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你好
Hello Newer



今天，我们聊什什么

•⼤大学要怎么过？


•在⼤大学⾥里里你要养成什什么


•在⼤大学⾥里里你要学习什什么


•在⼤大学⾥里里你要做什什么


•在⽣生活中你要注意什什么



⼤大学要怎么过

1. 明确教育⽬目的


2. 尽可能的接受通识教育


3. 进⼊入更更好的圈⼦子


4. 学会接受


5. 培养正确的⾦金金钱观和时间观


6. 尽可能晚的做硬性选择



明确教育的⽬目的

我们还是需要明确教育的⽬目的远不不⽌止是上
课和考试，⽽而是围绕着未来⽣生活展开的。
因此在选择学习什什么，不不学习什什么的时候，

个⼈人的主动性就⾮非常重要。



尽可能的接受通识教育

技能教育可以让你活下去


通识教育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文学、艺术、⾳音乐



进⼊入更更好的圈⼦子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 刘向《说苑·谈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 《论语·公冶⻓长》



进⼊入更更好的圈⼦子

虽然说⼀一流⼤大学⾥里里，学⽣生普遍的素质⾼高⼀一点，但是在任何⼀一所⼤大
学⾥里里，都有聪慧贤德之⼈人，⽽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要⾃自⼰己有
⼼心向上，⾃自能聚拢⼀一批这样志趣相投的⻘青年年⼈人，也⾃自然能加⼊入到
他们的⾏行行列列。实际上这就在平均⽔水平中等的⼤大圈⼦子⾥里里营造出⼀一个

精英的⼩小圈⼦子。



学会接受

在不不确定的情境⾥里里，唯⼀一确定的因素是什什么？是
⾃自⼰己。


是⾦金金⼦子哪⾥里里都会发光，很多⼈人以为这是真理理，可
是这也需要前提，机会留留给有准备的⼈人，提升⾃自

⼰己的能⼒力力才是根本。



培养正确的⾦金金钱观和时间观

搞清楚时间和⾦金金钱对⾃自⼰己来说哪个更更重要


如果不不是打算做⽼老老师，不不要去做家教的兼职


如果不不是打算做超市相关的业务，不不要去做超市的兼职


做和你未来职业相关的兼职，如果还没确定，好好学习 

勤勤⼯工俭学不不在此列列



尽可能的晚做硬性选择

任何硬性选择都会失去信息，意味着失去机会


在不不知道毕业想要什什么，成为什什么样的⼈人的情
况下，尽量量不不要杜绝选择的可能性



尽可能的晚做硬性选择

⼴广泛的选课、学习，为选择提供基础



在⼤大学要养成什什么

1. 付诸⾏行行动的习惯


2. 独⽴立思考的能⼒力力


3. 运动的习惯


4. 时间、任务、⽣生活管理理


5. 理理财的习惯


6. 不不熬夜的习惯



在⼤大学要养成什什么

1. ⼀一个兴趣和爱好


2. 读书的习惯


3. 表达爱和友善的能⼒力力


4. 沟通和表达能⼒力力


5. 总结、写作和逻辑推理理能⼒力力



付诸⾏行行动的习惯

任何事情都是做出来的，⽽而不不是说出来的


特朗普⽑毛病⼀一堆却能成为总统，原因很多，
但重要的⼀一条是他是⼀一个付诸实践的⼈人


世界上喜欢说的⼈人多，愿意做事情的⼈人少


但⼤大家都喜欢做事情的⼈人



独⽴立思考的能⼒力力

要有鉴别身边的信息的意识


⻅见什什么信什什么会造成思维的混乱


知识是会更更新的


所以有的建议不不⼀一定永远正确



运动的习惯

好的身体让你在做事时能够事半功倍


Run Gump, Run！



时间、任务、⽣生活管理理的习惯

学会使⽤用⽇日历来规划⽇日程


学会使⽤用 提醒事项 来管理理任务


学会⽤用便便利利贴来管理理⽣生活


今⽇日事，今⽇日毕



理理财的习惯

学会记账，搞清楚每⼀一笔钱都⽤用在了了哪⾥里里


学会做预算，有规划的花钱



不不熬夜的习惯

熬夜对身体不不好


⼯工作以后会有很多熬夜的机会


为了了⽣生存你将不不得不不熬夜



⼀一个兴趣和爱好

乐器器、绘画等等


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更更有魅⼒力力



读书的习惯

读书能够让我们更更宽容的理理解这个世界



表达爱和友善的能⼒力力

学会表达⾃自⼰己的友善


⽆无论是男⼥女女之情，还是慈爱、欣赏、爱慕，
都需要你学会表达



沟通和表达能⼒力力

⽣生活中除了了吃饭和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
通信


我们通过通信来获取信息和知识、表达⾃自
⼰己的思想和意愿、进⾏行行双向的沟通


良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力能够让你更更⽅方便便的
⽣生活和⼯工作



总结、写作和逻辑推理理能⼒力力

在进⾏行行有效的沟通之外，要能够把⾃自⼰己的
意思⽤用书⾯面语表达出来


善于写作和记录，总结第⼀一次成功的经验，
或某⼀一次失败的教训，才能让⾃自⼰己做第⼆二
件事时站在第⼀一件事的基础上，做第三件

事时在第⼆二件事的基础之上



⼤大学要学什什么

1. 校外难以习得的知识和技能


2. 学会⾃自学


3. 专业课和公共课


4. 写作


5. 外语


6. 选修课



⼤大学要学什什么

1. 卓越⼯工程师


2. 学会享受孤独


3. 做事以结果为导向


4. 接受⾃自⼰己的平凡


5. 学会给⾃自⼰己制定⼈人⽣生⽅方案



学习校外难以习得的技能

⽐比如


数学 统计学 管理理学 经济学 ⼯工程理理论 

电路路理理论、数字电路路、模拟电路路、信息论与编码



学会⾃自学

⼤大学中的课程主要都是研究导向和基础导向的


实验课也是⼀一样的，⽆无法为你提供可以就业的技能


所以，需要你⾃自⼰己学习


可能很苦，但是很值



其他技能怎么办

•借助互联⽹网学习


•中国⼤大学慕课 www.icourse163.org


•⽹网易易公开课

http://www.icourse163.org


专业课和公共课

记住你的学习不不是为了了考试


⽽而是为了了以后⾛走上社会时的⽣生存



写作

⼗十分重要但是没⼈人强化的技能


演讲稿、⼯工作以后的邮件、汇报


如果有空，建议报个写作课



选修课

选⽼老老师⽽而不不是选课程


从好的⽼老老师那⾥里里，你可以学到课程之外的
东⻄西，⽐比如⼀一套合乎逻辑的解决问题的思
路路，这些东⻄西可以让你们今后举⼀一反三地

学习新东⻄西。



外语

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掌握⼀一⻔门外语很重要


国际化不不断推进


没有国际化能⼒力力如同缺了了⼀一条腿



卓越⼯工程师

如果有机会，加⼊入卓越⼯工程师或⽼老老师的团
队


考研、⼯工作时⽼老老师愿意帮你写推荐信会好
很多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

⼈人类所有的不不幸都来源于害怕和厌恶孤独。



学会享受孤独

强者注定孤独


孤独不不可怕，不不合群不不可怕


可怕的是


失去了了⾃自⼰己⽣生活的本⼼心


失去了了原来的⽬目标



做事以结果为导向

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做事都是希望有⼀一个确定的结果的


希望你们在做事时，也能够以结果为导向


就是说，做事有始有终，要有结果，不不要做⽆无谓的事



接受⾃自⼰己的平凡

明⽩白你⾃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很重要


接受了了平凡，才能更更好的去找到属于⾃自⼰己
的⽬目标，并为之努⼒力力



学会制定⼈人⽣生⽅方案

好的财务预算可以让你有计划的消费


好的⼈人⽣生⽅方案可以让你有⽬目标的努⼒力力


为你⾃自⼰己做下⼀一个⽉月、半年年、⼀一年年、四年年、
五年年、⼗十年年的计划


跟着计划⾛走，不不骄不不躁



在⼤大学你要做什什么

1.实习


2.社会活动


3.思想交流


4.交朋友


5.试着创业


6.参加竞赛

40



关于实习

⽤用好你的暑假，到不不同的单位和地⽅方去实习，尽早
的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什么，到什什么地⽅方去做，为了了

做这些你需要学习什什么


⾛走出舒适区


在家千⽇日易易，出⻔门⼀一⽇日难


只有离开家，才能更更加珍惜校园时光，在⾛走出校⻔门
之后，才能更更快的适应社会



参与社会活动

你从⼀一个⽗父⺟母的孩⼦子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经之路路


当⼀一个⼈人⾛走出⼤大学校⻔门，他就必须100％为⾃自⼰己
的所有⾏行行为负责了了。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不该做，
在⼤大学⾥里里都需要学会。⼈人⾛走出校⻔门犯错误是难以
避免的，但是从法律律上讲犯了了错误，就必须⾃自⼰己
承担责任，同时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进⾏行行赔偿。如
果要想在⾛走出校⻔门时能够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人，

在⼤大学就需要完成这个过程



关于思想交流

多和⽼老老师、同学们交流你的思想


通过交流来更更新你的思想



关于思想交流

每个⼈人或多或少有错误的，别⼈人不不喜欢的想法，
这些想法需要改正。⽽而⼀一种想法在说出来之前，
你并不不知道它可能伤害甚⾄至激怒怒别⼈人，给你带来
⼤大麻烦，当你⾛走出校园后，如果犯了了这样的错误，
不不会被别⼈人所愿谅，因为别⼈人把你当成成熟的⼈人

来看待，但是在学校，别⼈人会宽容⼀一些


在校的年年轻⼈人有犯错的权利利，你要好好利利⽤用这个
权利利



交朋友

在⼤大学⾥里里，交⼀一些挚友


⽣生活在⼀一起的的四年年⾥里里很容易易考察出某⼀一个⼈人能
否成为你的挚友


在这四年年间，彼此是坦诚的，完全有机会了了解对
⽅方的内⼼心和性格上的细节，⼯工作中很难做到。




关于创业

在校的年年轻⼈人有犯错的权利利，你要好好利利
⽤用这个权利利 

如果有想法，就去做


⼤大学是你最好的试错场所，因为你不不会输
的⼀一败涂地



关于竞赛

• 参加的竞赛会让你⽇日后求职、考研中⽐比其他⼈人能有更更⼤大的优
势


• 我院竞赛分两类：电⼦子类和计算机类。电⼦子类可以咨询冯院
⻓长、黎会鹏⽼老老师，计算机类可以咨询崔⼀一辉⽼老老师、刘⼩小俊博
⼠士



在⽣生活中你要多注意什什么

1. 注意寝室卫⽣生和个⼈人卫⽣生


2. 按时吃饭


3. 不不要总在打游戏


4. 多给家⾥里里打电话



注意寝室卫⽣生和个⼈人卫⽣生

寝室卫⽣生篇 

垃圾不不要过夜


及时拖地，地板砖很滑


寝室⾥里里不不要养宠物




注意寝室卫⽣生和个⼈人卫⽣生

个⼈人卫⽣生篇 

勤勤洗脸刷⽛牙


勤勤洗⾐衣服


没有⼥女女⽣生会喜欢邋遢的男⽣生 ：）



按时吃饭

按时吃饭也是⼀一个好身体的⼀一部分


⼯工作以后，按时吃饭可能会成为⼀一种奢望


不不要在⼤大学就把⾃自⼰己的肠胃搞坏



不不要总在打游戏

游戏很浪费时间，这个时间⾜足以学习很多
东⻄西


王者荣耀也少玩


⻩黄师这么⼤大，别总待着寝室⾥里里做宅男
（⼥女女），不不然活该你单身 ：）



多给家⾥里里打电话

让⽗父⺟母放⼼心


他们年年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不不好


不不要嫌烦，因为他们为了了你们付出了了很多



安全提醒

•拒绝校园贷款


• “⼈人命关天”


•传销害⼈人



推荐⼀一些⽹网站

• 知乎(zhihu.com) —— 关注⼤大学⽣生栏⽬目，看看别⼈人的⼤大学⽣生
活


• 简书(jianshu.com) —— 关注⼤大学⽣生相关栏⽬目，更更好的学习


• 36Kr (36kr.com)—— 科技新闻⽹网站

http://36kr.com


推荐⼀一些公众号

书圈 
清华⼤大学出版社旗下公众号

丁⾹香医⽣生 
知名健康公众号

秋叶PPT 
每天分享 Office ⼲干货



其他想说的

• 社团不不是必须要进的，可进可不不进。如果能把前⾯面的都做好，你没时
间玩社团的 ，毕竟他们很喜欢在中午⼗十⼆二点半和下午六七点的⻩黄⾦金金
时间开会：）


• 如果不不喜欢本专业，请好好学习，不不然你就必须要在考研的时候才能
转专业了了


• 珍惜你的时间，珍惜这个世界给你的每⼀一次选择的机会，就像珍惜你
的眼睛⼀一样。


• 如果对本专业不不是很感兴趣，请培养兴趣，好好学习，并找准⾃自⼰己喜
欢的⽅方向，本科毕业是你考研换专业，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基础



其他想说的

• 学⻓长和学姐的话不不要轻易易相信，尤其是学⻓长的（除了了我）


• 兔⼦子还不不吃窝边草。学校这么⼤大，请出去逛逛


• 不不要沉迷于⼈人际关系，再好的⼈人际关系不不如⾃自⼰己强⼤大


• 不不是所有⼈人都叫⼈人脉，你能帮助到的⼈人才是⼈人脉



⼤大学不不是学习的结束 
⼤大学才是学习的开始



好的坏的，都是⼈人⽣生路路上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