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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意义在于思考和成长

话话题题

大学时光是人生最璀璨的
年华，虽然只有短暂的四年，却
是人生当中最为关键的黄金时
期。在这美好而闪亮的岁月里，
最有意义的收获不是毕业后的
一纸文凭，而是学习与成长。做
最完美的准备，让美好的大学时
光，成为自己一生最值得骄傲的
收获和最美好的回忆。

今日

名嘴说事

毛旭松

提起大学，过来人会褒贬不
一，有人会说，大学也就那么回
事吧，也有人会感谢大学的洗
礼。对高考生来说，大学无疑是
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是十多年苦
读的梦想所在。但现在提起大学
远不如几十年前那么神圣，连年
的扩招使得能够进入大学校园
的学生剧增。既然大部分考生都
有机会进入大学，那么大学生活
的意义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过
呢？

很多人认为大学就是上网
玩游戏、谈恋爱，毕业时混个毕

业证，实话说，确实有不少人的
大学生活是这么过来的。严格来
说，这种度过大学的方式是由于
缺乏自律造成的。比起高中日复
一日枯燥乏味的高强度学习，大
学的日子真是算得上逍遥自在。
可以赖床旷课，可以痴迷游戏，
家长不在身边，没人管你，甚至
老师也是讲完课就走，下课你就
再也找不到他的人影。

难道这是大学的一切吗？如
果你这样看待大学那就大错特
错了。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是
因为它比起高中来，不是单一传
授知识的地方，往大里说，大学
更多的是为学生打开视野，去探

寻和认识社会。将来有一天你走
上了社会，大学提供给你的是飞
翔的翅膀。

大学的学习跟高中也是不
同的。高中的学习是填鸭式的，
经过大量反复的练习形成一种
对做题的反射。大学的学习是要
有更多的个人思考在里面，更是
一次人文精神的陶冶。在此期
间，学生完善了人格，明了了生
命的意义，知道了存在于社会的
意义。可以说能力越大，责任也
就越大。

进入大学校园，学生来自全
国各地甚至还有外国留学生，这
就注定了每个人的角色跟高中

时完全不一样。个体都有闪光
点，他的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事跟
你格格不入，但你也要学会包容
和接受。大学生活让每个个体都
能够发挥独特的价值。你可以在
学生会中风生水起，也可以在安
静的图书馆里专心学习。多元的
校园给你创造了无限的可能。你
在这里可以寻得着今后创业的
伙伴或者歌唱的搭档。

大学的意义很难完整诠
释，总之在大学里经历的一切
都会是你生命的宝贵财富。千
万别在游戏中虚度了青春光
阴，把握住机会，这四年会给你
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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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要拉动，以奖励
措施吸引农民进城购房也尚好。
但不能只为了“房事”，还应该为
了“人事”。也就是说，在政策设
计上，不能只有“短线设计”，还
应该有“长线设计”，把“人事”问
题一并设计进去。若仅仅是为退
地购房而“奖励”，没有了下文，
不能让退地购房农民同等享受
市民待遇，只能做一个“二等市
民”，恐怕也难以较好地实现政
策设计者的理想预期。

——— 湖之北(评论员)

孩子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孩
子具足圆满。人成长之后，不再
圆满，生命形格势禁，千疮百孔，
这是人性的大悲剧。童年无限拥
有的，却是成年之后渴求而多失
败的。一个修行者说，孩子可称
做生命的先天状态，成人是后
天，修行的努力就是从后天返先
天。故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
乎。道家说，顺则凡，逆则仙。

——— 余世存(学者)

年轻时常有大理想，想弄个
大事让大家认可和欢迎。这很不
容易，找到好的点，好的触发的
入口就很难。一旦找到这样的点
就很不得了。但找到之后也要珍
惜。一说的要兑现，天花乱坠还
得具体做好。二行事要踏实，到
了执行阶段，一定要守信，一板
一眼。否则好事变坏事，一切都
毁于一旦。古语说：“笃实为先。”

——— 张颐武(学者)

对于当前中国股市，暴涨暴
跌将成为常态，因为投资者都在
对赌中国股市单边上涨。不过，
只要中国经济增长没有走上正
轨或持续健康之路，那么政府仍
然会出台各种政策救经济，仍然
会 用 政 策 来 支 撑 股 市 上 行 。

——— 易宪容(研究员)

毕毕业业之之后后，，创创业业还还是是找找工工作作

@山他爹：跟朋友偶尔谈起这个话题，
我的观点倾向于创业，当然是以孩子个人意
愿为出发点，结果遭到两位朋友的一致反
对，为此争得脸红脖子粗。

@罂粟_T5VWN：这个要看孩子的意愿，
也要看孩子有没有做买卖的潜质，比方说会
不会理财，为人处事儿够不够圆滑。我总觉
得应该找个工作接触接触社会，对社会有一
定了解了再考虑做买卖的事情，我可能是一
介女流，眼界有限魄力不足，有点保守，一点
愚见。

@高楼林立：电视上不是说了吗，现在
又到了创业潮了。

@扑哧扑哧扑哧：最好吃着俸禄干着自
己的买卖。

@白色爱丽舍：不管干什么，首先得有
能力，起码有一技之长。不然干啥也不好干。

@海山123：如果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比
较高，还是选择创业吧。

@乐艺荷：人生不是说要赚多少钱，也
不是说要自己多么伟大，重要的是你自己做
过什么，接触了一些什么样的朋友。

@小鸡吃食：创业不是说的那么简单
的。要具备的东西太多，不是不相信你的能
力，而是先找工作可以积累很多成功或者失
败的经验，这样再来创业，你会得心应手。

来源：烟台论坛

漫画：夏坤

我来抛砖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一封女教师的辞职信引发
网络热议，大多数人也是一听
一看一乐，然后继续低头伏案
工作了。然而，身不能至，心向
往之。或许更多的人羡慕这名
女教师都到了这个年纪却还有
这份说走就走的勇气。那么年
轻的你，是否也有一条用心走
的路，是否也有让你魂牵梦萦
的地方或者一个向往的国度？

不要走出去看看吗？现在
就随着我们的脚步先来到意大
利吧。在世界地图上的意大利
形状就好似踩在棉花团上的高
根鞋，意大利有着让人心醉的

美景，小镇，还有数不尽的美食
美酒，是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国
度。

罗马这个名字意味着太多
的内容，这座城市横跨 2 7 0 0多
年的悠久历史，刻画在空前宏
伟广大的古城之中，或许欧洲
再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拥有这么
多的古迹。漫步在罗马的街市
之中，一步一景，到处都是历史
的印记，巨大的时间跨度使得
各时代的建筑掺杂在一起，些
许让人迷乱，但是置身这些文
物之中我们似乎可以随着一石
一物探寻最辉煌的古罗马帝国
到底在哪里。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摇
篮。美第齐家族统治佛罗伦萨
时期，保护和支持了一大批艺
术家的发展，也迎来了佛罗伦
萨文明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光
辉的时期，使得佛罗伦萨成为
意大利的文化之都，也成为了
一批艺术学子优先选择的求学
胜地。

米兰这座“时尚之都”的一
切都是时尚的，连大街上的窨井
盖也不例外。如果你有机会到米
兰的蒙特拿破仑大街上逛上一
圈，你就会发现这里连窨井盖也
是出自Armani、Prada、Valentino

这些品牌设计师之手的“奢侈井

盖”。米兰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达
到了无可匹及的巅峰，是世界瞩
目的时尚之都，集浪漫、时尚、气
质、素养于一身的城市。很多的
学生选择来到米兰学习，感受当
地的人文风貌和生活气息，近距
离感受它的美，将更多的设计灵
感带入中国。

常听人们说：唯爱与美食
不可辜负。意大利民族是一个
美食家的民族，他们在饮食方
面有着悠久历史，意大利美食
典雅高贵，讲究原汁原味。意大
利菜系非常丰富，除了大家耳
熟能详的比萨饼和意大利粉，
海鲜和甜品都闻名遐迩。

看到这里，是不是已印证
了那句：身未动，心已远。2 0 1 5

年意大利留学已全面启航，如
果你想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度深
造，如果你想设身处地地了解
这里的文明和历史，就请到本
报举办的第15届国际教育展上
来了解吧！

展会将免费开放，欢迎有
留学意向的学子及家长到场与
留学专家面对面交流。场地有
限，预约从速！
展会时间：6月14日9：00-12：00

展会地点：芝罘区解放路166号
中银大厦3楼
预约电话：15506483377

世世界界这这么么大大，，去去意意大大利利看看看看吧吧！！
本报第15届烟台国际教育展让你深入了解各国留学

寻找各大院校杰出的准毕
业生(多次获奖的学生及杰出学
生干部，校园文艺之星 )的校园
故事或者讲述对母校最留恋的
地方，在各大院校(烟台大学、农
业大学、滨州医学院、烟台大学
文经学院 )同步寻找优秀生活
动，请于6月30日之前到海悦大
厦酒店领取奖品波尔多葡萄酒、
悦悦小海豚吉祥物。

烟台海悦大厦酒店是由山

东银座旅游集团运营管理的高
级海景会议型酒店，并为毕业生
和大学生提供DIY专属会场设计
(和悦厅场地设计)，免费提供音
响、签名墙、气球、礼炮、条幅。酒
水多喝多送，啤酒喝1瓶送1瓶，
毕业狂欢HIGH爆棚！

名厨烹饪，菜价优惠—￥
6 0 /人、￥8 0 /人、￥1 0 0 /人，优
惠菜品任性吃！精品房型，设施完
善，持学生证住房享8折优惠！

“匆匆那年，寻找那时的优
秀”毕业季活动与各大院校(烟
台大学、滨州医学院、烟台大学
文经学院、农业大学)合作 ,烟台
海悦大厦酒店爱心赞助2015年6

月6日“滨州医学院第二届‘海悦
杯’五彩滨医学生会活动、烟台
大学2015年6月14日毕业季-海悦
湖心岛音乐会”、烟台大学文经
学院2015年6月15日第一届“海悦
杯”大学生电影节。海悦大厦酒

店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旨在建
立起毕业生及在校生和学校团
委会的互动，增加组织凝聚力和
情感交流。

海悦大厦是同学聚会、会议、
培训、论坛、婚礼、高级宴会、产品
展示等活动的理想场所，酒店打
造“海纳百川，悦近来远”爱心酒
店精神，竭诚欢迎各位的到来。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
大街590号 电话：8200888

““匆匆匆匆那那年年，，寻寻找找那那时时的的优优秀秀””盛盛装装开开启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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