法。

那就写到这吧，⽿机⾥是恰好是⽑不易的《盛夏》：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啊

昨天已经走远了 明天该去哪啊

相框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我们啊

不论美好抑或曲折，我

想皆为序曲，不是终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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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天发生的事 你忘了吗

可时光啊 不听话 总催着人长大

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

就慢慢的 忘了吧 因为回不去啊

这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盛夏

这世界很⼤，⼤到没什么地⽅能让你⻓久留下；

这时间很⻓，⻓到没什么事情能让你念念记下；

这世界也⼩，⼩到也就是标本楼下；

这时间也短，短到不过是⼀场盛夏。

序曲或许暂停，我们终会重逢。

晚安诸位。

                                                                                     主编伯⻰

这时间也短，短不过⼀

场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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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ED

有感

⻩⽟妹

周六，凌晨4点多，天蒙蒙亮，⼆宝就开始

哼哼唧唧地醒了，陪玩了⼀个多⼩时后，⼩

家伙终于⼜有了睡意，抱着哄着⼜睡着了，

⼀看时间已经6点多了，睡肯定是睡不着

了，要不再躺⼀会？转⽽⼀想，趁⼩家伙们

都在睡，正好可以完成伯⻰师弟布置的任

务，于是⻢上就有了起床的动⼒。师弟说

了，题材不限，可以随意发挥，所以就以⽇

记的形式记录⼀些我近期的感受吧。

昨天是繁忙的⼀天。上午，是系⾥的研究⽣

答辩，看着帮忙指导过的学⽣顺利通过答

辩，真替她开⼼。从刚开始⼊学时的茫茫

然，静不下⼼来的看⽂献、做实验，到疫情

期间，终于开始主动安排⾃⼰的实验，写⽂

章，催我改⽂章，甚⾄做出想要继续读博深

造的决定，她真的经历了很⼤的蜕变。中午

吃饭时，她说：“⽼师，我是⼀个不懂事的

学⽣，这3年来总是让您操⼼，谢谢您。” 

说着眼⻆泛着泪花。。。是的，的确是个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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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的孩⼦。但也说来惭愧，作为⽼师，我扮演的⻆⾊也只

是：催着她做实验，催着她写⽂章，在她需要时提供帮助⽽

已。她是⾃⼰⼈⽣的主导者，或许是学习过程中的变化让她对

学⽣⽣活有了新的认识，对⾃⼰未来的可能性有了更多不⼀样

的期待。有学⽣说我是很有耐⼼的⽼师，⾃认为可能是因为我

的容错能⼒较好，对学⽣的期许⽐较低，所以当他们出现各种

问题时，我提出建议，他们能够按照我的建议改正就好了，实

在不改的，我也就只能佛系了。常常想，如果我能把我对学⽣

的这份耐⼼⽤在我那家那⼆年级的⼩屁孩身上就好了，尤其是

在辅导他写作业的时候。

吃完午饭，带19级海科专业的本科⽣前去参观南海所的标本

馆，后来⼜去新洲码头，参观新建成并已投⽤的“实验6号”科考

船。学⽣们很开⼼，学习之余可以外出参观，对他们来说是增

⻓⻅识的好时候。作为实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带队⽼师之⼀，虽

然很⾟苦，但是觉得只要学⽣有收获就是⾮常值得的事情。⽽

且，通过理论课、实验课以及实习课程，我已经基本可以把19

级68位同学的名字和⼈都对上号了，遇到每位同学都可以聊上

⼏句，也是⼀件令⼈开⼼的事情呢，⾄少对我来说是很⼤的进

步了。19级的教学是我投⼊ ⼤的⼀年，去年下半年⼏乎是在

备课、上课、准备实验课和上实验课之间度过的。⼀⽅⾯，作

为⽼师，我越来越意识到⾃⼰身上的责任感，真真切切的想把

课上好；另⼀⽅⾯，作为其中⼀个班的班主任，我可不想在这

帮⼩崽⼦们⾯前丢⼈。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提我上课⽅⾯的

⼼得体会了。作为社恐型⼈格的我，其实是害怕和⼈打交道

的。我更喜欢静静呆在实验室做实验，和瓶瓶罐罐打交道，与

仪器设备当朋友，因为它们能给我踏实和安⼼的感觉，把仪器

常常想，如果我能把我

对学⽣的这份耐⼼⽤在

我那家那⼆年级的⼩屁

孩身上就好了，尤其是

在辅导他写作业的时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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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好总能给我满满的成就感。但是，从17年成为⼀名⽼师开

始，登台讲课变成了我的⼯作职责之⼀。这些年我都是怎么⾛

过来的呢？记得17年⼊职华农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新进

教⼯培训⼤会。开这种总会，通常我都是⼈到⼼不到。但是⽆

独有偶，会上邀请了国家教学名师曹⼴福⽼师给我们做讲座。

更重要的是曹⽼师在⾃我介绍时提到⾃⼰其实也是华农的新教

⼯，是当年刚从⼴⼤调过来的。⼀下⼦，我就觉得和曹⽼师“亲

近”了很多，⼼想我要好好听曹⽼师的讲座（因为我也是同年从

⼴⼤调到华农的）。讲座过程中曹⽼师介绍很多⾃⼰多年来的

教学⼼得，其中对我启发 ⼤的⼀句话就是，应该抱着搞科研

的精神从事教学⼯作。这句话成了教学经验为零的我的座右

铭。但作为⼀名新⼿，我也因此⾛了很多弯路。⽐如，准备公

选课《当代海洋环境问题与保护》时，因为对有些知识理解的

不够透彻，我下载了相关参考⽂献看，同事们看到了都说：“⽟

妹，备个公选课你这么认真⼲嘛，学⽣根本不听的。” 但是我就

是那么固执，不管学⽣听不听，我觉得应该把知识点理解透彻

了再讲，才能⼼安。当然，结果是这次上课的教学评价很差，

⼀⽅⾯是⾃⼰的备课不充分；另⼀⽅⾯，公选课的学⽣的确是

喜欢看视频，不喜欢听枯燥的专业知识点。教学评价常常被吐

槽为是不合理的KPI，但我认为它是有正⾯的引导作⽤的，教学

评价差说明我还有很⼤的进步空间，不是想着抱怨，⽽是想着

该如何把课上好。于是第2学期年，我调整了教学内容，增加了

视频和有趣的知识点，通过加深对专业知识点的理解，让这部

分枯燥的内容变得更加有意思和易于被理解接受。与付出相应

的，教学评价也逐年好了起来。此外，前⾯充⾜的备课对我后

⾯讲授学院的理论课也有很⼤的帮助。正因为当时准备了很多

看似没⽤的教学素材，后期当我需要调整课程内容时，我就可

不管学⽣听不听，我觉

得应该把知识点理解透

彻了再讲，才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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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素材库中任意提取了。所以，常常觉得⾛些弯路是有必要

和值得的。⼜⽐如，到华农⼯作之前，我在⼴⼤当了3年实验

员，⼯作职责是配备各种实验试剂、准备各种实验⽤品、采购

仪器设备和管理实验室等简单⼜繁琐的⼯作。看似“浪费”了3年

宝贵的时间，但其实，这段经历也是我⼈⽣的⼀段宝贵财富。

到华农后，被安排讲授“⽔环境化学实验”的课程，⽽实验室除了

⼏台常⽤设备，空空如也。⽽这全部需要任课⽼师负责筹划。

正是因为以前实验员的⼯作经历让我很快就把实验课需要的东

⻄完善起来；带研究⽣准备实验时，也能⾃如的解决各种繁琐

的问题；上实验课时，也因为“经验丰富”能很好的指导学⽣的实

验。

晚上，回到家，接到了正在读⾼⼆的⼩侄⼦的电话，在电话那

头他开⼼的说：“姑姑，我这次考试，数学进步很⼤，⽐上次多

考了30分，我太开⼼了。。。”，电话这头都能感受到他的⼩雀

跃，替他开⼼。这个年龄段的孩⼦总是把⽗⺟的关⼼当成啰

嗦，所以家⾥⼈总让我要多⿎励他，关⼼他，让他好好学习，

⾼考时考上⼀个好的⼤学。⽽他似乎也总能把我的话听进去，

有开⼼的或者不开⼼的都会同我分享，很值得。

娃们醒了，我的⽇记就写到这了。

后⽤我 近⾮常喜欢的⼀句话做个总结：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久久为功，⽅有⽟成。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久久为功，⽅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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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毕业

王嘉琦

今年的端午节是我异地求学⼗年后第⼀次与

家⼈聚在⼀起，吃粽⼦，看着中⽂国际频道

上介绍今年⾼考，突然想起来距离我参加⾼

考已经⼗年了。当年⾼考分数公布后，我和

我同桌C的分数惊⼈的⼀致（我俩还是同年

同⽉同⽇⽣），但后来她选择复读并在次年

去了厦⼤的建筑设计，⽽我则坚定地说再也

不要读⾼三了，我要直接上⼤学。⽼爸⽼妈

在听了我的意⻅后，也说那就⾛吧，不这么

累了，上个⼤学回来找份⼯作就⾏了。当年

还没有出现“四⼤天坑”专业的说法，⽽特别

巧那⼀年邻居家的哥哥B刚从德国回来学的

就是这个环境科学，后来妈妈就根据我的分

数给我圈定了学校， 终我被河南师范⼤学

的环境科学录取。我在河师⼤的学习⽣活极

其充实，在⼤⼀⼤⼆的时候因为有钢琴的特

⻓，我⼀直担任我们学院⽂娱部部⻓，这个

学⽣⼲部职位需要组织特别多主题活动，迎

新晚会，元旦晚会，校园歌⼿⼤赛等等，这

种⼯作经历让我的表达⼒和反应⼒都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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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的提升，同时这种忙

碌更督促了我的学习。河

师⼤的考研率⾮常⾼，当

我进⼊到⼤三学年，便开

始考虑考研的事情了，你

看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已经

不⽌于回家找个稳定⼯作

了，我也想到⼀个更⼤的

平台看⼀看外⾯的世界。

很快就到了⼤四，因为综

合测评成绩排在全院前

三，我顺利获得了学院的

保研资格。想起少年时代，枯燥乏味的练琴，⼀遍遍临摹字

帖，还有“挑灯夜读”的⾟苦，这个时候感觉⼀切努⼒都没有被辜

负。

因为有幸得到河师⼤孙剑辉⽼师的推荐，我来到⼴州地化所，

加⼊了张⼲课题组。直博第⼀年，我北上来到中国科学院⼤学

雁栖湖校区，在这⾥完成了基础课程的学习，⻅识了学界⼤

⽜，结交了知⼰好友，领略了古都的魅⼒。⼀年的时光⻜逝，

2016年我来到了南国⼴州，真正进⼊了“搞科研”的状态。但第

⼀年搞科研的我还只是“⼩菜⻦”，⼼⾥还窃喜读博也没有别⼈说

的那么难啊！我不知道万⾥⻓征才刚刚开始，每天都是先看看

⽂献，然后和师姐们拉拉家常，晚上也不熬夜早早地就回宿舍

了。等到第⼆年⾃⼰开始做实验地时候，才意识到读博的艰

难，为了赶实验进度，连着两个星期蹲在306的楼梯⼝吃盒饭，

坐着⼩⿊⻋到⽕村的华南环科所学习，还有漫⻓的细胞培养周

想起少年时代，枯燥乏

味的练琴，⼀遍遍临摹

字帖，还有“挑灯夜读”
的⾟苦，这个时候感觉

⼀切努⼒都没有被辜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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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让我⼼急如焚。在科研之路上，我深知⾃⼰不是“天赋型”选

⼿，所以时刻提醒⾃⼰要⽤勤奋和踏实弥补不⾜。同时，⼜让

⾃⼰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向上态度，被打击了可以稍作休息调

整，去吃美⻝，去逛街，给⾃⼰放个假，但绝不能沉浸于这种

沮丧状态中。所谓低⾕期，其实就像深海，疲惫、迷茫、焦

虑、悲伤、痛苦充斥其中。如果不愿意⾏动和改变，那就只会

不断下坠，沉⼊海底。只有勇敢划动双⼿，才能让⾃⼰浮出⽔

⾯。

2021年5⽉23⽇，我终于毕业了，感谢我的⽼师和同学，感谢

各位的陪伴与⽀持，让我度过了⼈⽣ 美好的⼗年。我从未后

悔选择读书这条路，读书并不能保障命运可以好好的对待你，

但是书读多了，可以保障你能够更好的对待命运。

（图片源自嘉琦摄）

我从未后悔选择读书这

条路，读书并不能保障

命运可以好好的对待

你，但是书读多了，可

以保障你能够更好的对

待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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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历程

姜鸿兴

应⻰⻰主编邀请，投稿跬步集的毕业⽣专

刊。鉴于本⼈先前⽔了⼏次稿，⻰⻰怒不可

遏，特意提前⼀个⽉叮嘱我认真对待，可着

实难为我了。不想时间⼀久，我竟然忘了这

事，只好决定再⽔⼀篇，以解之急。我并⾮

不认真写，⽽是⼀来我本⼈向来讨厌写⼩作

⽂，⾼中时代的“不少于800字”经常让我头

疼不已；⼆来⽂笔拙劣，⼼中万⾔，写来却

只有寥寥数语，不能达我之意；再者我的⽣

活⽐较单调，⼤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

的。因之，可聊的也就仅限于我的学习历程

了，在此就简单的回顾⼀下我的研究⽣学习

情况，还请各位引以为诫。

我是2015年进的地化所，然后跟⼤部分同学

⼀样，先去北京集中学习了⼀年，16年从北

京回到地化所，正式开始步⼊科研⽣活的。

⽼实说，在北京集中学习的⼀年我是荒废了

的，虽说也选了不少课程，但是⼤部分也都

记不得讲了什么，更遑论学到什么知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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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没⼈管、不⽤⼲活”的⽇⼦⾄今让我想起了仍是⼗分羡慕不已

的。当然，副作⽤也是⼗分巨⼤。刚回⼴州的我，什么也不知

道，也不会。当李⽼师问我想要从事哪⼀⽅⾯的研究的时候，

我也只能回答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我是

⽼脸⼀红，顿感羞愧。到此时我才反应过来，北京的“好⽇⼦”已

经不会再在⼴州复现了，随之⽽来的是我的⼼中产⽣⼀股焦

虑：我的兴趣是什么，接下来我该要做些什么呢？

好在李⽼师并未对我的回答说些什么，暂且给了我两个选项选

择，⼀个是硝基酚单体碳同位素分析⽅法的开发，另⼀个是利

⽤颗粒物⼤⽓被动采样技术研究⿊碳。后来由于第⼀个选项被

成志能⽼师否定了，我⾃然⽽然就接⼿了第⼆项。不久，在向

云师兄的帮助下，我便在标本楼楼顶上放置了⼀批被动采样

器。我⾃⼰也觉得这挺有趣的，值得去捣⿎⼀番，但是采样周

期有点久，⽅法还没有验证，可能还会遇到⼀些困难。不过，

总之，有了⽬标，知道⾃⼰要⼲什么了，便暂时减缓了⼀丝焦

虑。没过多久，赵时真师姐在全国选了30多个采样点，要挂她

的被动PUF采样器。李⽼师让我在师姐选的点也把颗粒物的被

动采样器挂起来。花了近⼀个⽉的时间准备，由于没有经验，

⼲了很多蠢事，好在在各个地点的⽼师的帮助下成功挂出了第

⼀批的采样器。之后便是3个⽉收换⼀次⽯英棉的任务了。三个

⽉的空闲期，本着多学⼀⻔技术以后好讨⽣活的想法，跟着师

兄、师姐后⾯把分⼦标志物等化学分析技术学了⼀遍。也正是

这段时间的偷师学艺，才让我后来独⾃进⾏化学分析时能够得

⼼应⼿，未⾬绸缪还是有点⽤的。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样品收

集到后，我就转身专⼼的去研究棕碳了，被动采样的⼯作则全

部交接给师妹去了。

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偷师

学艺，才让我后来独⾃

进⾏化学分析时能够得

⼼应⼿，未⾬绸缪还是

有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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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硕⼠开题是关于棕碳的，虽然我折

腾了不少被动采样的活，所以我还是很

希望能够把棕碳的相关⼯作做好。当时

刚回⼴州，就匆匆忙忙的进⾏了开题。

但是我的脑海⾥除了棕碳这⼀概念以

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关于要从哪⼀

⽅⾯进⾏棕碳的研究根本⽆从谈起。所

以我在17年安排被动采样的⼀年⾥，除

了学习化学分析技术之外，还阅读⼀些

棕碳的相关⽂献，希望寻找⼀点灵感。

值得⼀提的是当时组会上，张⽼师希望

⼤伙⼉毕业之前都能写⼀篇综述出来，

所以我就写了⼀篇关于棕碳的综述，审

了⼀年后发了出来（可能是编辑找不到审稿⼈）。现在看来，虽然当时的⼀些想法和观点还

很稚嫩，但是也正是当初写综述让我的⽂献阅读量⼤⼤提⾼，突破了⽂献阅读的障碍，掌握

了⽂献的阅读⽅法，以⾄于后来的读⽂献不那么痛苦了。或许这就是“书读百遍，其意⾃⻅”

的道理？

后来，李⽼师希望我能做⼀点⽤液相分离棕碳后进⾏碳⼗四源解析的⼯作，这也是李⽼师和

张⽼师当时偏向于希望有⼈做的。我便去向莫扬之咨询，他向我说了三个难字，并推荐我按

照⽂献⾥的⽅法尽快分析珠三⻆或⼴州的样品，先发⼀篇SCI⽂章保证毕业再说。我听了他

的建议便跟李⽼师沟通后，便⽴⻢开展了相关的实验。那时距我回⼴州已有⼀年半了，我算

是正式开展了棕碳研究。过程还算顺利，但是在测同位素过程中由于在分离和转移操作中出

现了⼀些问题，导致重复了好⼏次。然后在18年底和19年初，便⼀边处理数据，⼀边学习液

相分离的知识。其实当时我是很慌张的，我知道“液相是个深不⻅底的坑”，⽽且还要去测碳

⼗四，我没有信⼼能在剩下的时间去弄出结果。但是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毕竟做不出

来的话⾄少也可以把液相给学会，这样也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也许是当时我的思想上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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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了死胡同，虽努⼒了⼤半年的时间，也没⽤取得

终想要的结果。好在及时和李⽼师沟通后，李⽼师为我的毕业

着了急，给了我⼀批样，让我去测碳同位素和FT-ICR MS，⽤作

毕业论⽂的内容。但是对于具体要如何来分析数据和撰写论⽂

我们俩个也都没有主意，不管三七⼆⼗⼀还是先把数据给测

了，当然这也是着急毕业所出的⽆奈之举。后来先是花了半年

的时间来研究怎么利⽤碳同位素数据来细化棕碳的源解析⼯

作，跟李⽼师经过⼏次交流后确定了⽤碳同位素结果限制的形

式，并结合传统的源解析⼿段来获得棕碳的来源信息。虽然结

果上没有很⼤创新，但是⾄少在⽅法上⽐过去有了⼀点点进

步，我对此还算是满意的。在完成上述内容的⼩论⽂初稿之

后，我便思考起FT-ICR MS数据的处理问题，然⽽我⽬前读到的

绝⼤多数相关的⽂献都只进⾏了少量的样品测量，过去的数据

分析⽅法也是⽆法处理我50多个样品的FT-ICR MS数据。我只

虽然结果上没有很⼤创

新，但是⾄少在⽅法上

⽐过去有了⼀点点进

步，我对此还算是满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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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另图他法，偶然看了⼏篇微⽣物⽣

态学的⽂章（平时没事看其他领域⽂

章也是有好处的），便产⽣能否⽤类

似于数据分析⽅法来分析相关数据。

便通过Web of Science检索到⼏篇研

究⽔体和⼟壤有机物的相关⽂章，但

在⼤⽓领域⾄今还没⼈进⾏过类似的

研究，我⼗分兴奋，决定从此⼊⼿。

⽽此时 ⼤的问题是，我⼀没有⽣态

学的知识，⼆我不懂代码（由于数据

量庞⼤，所以编程处理是⼗分有效的⼿段）。我这⼈向来脸薄，不喜欢麻烦别⼈，所以还是

想着能⾃⼰学便⾃⼰多学点，真的学不会再去请教别⼈。 后我下定决⼼花了半年时间去学

了点编程的基础，了解⼀些数理统计学的知识，编改了⼀些已有的代码为⼰⽤，对我的数据

进⾏了处理， 终也算是获得了不错的结果，让我在博⼠论⽂中能够讲出⼀个关于棕碳的⽐

较完整的故事。

这⼀路⾛来，在学习中我也经历了⽆知、迷茫、焦虑，也有过厌倦、痛苦。 终能够成功克

服这些问题，⼀⽅⾯得益于我与李⽼师的及时沟通交流，避免了过多弯路和不必要的焦虑；

另⼀⽅⾯可能与我向来在学习上逆来顺受的性格有关（⼼态好），我⼀向抱着“⼭到⻋前必有

路”的⼼态，有些事情和实验是急不出来的，只能“尽⼈事，听天命”，所以我只管做好⾃⼰的

“⼈事”。因⽽，我会乐意去学习，总是希望能多学⼀点，未来那么久，总有会⽤得上的那

天。不过这种随缘的⼼态也让我成为了对未来没有太多想法的⼈，时常忘了⾃⼰想要什么

（⼈还是需要有理想、信念和追求的，⽆论是短期或是⻓期的），也许正是这导致我能⼀路

波澜不惊⾛过求学⽣涯的原因之⼀，这即所谓“得与失”吧。

（图片源自鸿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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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毕业感⾔

许⽂丽

时光匆匆，转眼三年研究⽣学习⽣涯已拉下

帷幕，⼼中五味杂陈。三年时光的点点滴滴

不断浮现于我的脑海，回想这三年，有开⼼

与努⼒，也有痛苦与迷茫，⼀路⾛来不断成

⻓。我感到⾮常荣幸能够进⼊这个集体，接

触到这么多优秀可爱的⼈们，这将是我⼈⽣

中的⼀段宝贵的经历。这是我毕业论⽂致谢

中摘抄过来的⼀段，感谢伯⻰师兄邀稿，我

⽂笔有限，以下所述是我硕⼠期间的些许经

历与感悟。

六⽉份的 后⼀天，随着答辩与后续事项的

完成，突然意识到我即将离开地化所。现在

还记得三年前考⼊地化所时的喜悦，这也算

是我⼈⽣⼆⼗⼏年来难得的⾼光时刻：以第

⼀名的成绩录取（可能对保送推免⽣来说这

不值⼀提），⼤学四年⾃⼰也算勤奋过得⾜

够充实，有⼀个满意的结局。我读研的初衷

是为了到更好的平台去开阔眼界，未来想要

去⾼校⼯作（⼿动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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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所的硕⼠三年，每⼀年都让我

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研⼀是在实验

室摸爬滚打的⼀年，从如何洗瓶⼦到

独⽴进⾏实验，都是⼀路摸索过来

的。⾦⽼师给我定的研究⽅向，MFC

是我的研究⼯具，这个陪伴了我三年

的反应器就像我的“孩⼦”⼀样。实验装

置的搭建从拧螺丝到组装成型我都是

亲⼒亲为，后期装置启动与微⽣物的

培养也费了我好⼤的⼼⾎，每逢回家

过年都念念不忘需要找JY来给我更换

培养液，以保证产电菌还活着MFC能够正常运转。前期实验并不顺利或者说实验从来没有顺

利过，从降解实验到样品前处理每⼀步都⾛的艰难，在凌晨三四点起来到实验室采集样品也

是常事。我全身⼼投⼊时时刻刻想着如何顺利进⾏下⼀步，现在还记得当时焦虑得寝⻝难

安。研⼀的我⾯临巨⼤的挫败感：实验做不出来，⽂献看不明⽩，时常怀疑⾃⼰做的东⻄没

有意义。研⼀结束后将近⼀年的实验结果写成了⼀篇⼩论⽂，在学分与实验的双重压⼒下，

研⼆研三也是忙碌的，疫情在家写了⼀篇英⽂综述，回所后也做了许多结果不理想的实验，

但好在我的⼼态已经发⽣了变化，没有太在意实验结果。

⼈是要往上⾛的，但我怕我⾛不动了，就想

拿着硕⼠学历，找⼀份合适的⼯作。当我和

⾦⽼师说不读博要硕⼠毕业去⼯作后，⾦⽼

师很尊重我的选择，我如释重负，浑身觉得

轻松了不少。⼤家都说我是⾦⽼师的第⼀个

学⽣，⽆形中⾃⼰也给了⾃⼰许多压⼒，⽣

怕⾃⼰表现不好。硕⼠论⽂答辩会上我⼜不

争⽓地流泪了，在此感谢⾦⽼师在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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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给了我许多⿎励与帮助，往后⼈⽣中可能也就再也没有这么

好的⽼师了。

再说说我的外号“⼤哥”的由来，对于这个外号我的内⼼其实是抗

拒加讨厌的，我觉得它与我的⽓质完全不符。这主要源于SY师

姐的⼀条朋友圈，某⽇打完⽻⽑球后，她发了⼀张我的照⽚并

配⽂“这是我⼤哥！”随着它的传播与扩散，打⽻⽑球的伙伴都会

称我为⼤哥，甚⾄连⽻⽑球技术⾼超伯⻰师兄与⻩师傅在球场

也是这么叫我。在所三年，⽻⽑球给了我很多的快乐，释放压

⼒，锻炼身体同时也结识了许多热爱⽻⽑球的⼩伙伴。

忙忙碌碌，兜兜转转，⼈这⼀⽣总是为了什么在不断拼搏，可

能不是我想的那种为了什么远⼤抱负。⼈这⼀⽣就是要摆脱他

感谢⾦⽼师在我不⾃信

时给了我许多⿎励与帮

助，往后⼈⽣中可能也

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

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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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待找到真正的⾃⼰，毕业是新的开始，前路漫漫，各⾃

珍重。

（图片源自文丽）

毕业是新的开始，前路

漫漫，各⾃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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