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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巩悦悦 见习记者 路董萌

雨婷（商务英语专业）：

为找工作
海投了上百份简历

当记者再次联系上雨婷时，她
已经在日照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实习
了7天时间。在这家专做铺地材料的
公司，雨婷主要做外贸跟单，通俗来
说就是将相关数据翻译成中文。

“感觉还不错，起码能用上所学
专业。”谈及这份工作，雨婷语气略
显平静。事实上，眼前这位20岁出头
的女孩毕业于商务英语专业，她的
求职故事可谓一波三折，仅找工作
时投出的简历就有100多份。

求职前，雨婷也曾是考研大军中
的一员，考试失利后才转而踏上求职
路。其间不是没考虑过公务员和事业
编，可由于内心不够坚定，有阵子总
在徘徊中反复观望，好不容易确定考
教师编，报名时又突然发现，商务英
语专业并未纳入招聘岗位。

“以前咱就是小白一个，不知道
路该怎么走。”回望过去这一个多
月，在考研“二战”、海投简历、准备
论文间辗转反复的雨婷，忍不住发
出感慨。拿应投尽投的上百份简历
来说，绝大部分都石沉大海，有的理
由都没给就拒绝了，还有的对方满
意，雨婷却犹豫了。

时间一晃到了六月份。
由于没能通过日照东港区的人

才招聘面试，有些灰心的雨婷准备收
拾东西回老家，临行恰巧赶上日照这
家中外合资企业前来招聘。不抱任何
希望的她，面试头天晚上就买好了回
家的票，但第二天面试官的一句“愿
不愿意留在这”让雨婷为之一振。

在和家人商量后，雨婷决定留
在日照。虽然家人顾虑公司离家太
远，平时不能经常见到女儿，但困扰
彼此的也只有地域因素了。协商之
后，雨婷觉得有必要尝试一下，毕竟
公司提供的福利及员工宿舍，都是
她想要留下的理由。

谁也不会想到，记者面前这位侃
侃而谈的女孩，以前遇到机会总想推
给别人，以致她在社团活动中总缩在
后头。可不知道何时开始，雨婷变了，
她变得敢于尝试。而正是这种改变，
让她顺利抓住了这个机会。

午饭时间到，以前姐妹们总会
来上句“吃啥呢”，如今看着宿舍里
一张张光秃秃的床板，她心里一阵
伤感。交出宿舍钥匙后，雨婷也踏上
了前往企业的路。她祝福同窗今后
的人生更精彩，而自己也要走好接
下来的每一步路。

宇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远离1500公里外的家
稚嫩的她逐渐变强大

应届生宇航已经在曲阜师范大
学与歌尔公司共建的“曲阜师范大
学歌尔工学院”接受了一年培训，她
将于今年七八月份入职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从前来培训到成功网签，宇
航的就业路并非一帆风顺。

2022年初面试那次，考虑到工
作地山东潍坊距离老家黑龙江有
1500多公里，她犹豫了。看到这个女
孩徘徊不定，担心后期会出现的人
员流动问题，面试官没有录用她。虽
然有些失落，但在老师和室友的帮
助下，宇航很快迎来了第二次机会。
这一次，虽然工作地点没变，但因前
期准备充分，她和面试官聊得很愉
快，并明确表态要留在潍坊。“无论
我去哪里工作，家人让我只管往前
冲。”父母的支持，让宇航很安心。

一个是稳定些的老部门，另一
个是新成立的部门，后者面临的困
难多，机会也多。反复思量后，她选
择将来更累些、但工作理念让自己

很感兴趣的新部门，“我更注重能学
到什么，能不能实现价值”。

从业之后的设计岗，与宇航所
学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稍有
不同，去公司参观之后，她更意识到
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总感觉时间
不够用。眼下，大多数同学已踏上了
各自的人生旅程，大家再也不能像
以前那样有说有笑地走在校园里
了。想到这，宇航心里有些酸楚，但
忽而想起高数老师的一句“凡所经
历，皆为馈赠”，也就释然了。回校拍
毕业照时，看到班里60多位朝夕相
处的同学，一种熟悉感涌上心头。相
比初入大学时的青涩，她发现男生
们稳重多了，女孩们也更漂亮了。

上大学之前，宇航从没住过校，
更没远离过家乡。大一新生军训时，
爸爸专门从黑龙江赶来陪她，直到
看见女儿能独立生活、和同学相处
关系不错的时候，才放心离开山东。
爸爸回老家后，宇航的生活被社团
活动和学习任务填满，每天乐此不
疲地享受校园生活的她，天天洋溢
着开心的笑。

与高中被家人督促着学习不同，
来到大学之后的她更自律了，她很怕
稍一放松就落在别人后面。与此同
时，宇航的性格也正发生变化。刚开
始和人交往会“社恐”，如今她已经能
流利地表达观点。在和记者交流过程
中，宇航的脸上始终洋溢着自信。

四年过去了，昔日那个稚嫩的
女孩已经变得独立、强大起来。

子豪（美术学专业）：

一次短暂支教
让他选择当老师

马上就要离校了，身为班干部
的子豪却一刻也不得闲。他要帮老
师整理档案，为同学们做团关系转
接，还要忙着撤展和善后各项工作。
虽然累些，但乐此不疲，因为他终于
圆了教师梦。

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子豪如愿
应聘到了菏泽曹县第一实验小学，
毕业后就能正式入职。这个选择与
他的支教经历不无关联。

大三下学期，子豪和同学们来到
济宁金乡县霄云镇中心学校实习。这
所农村学校的老师们格外淳朴。联想
到小时候，自己家也在农村，他深知
村小更需要老师。尤其当一位女校长
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他“老教师
还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子豪
想要扎根校园的愿望就更强烈。

支教的那段日子里，美术学专
业出身的子豪，毫无例外担任起了
美术教师。他教的是二至四年级的
学生，每个班级30—40人，大部分孩
子还不足10岁。看着眼前的孩子们，
子豪不由联想到了高中老师。其中
一位班主任对学生很好，特别注意
维护自己的学生，有时还会小小“包
庇”一下犯错的孩子。另外一位老师
虽然看上去严格，但教学水平高，也
深得学生爱戴。学生所处年级不同，
教学方式也不一样。

支教期间，对待上课说话打闹
的二年级学生，子豪往往会故作严
肃，但看着孩子们实在太可爱了，他
有时也会忍不住“给点微笑”；对待
有想法、好管理的三、四年级学生，
他则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个把月的支教转瞬即逝，却给
子豪带来了极大震撼。陪伴小学生
的日子里，他感受到了教师这份职
业的不易和神圣。

6月份的大学校园不乏欢声笑
语，却也弥漫着即将天各一方的伤
感。马上就要离开了，看到朋友圈里
刷屏的毕业照，子豪又回忆起了从
前。刚来大学那会儿，他还比较贪
玩，加入了很多社团，认识了很多朋
友，学到了很多知识，性格也更加阳
光了。如今，他也要把这份温暖传递
给未来的学生们。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
突破千万大关的背景之下，部分应届生带着离
愁别绪，带着大学教给他们的成长与坚定，背
上行囊开始逐梦。

近日，曲阜师范大学的几位应届生向齐鲁
晚报记者分享了各自的求职心路，其中有对大
学生活的感怀，也有对未来人生的思考。

6月22日，武汉大学举
行2022年毕业典礼。其中，
有一位坐轮椅的毕业生，
校长为他拨穗后，蹲下与
他合影。这位毕业生就是
被同学们称为“轮椅学霸”
的张济凡。

今年2 3岁的张济凡
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2022届毕业生。3岁时，
他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
养不良症（全身肌肉逐渐
失去力量）。小学六年级，
他开始了与轮椅为伴的
日子。因为肌肉力量不
足，他写字比同学们慢，
没法及时完成随堂笔记，
连在轮椅上调整坐姿都
需要他人的助力。

每天放学回家，张济
凡需要完成1小时的复健
训练。因此学习时间对他
来说更加宝贵，课间、午
休、体育课，都是他“见缝
插针”做题的时间。虽然承
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但张
济凡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
的心态，从未放弃过读书
和学习。在同学们的记忆
中，张济凡常常露出温暖
的笑容，不曾抱怨命运的
苦难与不公，只有乐观向
上和“不认命”的努力。

因病只能坐在轮椅
上的张济凡，心里装的是
星辰大海。儿时，外婆曾
送他一个地球仪，从此他
迷上了天文和地理。他总说，“如果没
有生病，我最想成为天文学家。”爱因
斯坦和霍金是他的偶像，他说：“我很
崇拜霍金，他很厉害，他的精神一直
鼓舞着我。”

高三时，张济凡因身体原因，不得
不每上三天学就在家休息一天。就是
这样，高考时，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被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录取。

考虑到张济凡的身体，学校将他
的寝室和上课、考试的教室都安排在
了一楼，还同意妈妈到校陪读，照顾他
的生活。大学四年，尽管困难总是如影
随形，但在他个人的努力与坚持下，他
的专业成绩一直保持在前15名。因成
绩优异，本已达到武大保研条件的他，
经过慎重考虑却主动放弃了。他说，

“我很想读研，但担心体力不能坚持高
强度的学习，同时想减轻家里的负担，
还是决定去工作，发挥所长。”

6月22日，武汉大学举行2022年毕
业典礼，在导师团拨穗环节，武汉大学
校长窦贤康院士蹲下身与张济凡合
影，并祝福他未来一帆风顺。张济凡表
示，他最想说的是“感恩”：“感谢学校
给我提供的便利，感谢老师和同学对
我的帮助，感恩父母对我的付出。”

谈起家人的陪伴，张济凡特别想对
母亲说：“20多年来，妈妈对我不离不
弃，辅导作业、接送上下学、陪我做复健
训练。高考前为了更好地照顾我，她辞
掉了工作。妈妈为我付出了太多，就像
是我的手和腿。我希望有一天能自食其
力，为她、为这个家减轻一点压力。”

张济凡目前最大的愿望是，能把
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从事
数据分析、数据开发、数据挖掘等工
作，希望能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实现自
身的人生价值。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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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上，张济凡与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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