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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化

融入青春 我们永远在路上
团委陆红霞

现场演出， 无不凝聚着共青团干部
的心血。 在不久前举行的育华奖助
学金颁发仪式上， 沈春英副院长亲
自参与小品的改编， 撰写主持词；
团委蒋振杰书记对活动的各项准
备和收尾工作全面把关， 坚持把工
作落到细处； 赵娴副书记做好了协
调工作， 并亲自主持； 葛萍萍老师
无论节目筛选、 彩排还是最后演
出， 都一直默默坚守； 章恋莲老师
不顾嗷嗷待哺的婴儿， 在迎新晚会
和育华颁奖仪式上登台演出……
每一位团学工作者都自觉将自己
的生命热情融入青春的海洋。
二、感恩是坚守的力量
共青团工作涉猎面广， 事情多
而杂，尤其是面对现代信息化大潮，
事务的临时性和偶发性也很大。 如
果缺乏用心做事的态度和干事创新
的激情，工作对付对付也能过去，但
这样的团干部也终将被淘汰。 如何
让青年团员坚守自己的誓言， 让团

学干部发挥出他们的潜能？ 唯有我
们自己心存感恩与感动。 感恩学生
的付出， 感恩学生的成长， 感恩他
们给我们带来的每一份惊喜和挑
战。 拥有感恩， 我们才会始终坚守
自己的岗位； 懂得感恩， 我们才会
减少抱怨和责备； 学会感恩， 我们
才会真正凝聚成一个核心团队。 在
团学干部干事培训班
2016 年
12 月
结业典礼上， 我们对所有参与迎新
晚会和育华颁奖仪式的演出人员
和工作人员给予表彰， 感恩他们的
辛勤付出。 有了他们的努力， 全院
师生才能享受到一场场精彩的视
听盛宴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
三、了解是服务的基石
现在的青年群体大多讨厌被
要求、 被命令、 被控制， 而是希望被
尊重、 被信任、 被欣赏。 他们的“ 等
级观念” 较弱，“ 逆反心理” 较强， 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 目无尊长”，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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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生管理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要
调动并扩大教师的专业影响力。 专业教师
的影响力被激发了，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培养才能成为可能，学生品德好、专业好、
技能好、素养高的四轮驱动才能落地。 为
此，我系从环境育人、文化育人、全员育人
三方入手，着眼全局，内化细节，塑造IT 职
业行为优化体系，力图打造出计算机系的
五大合力，即系部团队的合力、德育与教
学的合力、 专业社团与教师工作室的合
力、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合力以及系部
环境与文化的合力。
一、环境育人
从5S 入手，做到教学与育人的两结
合。 推行任课教师负责制， 从课堂教学
实施到学生手机收集、 课堂秩序维护到
教室保洁， 任课教师全权负责。 在系部
文化环境建设中，从系部网站、系部展示
牌到宣传视频、PPT、 系部微信等， 分层

分块，统一格式，展现学生专业学习以及
社团活动多方面的风采。 还结合省实训
基地建设，利用好文化墙，记录系部大事
的精彩瞬间，展示优秀毕业生、骨干教师
的动人风采， 竭力营造出一个专业与人
文相结合的育人环境， 让学生受到良好
文化的熏陶。在日常保洁、大扫除中责任
到人，辅导员班主任紧密配合，监督核查
到位，着力养成学生整洁的好习惯。
二、文化育人
从学生活动入手， 把专业课堂拓展
到学生活动中来。 利用好专业教师的课
堂， 在教学课堂的知识中组织趣味竞赛
活动， 如C 语言知识学习比较枯燥， 教
师就组织简单C 编程机器人走迷宫活
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把教育活动
与教学活动融为一体。再有，就是从学生
社团入手， 利用好演讲口才协会进行系
部实训基地讲解员培训。 讲解员在工作

科技创业，你能行
电子系郭昊坤

过程中不仅提升了口头演讲能力， 还对
各个专业展厅呈现的专业知识进行了巩
固学习。 还有，就是利用好教师工作室。
每个教师工作室我们要求带4-5 位顶层
学生参与教师项目， 这几个学生作为学
生专业社团的负责人， 再带领其他同学
实战参与老师工作室的项目， 彼此形成
合力。
三、全员育人
全系每一位老师从课堂的纪律、 教
室卫生、编程规范等诸多细节入手，一起
来打造学生良好的IT 职业行为， 利用专
业知识带动学生的社团活动， 参与学生
的各类竞赛活动， 真正做到教育教学一
体化，实现全员育人的目的。 在整个学生
业行为优化体系塑造管理中， 系部
IT 职
主任、 教学主任、 德育主任的意见一致，
教研室主任的专业引导， 专任教师的具
体实施， 辅导员与班主任的用心组织是
重要保障。 我系的专业教师全部接受教
研室安排， 相继组织各种专业趣味赛活
动，学生从一开始的被动接受，到踊跃参
加，人次屡屡有所突破。 而颁奖大典也慢
慢受到企业的关注， 不少企业纷纷要求
冠名，并要求优先录用获奖学生。
的准备工作。 我让有较强专业技能水平
的朱景和吉先柏负责项目科技作品的设
计与制作， 有较强沟通能力的赵恩成负
责项目材料的撰写和后勤保障工作。 在
团队运作1 个月之后， 我发现仅有三名
同学是远远不够的，还缺少完成财务、宣
传、路演答辩等方面工作的同学。后通过
多方协调，管理系会计专业的钱欢欢、张
楠， 电子系学生会长孙谦，15 自动化1
班冯子然， 艺术系尹子文等同学也加入
到了这个团队中。
学生从一开始的无从下手， 到最后
完成较为完整的创业计划书， 此间付出
了诸多努力， 除了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进
行了创新训练， 还具备了一定的创业知
识及能力， 这些对他们今后走上工作岗
位会有很大的裨益。 而我通过这次比
赛， 也有了很多感悟。 我想， 老师只有把
科研项目和学生的创新创业训练有机
结合起来， 学生才能得到真正的训练，
学生的创新能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同时， 可以选择较为基础的项目模块投
入到实际教学中， 提高所有学生的动手
动脑能力。
在我们团队中， 学生并不都是专业
方面的“学霸”，各人有各人的优势，有的
拥有突出的口才长于抛头露面， 有的为
人大方善于交际， 有的只是一个普通的
“富
二代”。 拥有优秀口才的同学最终成
为了路演答辩成员， 拥有不错交际能力
的同学为宣传、洽谈项目做出了贡献，而
“富
二代”则成为团队中不可缺少的投资
人。 所以，在科技创业的大道上，我相信
我们的学生只要将自身的潜能发挥到极
致， 每一个人都可能获得成功并创造美
好的未来！

掐指一算， 自2005 年
月我来到外语系工作以
来， 小小班主任一做就做
了七年有余。 铁打的硬盘，
流水的兵。 从阳光激进的
大学毕业生到趋于稳重的
“老
教师”， 童心未泯的我
得到了更多的成长。 从最
初的邯郸学步亦步亦趋，
认真严肃却不够灵活幽
默， 到使出浑身解数却成
效微乎其微， 我也曾委屈
气馁。 只是在日积月累中
坚守陪伴， 在冬去春来中
与时俱进， 班主任工作非
但没有出现预期中的“ 七
年之痒”， 却似乎渐入佳
境。 其中的乐趣，也许就在
于能和我的大孩子们各自
遇见更好的自己， 秘诀又
或许在于能坚持以身作
则、 真心相待和静待花开
吧！
陪伴大孩子们成长苦
忧参半， 但我更感恩他们
给我带来了青春的朝气和
求新的勇气。 班主任工作
最难的地方就是面对困难
时我怎么做。 大孩子们会
观察我， 我何尝不在试探
自己的极限？ 即使是最简
单的事情， 也要快乐努力
地去面对， 竭尽所能， 以求
无悔。 若求学的路太过漫
长， 我和他们共同学习组
团对抗惰性， 去体味“ 容易
得到的未必是最好的， 最
好的却往往不容易得到”。
不必强于弟子”， 共同
“师
面对暂时的挫败， 我们能
更好地体会“ 那些没有打
败我们的东西使我们更强
大”。 在具有“ 家” 文化意
识的班集体中， 我对学生
干部委以信任及责任—
——
“仰
望星空， 低头做事”，
让他们用“ 功绩” 建立各自
的威信， 并带动班级形成
踏实上进的氛围。 对于每
个学生， 则给予自信和期
—— 管
好自己， 独当一
许—“
面”， 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上
“优
秀意识” 的小花， 形成
班级团结竞争的精神风
貌。 在喜悦和谐的气氛
中， 我们相互尊重， 相互成
就。 我不太批评教育学
生， 我深信对事情发自内
心的深省才是教育的真正
价值。 沉默源于信任， 时
间是良药； 干预出自关爱，
点拨是明灯。 我深以为，
班主任扮演的角色永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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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学
生成长路
上的辅助
者： 他们走
不好的时
候我们去
领路， 他们
学会走路
时我们去
护卫， 他们
奔跑的时
候我们去 外
鼓掌……
班主任就 语
是一双关 系
切的眼睛， 韩
说与不说， 晴
关注都在！ 立
令人
庆幸的是，
德育工作
并不是一
个人在战
斗。 我在团
队中得到
的理解、 关
爱和帮助
不计其数，
团队同事
的分享、 配合、 陪伴和互
助， 也是我最后能坚持走
得更远一点的动力。 一个
曾经、 正在得到集体温暖
的人， 自然在班级管理中
会更加倾注精力去关注班
级凝聚力、 团队协作能力
和学生在班级中的存在
感。
一年又一年， 一个班
又一个班， 我曾经只是把
班主任工作当成我职业
生涯中一道必看的风景，
而今我却成为了这道风
景中的一部分， 并甘之如
饴地投身在造景工程之
中。 跟一个个生命对话，
跟一个个青春相守， 这些
难得又珍贵的情谊让我
意识到： 在生命的交错
中， 也许我真的能试图攀
登到“ 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 的高度。 在延续着的
相守相望中， 我的真诚和
坚持并没有让我“ 蜡炬成
灰泪始干”！ 我若能像山
一样伟岸， 像树一样成
长， 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
最好的身教！
时光如水， 我的大孩
子们是否“ 抬头看过去， 笑
靥如花”？ 而一切过往皆为
序章， 愿你我不枉来路， 一
起共叙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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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 月，我组建了莫斯特科技公司
学生创业团队，参加学校的创新创意创业
大赛。2016 年，在团队成员的努力下，我们
获得了2016 年无锡市在锡高校大学生创
业项目成果展及创业项目路演活动二等
奖、第二届无锡市大中专院校创业能力大
赛二等奖和无锡市首届科协青年会员创
新创业大赛二等奖，而我作为指导老师也
获得了三项比赛的优秀指导老师奖。
当同学们拿到无锡人社局颁发的
奖金的时候， 觉得不可思议。 其
6000 元
实，作为新教师的我，一开始接到系部通
知的时候，第一感觉也是紧张、没底。 在
系部领导的关心鼓励下， 我逐渐放平了
心态， 随即向之前在南京理工大学读书
时实验室的学弟请教（他在2015 年参加
省职业规划大赛获得过一等奖， 同时获

得了10 万元的奖
励），他参赛的项目
正是他的创新创业
经历。 在摸清头绪
后， 我初步选定了
团队的三名成员，
分别是14 自动化
的班长赵恩
1 班
成、 系电子协会的
朱景和吉先柏。 之
后， 在井新宇主任
的带领下， 我和团
队最初的三名成
员， 去了苏州工业
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和江阴中专参观创新
创业成果， 与他们的团队和指导老师交
流相关经验。
在交流中， 我首先明白了选择项目
要讲究， 即所选项目必须与学校背景或
者学生所学专业息息相关，2016 年全国
创新创业大赛的结果更是印证了我的观
点。 2016 年，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互联
网+ ” 创新创业大赛的冠、 亚、 季军分别
为： 西北工业大学的“翱翔系列微小卫
星”、 南京大学的“Insta360 全景相机”、
山东大学的“ 越疆DOBOT 桌面机械臂”
和北京大学的“ofo 共享单车”，传统的销
售类、 饮食类、 网店类根本无从得见， 可
见科技创业的重要性。 在确定“科技创
业”这一方向后，我们团队选定了一个与
专业相关的科技项目进行创新创业大赛

团委葛萍萍老师带领红舞鞋社团成员参加江阴市市民文化节开幕式
们只是想要得到更多的尊重。 我虽 需要。 鉴于此， 我觉得团工作者必
然明白团组织工作的宗旨是“一切 须学会倾听学生的心声， 善于将青
为了青年学生”，但在实际工作中有 年学生的个性需求和社会需要相结
时还是会自上而下地通过动员式 合， 在倾听了解中将工作一点点做
“开
大会” 的形式布置工作， 有时还 到学生的内心深处， 最终在潜移默
会注重活动规模、注重领导出席、注 化中引导他们形成向上的价值观和
重新闻报道， 而忽视了学生的道德 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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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全局，内化细节

，

有人说， 团委是一个纯净的大
家庭， 有一群年轻的成员和一股随
时会勃发的潜力。 无论在思想政治
教育领域还是在科技文化活动中
心， 抑或在青年志愿服务的角角落
落， 处处都活跃着我们的身影。 我
们拥有一个极其平凡的名字， 那就
是共青团干部。
一、融入是收获的开始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理念和行
为习惯给团学工作带来了严重的
挑战，“ 以前是共青团选择青年， 现
在是青年选择共青团”， 越来越多
的青年学生对团组织的归属感有
所减弱。 在学生社团“ 百团大战” 的
局面下， 共青团的活动往往被学生
嘲笑为“ 轰轰烈烈走过场”。 作为共
青团干部， 我们不仅要克服与学生
年龄的代沟， 尝试接受新鲜事物，
而且要融入青年学生之中， 与学生
共谋， 与学生共舞。 无论是活动的
筹划、 节目的编排、 筹备工作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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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国“互联网
递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有感
+”快
管理系物流专业罗浩王昊

— 17 日
，
2016 年12 月15 日
我们在指导老师金日兰的带领下
到绍兴参加了首届全国“ 互联网+ ”
快递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我们的
“速
递100— 校园物流”项目通过层
层评定进入第二轮总决赛， 并最终
获得创业计划实施类赛项银奖的
好成绩。
我们参赛的项目叫做“ 速递
园物流”，这是借助于“校园
100— 校
一公里” 实训室平台打造的一个虚
拟企业项目。 项目应校园物流需求
而生，以服务广大师生为本，旨在打
通校园快递送达的最后一公里， 打
造属于学生的校园物流事业。 我们
的特色是能够结合委托人的需要，
给礼物增加信息化包装， 让礼物更
有情。 比如有“会说话的礼物”，我们
会给礼物贴上专属的二维码标签，
收件人不仅收到礼物， 还可以通过
手机扫描听到发件人的留言和祝
福； 特色代购、 代送等其他增值服
务；“把今天寄给未来”慢递服务，你
可以给3 年后的自己写信， 可以把
今天的青春美好记忆寄给毕业十年
后的自己或者TA……
份， 我们“ 速递
2016 年
5月
园物流” 项目一路顺利通
100 — 校

过初赛， 在第一轮总决赛专家网
上匿名评定中， 从全国100 多余所
高校选送的200 多个作品中脱颖
而出， 顺利进入前30 名， 入围第
二轮总决赛。 因为我们的项目在
日常生活中是实际在操作的， 所
以我们对于各项经营问题都很熟
悉， 项目展示更是得心应手。 虽说
如此， 但怎样把我们的项目特色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展示出来， 这
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 后来金
老师给我们提了一个意见： 如果
在项目展示汇报中， 加入适当的
情景模拟， 效果会不会更好？ 这一
提议让我们眼前一亮， 我们连夜
进行修改。 最终在第二轮总决赛
中， 凭着精彩的现场模拟、 项目产
品的独特创意展示和沉着冷静的
答辩风度， 赢得了现场专家的一
致好评。
前方的路还很长， 我们要更加
努力才行。 比赛之余， 我们与其他
院校的团队进行了交流学习， 对于
我们的项目， 我们有了新的想法和
改进方式：
首先， 是招贤纳士， 将项目团
队进一步的完善。 我们要在校园
服务中心的营业时间内充分安排

被动行为是因为心理被动？
唐洁

去浙江大学培训时， 我们的住
处背后就是一座山。 培训的几天
里， 我在清晨常会一个人爬山， 出
一身汗下山， 觉得很畅快。 想起第
一天爬山时， 我一直在寻上山的
路， 心里很迷茫， 又不太看得懂路
标，来回折腾了几趟还是没找到合
适的岔路口能去山顶。 最后有个老
大爷主动过来问我：“ 年轻人， 你要
去哪里？ ”后来第二、第三天都看见
他， 他都会主动问我：“ 年轻人， 天
冷你怎么不多穿点？ ” 我觉得和老
大爷很有缘份， 跟同事提起这事，
却被同事反问一句： “ 一开始你怎
么不问路？ 后来你再见他， 怎么没
有主动招呼呢？ ”我顿时哑然，回忆
起了很多往事。
回想自己上学时， 一般如果别
人不跟我说话， 我就不会主动跟别
人说话， 除非觉得特别好的人才会
主动接近。 如果别人跟我打招呼我
就会回， 不打就算了。 有时候甚至
为了避免碰到某些半生不熟的人，
就不想参加一个聚会。 甚至要是同
宿舍好友不在， 我怕自己一个人去
食堂吃饭很尴尬， 宁可选择不吃等
等。

想想面对社交场合， 我们选择
退缩、被动，源于什么？
其实， 绝大部分的退缩、 被动
行为都和自我概念有关。 艾利斯
（1961 ） 开
始注意到人们对于外界
的感受和反应， 是在于面对事件
时， 我们脑海中的认知和想法。 而
社交的退缩和被动往往源于“ 我不
可爱/不受人喜欢/没有吸引力” 这
样的核心信念。
这又让我想起上大学时印象
深刻的一个场景。 有一天下课时下
雨了， 正好我暗恋的男生没带伞，
他主动招呼我，让我带他一程。 出
于礼貌， 我愿意跟他合伞， 于是打
了招呼， 站在同一把伞下， 走了一
路， 我们就一路沉默。 当时我脑子
里闪现很多想法： “ 快， 快， 说点什
么。 不然他肯定会觉得我很傻。 啊，
我怎么这么无趣， 找不到有意思的
话题聊一聊呢。 我就是很傻。 嗯，一
定是的。 没有人会喜欢我这样的傻
姑娘。 ”
啊， 当时我是多么不自信啊，
以至于这个“ 我不可爱” 的经验和
信息， 直到现在还被我记着。 但其
实，也正是因为它“ 不受欢迎” 才被
记得是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
我去快递站拿快递， 路过女生宿舍
时，发现很多人围在门口。我探头张
望，原来是有人在用蜡烛表白，可惜
的是，那天风很大，蜡烛始终没有全
部点燃。当时我就想，如果用矩阵显
示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要
自己做一个！
一直以来， 我在电子协会担任
副会长，课余时间很喜欢到协会，根
据课上老师讲解的元器件的特殊性
能，去做一些实用的小东西。自从见
到那次“ 蜡烛表白事件” 后， 我花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 凭着部分专业知
识和自学的一些单片机知识制作了
一个多功能作品， 并给它取了一个
浪漫的名字—“
—— 表
白神器”。
“表
白神器” 主要由竖形LED
矩阵屏、 平面LED 旋转屏、LED 点
阵屏、心型流水灯部分、蓝牙音乐模
块、继电器模块等多个部分合成。一
开始，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的房子，
用普通的开关控制灯的亮暗。 后来

工作人员进行值班， 最好能招聘
一名专员， 专职负责中心日常业
务， 时刻为有需要的客户提供服
务。 然后明确各成员长处， 确定各
成员分工， 积累各种素材， 为项目
展示做准备。 在项目实施中， 互相
帮助和督促， 保证项目的稳步推
进， 在不断尝试和实践中完善项
目。
然后， 要拓宽项目涉及范围，
使得我们的项目可以服务于各类
客户。 在今后项目发展中， 我们会
对项目进行长时间全面、 严密的调
研和考察， 把目光锁定在高价值的
项目上， 在服务广大师生的同时，
满足项目长期稳固发展的需要。
最后， 是要注重项目展示。 抓
住一切可以展示和推广项目的机
会，让更多的潜在客户和专家了解
到我们的项目， 听取专家意见， 发
展潜在客户， 在项目推广的同时不
断优化项目。
比赛的场景已渐行渐远， 全国
银奖的殊荣也在展示柜中落地生
根。 通过这次比赛， 我们深切地感
悟到：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只
有你不断探索， 不断尝试， 才会有
新的突破、新的成就！
记住了吧。 这也是引起我们被动行
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
当我们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 自己
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的时候， 我们更
有可能相信我们是受人喜欢的。
所以直到现在， 我依然会在和
不太熟悉的人相处的时候找不到
话题， 会沉默， 但我很少会感受到
尴尬和难受了。 这里的重点是， 在
大多数时候， 我能找到自己胜任某
些事情的体现， 并且相信自己的能
力； 也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
的人， 是值得被人尊重和关注的。
有时候出现一些负面的自动思维，
我也不会急于找话题。 承认自己的
弱点， 并不代表我是缺少能力和不
受欢迎的。 要是再有机会和当年那
个暗恋的男生同撑一把伞， 也许我
们可能还是会沉默一路， 但我绝对
会微笑着面对他一路吧。
因此， 面对同事的疑问， 回过
神来的我笑着说道： “ 一开始不问
路是因为我想看看自己到底能不
能通过看地图找到路呀。 后来没主
动打招呼， 是因为那位老大爷的热
情超过了我的想象呢， 我喜欢听他
—— 年
轻人。 ”
叫我—
所以， 找到自己的能力点和胜
任的工作， 并加强它， 让它成为闪
光点， 或许是减少心理被动的良
方， 至少， 不需要因为自己的被动
而不喜欢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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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坚信，只有耕耘才有收
获，成功之门是为敢于拼搏、善于拼
搏的人敞开的。 我是一个普通家庭
的孩子，自出生就遭遇了不幸，亲生
父母都离我而去。 但上帝眷顾我，又
给了我一个满是关爱的家庭， 我后
来的母亲与我相依为命， 把我抚养
成人并供我读书。 拿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后，我办了贷款，来到了江阴学
院学习。 我的家庭在物质上是贫穷
的，但在精神上却使我更加坚强。 母
亲身上的那种勤劳、善良、诚实、 朴
素的传统美德深深地影响着我， 让
我变得独立和勇敢。
在学习上， 我严格要求自己
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 力争在班
上名列前茅。 我花大力气学好专
业课， 平时常去院图书馆借阅书
籍以巩固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
认真配合老师的教学工作， 认真
严格地完成每科考试， 就这样一
步一个脚印走来， 我拿到了校一
等奖学金， 并获得“ 三好学生” 的
荣誉称号， 我的内心欣喜若狂。 这
是我努力的结果， 她更让我坚信
只要我努力， 就一定会有更加美
好的明天。 此外我还担任了班委、
宿舍舍长以及院红舞鞋社团的部
长， 虽然我能力有限， 但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 我都会冷静思考、 微笑
面对。 曾经的我也想过放弃， 但每
当阅读完班主任宋老师每天清晨
发布的“ 心灵鸡汤”， 我便顿时觉
得充满了正能量， 这些困难再也
阻挡不了我前进的脚步。
我也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
类社会实践活动。 我去黄山湖做
过志愿者， 在香山书屋做过义工，
并在校医务室勤工俭学。 刚在医
务室勤工俭学的时候， 我对自己
没有太多信心， 值班时总怕自己
给同学拿错了药， 有的时候给同
学处理伤口， 鲜血沾到我的手上
心里也会紧张害怕。 就这样坚持

了一年多， 慢慢地觉得自己就像
一位医生了， 我也越来越自信了。
从大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校外做长
期兼职， 我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
周一到周五几乎都是全天课， 但
周末我依然会很早就起床去打工
两整天。 第一份兼职是在华地百
货， 我一天站下来脚疼腿酸， 每当
想坐下来歇一歇时又怕被看到罚
，心
想我一天的工资才100
200 元
元， 还不够一次罚的， 所以就咬牙
坚持着。 为了减轻脚疼， 我就不停
地上货， 不停地向别人介绍产品，
后来我在兼职的那家公司获得好
评， 平时还会给新人做简单的培
训， 这一切让我很开心。 这不仅减
少了家庭的负担、 丰富了我的生
活， 更磨练了我的意志。 从高中起
我就再没问妈妈要过一分钱。 来
到江阴学院， 学费走的助学贷款，
平时的生活费就靠助学金和平时
打工所得， 紧张的时候我就更加
节省一点。 正因为都是自己辛苦
所得， 我就更觉得这钱来得不易，
我要学会积攒， 以备不时之需。 在
大一的时候我一天吃饭的次数不
超过两次， 一天的生活费不超过
八块钱。 有的时候也会身心疲惫，
但我总是默默地给自己鼓劲： 坚
持下去！ 再坚持一下！ 我参加了院
舞蹈队， 每星期二晚上坚持训练，
之后代表我院参加了几次大型活
动。 我的每一天都忙碌而充实， 一
切都在按着我预定的目标前进，
我的内心充满了希望。
在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之后，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在以后
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不断
拓展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并且认真
地生活，用自己有限的力量来回报
社会，回报许多年来帮助和关心过
我的人们。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一
个人都能加倍地努力和坚持， 总会
有那么一天你会发光发亮！

我的
“
表白神器”
15

井主任启发我， 问我能不能想办法
用蓝牙远程控制。 这是一个不错的
亮点，如果能远程控制灯的亮暗，那
何不连门的开关都由远程控制呢？
于是我又加入了舵机控制。 可是门
打开之后，有点单调，于是我就把竖
形led 点阵屏放了进去， 门一开就
能显示一些字符。 设计好一个房间
之后， 我又在这个房间的上面新创
了一个房间， 保留了原来房子可以
控制多盏LED 灯交替亮暗的方案。
但是这个房间空荡荡的， 我就想到
了音乐。要知道在“表白神器”当中，
背景音乐是很重要的。 我在里面加
入了蓝牙音频模块、 功放模块和喇
叭。这样，你就可以通过手机远程说
一些话，并直接同步发送到“表白神
器”上。有些人连用“远程同步表白”

电子信息谷金恒

都会紧张，怕发挥不好，那也没有关
系，“表白神器” 可以通过录音功能
设置定时发送， 到设定的时间播放
你之前录好的音频！
既然“ 表白神器” 有两层楼， 那
当然要有一个浪漫的楼梯。 我记得
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这个电影
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喜欢的
人是一个盖世英雄， 他一定会驾着
七彩祥云来娶我。 ”那么，我为什么
不做一个七彩楼梯呢？楼梯做好后，
果然为“ 神器” 增色不少， 真是一种
浪漫的设计！
一栋高高的房子就这样弄好
了，为了配得上“神器”这个称呼，我
又在房子上安装了一个之前的心型
灯， 用一个可伸缩的矩阵led 屏连
接。 我还自己设计了一个齿轮联动

装置， 希望把舵机的角度与力度控
制发挥到最大化。 后来，我还考虑到
“神
器” 在夏天的应用， 给小屋装了
一个旋转led 风扇屏。 一切做好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否定掉了220 伏
交流电作为电源， 选择用9 节
池供电， 后来为了节能环
18650 电
保， 又选择用5V1A 的太阳能电池
板作为充电装置。 肯定有人会担心，
没有太阳时怎么办？ 别担心，安卓数
据线就可以给它充电。 而且根据初
步估算， 若“ 表白神器” 上的元器件
同时启动， 可同时工作长达36 小
时。 当然，根据电池的损耗，若干年
后，待机时间会锐减。
“表
白神器” 做好了， 同学们都
争相来试用。 嘿，愿天下有情人终成
眷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