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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有这么一个女孩，她幽默风趣不失睿智，
文静沉稳不失活泼。 她像其他优秀的同学一
样在校期间拿奖学金， 也像其她小女生一样
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 不一样的是她多了些
思想，她是一个爱情和事业双丰收的人。 她就
是去年 6 月份毕业的原我校药学院 08 级制
药工程专业———陈永艺， 现为昆明牛耳商贸
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去年 4 月底，她、本校
同班同学夏童磊和另一位朋友合伙成立这个
公司。 公司目前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经营茶
叶出口、民族饰品等，这也是我校第一个入驻
呈贡新区创业园的项目。

谈及创业，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难、
太难了！ 大学毕业， 还未完全脱去少年的稚
气，资金短缺，经验匮乏，除了一腔热忱，我们
几乎一无所有，觉得无从下手。 永艺学姐却这
样告诉我们，“创业，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在

某种程度上，比这些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
的意志。 不仅创业如此，做任何事都一样。 目
标、意志和决心决定你能走多远。 一个人的毅
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锤炼得来的。 通
过学习开阔了视野，你首先要确立一个目标，
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样你才会主动去学习，
去追求，去努力。 我不满足现有的一切，总想
有点超越，这或许就是我最初的创业梦想。 ”

她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从毕
业开始，她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标准和人
生追求，当她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并不能满
足自己的所想所愿时，她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但同时她也像大多数同学一样， 苦于缺乏资
金、经验，各种压力和诸多困难阻碍着她，她也
不得不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在茫茫的职场中寻
找道路。 也许是那挥之不去的梦想，她在找工
作的过程中了解到呈贡新区创业园低成本引

导大学生创业，这难道不是为自己长久以来压
抑在心底的理想而预备的吗？ 她抓住此时机，
迅速筹集资金。 她告诉我，他们在亲朋好友的
支持帮助下，开始了项目的申请和实施，只花
了 4 万元左右就建起了公司，现在公司正逐步
发展壮大，由此点燃了她的梦想的创业之路。

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无论你的目标和理
想是什么，机会永远是为有准备的人预备的，
这话一点不假， 而这个准备就是想要成功的
思想、意识和行动。 许多时候，不是机会太少，
也不是上天对我们不公， 而是我们没有做好
迎接机遇的准备。 不要总是为自己的懒惰和
错误找客观原因，应当勇于争取和承担。 成功
不是伟人的专利，但一定是敢想敢为的结果。
世上无难事，只要有思想、有目标，并把它转
化为行动，这就是成功！

（本报记者 夏开蓉 杨迪 陈海浪）

提及鹰， 人们不由得想起那个在天空展翅翱
翔、历经逆境也从不屈服的勇者形象。 而用鹰来形
容云中羽毛球健将林海英，恰如其分。

这位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0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
本科学生，笑容甜美，双眼灵动，可爱中透露着稳
重；她潇洒灵活，技巧娴熟，在赛场中叱咤风云。 很
难想象，生活中与赛场上的她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但这就是她， 一个热爱羽毛球并让自己的梦想同
羽毛球共飞翔的女子，那么执着，那么痴狂。

她在高中时，与羽毛球结缘，凭借自己的热爱
与执着，始终保持对羽毛球运动的浓浓兴趣。 起初
只是因为冲动去玩，在玩中享受。 后来开始从视频
中学习，与高手切磋，接触到了更专业的训练。 就
这样，她痴迷着自己的爱好。 逐渐的，羽毛球成为
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形影相随，难割难舍。

第一次获奖的场景令她记忆犹新， 她说，“获
奖与师傅及朋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也正是从第
一次开始，开启了她崭新的人生征程。 训练场上挥
汗如雨，全神贯注；比赛场上披荆斩棘、顽强拼搏，
她用辛勤与汗水， 描绘出属于自己青春的绚丽色
彩。 因为热爱，她不会觉得训练有多苦、多累，而去

尽情挥洒自己的汗水；因为热爱，她不会畏惧比赛
的艰难，而享受并尽力去打好每一场比赛；因为热
爱， 她一次又一次站在冠军领奖台上， 夺得了荣
誉，收获了快乐。

她说，自己不能忍受没有羽毛球的日子。 悄然
间，羽毛球早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她可以为
了筹备比赛而一个假期不回家， 她可以不论自己
有多忙都会抽出时间来练球， 她可以不顾自己的
伤痛仍旧驰骋在羽毛球赛场上。 这就是她，一个性
情女子，为了羽毛球而痴狂，让羽毛球插上飞翔的
翅膀。

“如果没有朋友，也不会有自己的今天”，她肯
定的眼神中流露着知足。 知心的朋友， 共同的爱
好，让与球为伴的日子延续至今。 慢慢的，当爱好
变成一种特长，去迎接一次又一次比赛挑战时，更
少不了朋友的关心与支持。 激烈的比赛中选手出
现紧张的情绪司空见惯， 但她却通过自己的法
宝———与朋友聊天，及时摆脱不良情绪，全身心转
战赛场， 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够一次又一次站在冠
军领奖台上的一个原因。

很少有人知道， 她也是云中羽毛球队的创始

人。 因为她，云中羽毛球队为学校多次赢得一个的
荣誉。 在球队平常训练中，她一改平常生活中与大
家的嬉笑、亲和，而变得严谨、严肃，对每一个队员
严格要求。 这种训练的“三严”以及赛场上钢铁般
的意志得益于她的另一个爱好，对军事也入迷。 严
格的纪律，严于律己的作风深深地影响着她，成就
了这个更加充满魅力的羽毛球女将。

韩国羽毛球名将李龙大是她的偶像。 她说，她
喜欢他那种重感情以及在赛场上拼搏、 向上的精
神。 是这种精神，指引她体验生活、享受生活，生活
也因为挚爱与热情而变得更加芬芳与精彩。 热爱
生活是她的人生格言。 她说，只有热爱了，才懂得
去享受，无论是羽毛球还是家人、朋友，亦或是自
己。

用“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这位温婉又
充满激情的性情女子再好不过了。 她在自己的天
空自由翱翔，为青春书写浓厚的一笔。 她因痴迷而
卓越，因性情而精彩！

祝愿羽毛球女鹰———林海英， 让梦想飞翔得
越高越远，收获属于她自己的浩瀚天空、芳香人生。

“社团联是一个很能锻炼人的地方，在
这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高调的资本，往往
真正有成就的人，他们做事都很务实积极，
我觉得作为社联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把精力
更多地放在如何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上，而
不是让别人过多地去知道自己做过怎样的
事情。 ”从一个小小的干事成长为一名优秀
的社联主席， 这就是 2010 级公共管理专业
本科学生， 我校社团联合会主席杨晋日常
为人处事的行为标准。

三年前， 这个娇小玲珑的甘肃姑娘只
身到云南求学。 或许也曾伤感于独自一人
的孤独，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杨晋，永远
都是阳光的。 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我们不
禁被她的真诚所打动。

谈及不久前成功举办的“欢庆十八大”
文艺晚会， 这位社联主席脸上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 在她看来，活动也许还存在缺陷，
但这是社联全体成员用心合作的成果，大
家都尽力把一切做到最好， 而观众的评价
也都还不错。 对于她个人而言，这次晚会也
是她成长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是一份真
实美好的记忆。

“主席”似乎是一个很神秘、高不可攀
的名词， 但在这位学姐那儿， 我认识到了

“主席”的真意。 主席是一个团队的精神领
袖，并非领导者。 她要“居其位谋其职”，把
自己和大家团结在一起， 有困难有麻烦都
要和大家共同进退、共同面对，通过自己的
积极参与， 带动其他部长和干事投身到工
作中，让大家有热情一起奋斗。

团结，态度，创新，这是杨晋主席多次
提及的词语， 也是她认为社联干部所必须
具备的素质。 能力和兴趣都能够造就成功
者。“关于能力的锻炼，生活中有很多机会，
就看自己有没有抓住。 比如扫地、搬桌子，
通过做这些小事， 你能体会到做事时的心
情， 在今后的工作中你也能更好地协调大
家去完成这些‘小事’”。 尝试着去做自己没
有做过的事情， 努力地去把自己做过的事
情做得更好，这就是她理解的“锻炼能力”。

不管是学生会，还是社联，如何平衡专
业学习和社会活动，对不少同学都是难题，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杨晋说，学习和
社会活动并未存在多大的矛盾冲突。 现在
的我们，最基本的身份是学生，学生首先要
搞好专业学习。 社团联活动必须建立在学
业优秀的基础上。 只有这样老师和同学也
才会最大限度的信任和支持你。 实际上，我
们社团联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利用课余时间
完成的， 而这也是对社联成员协调能力的
考验和培养。

杨晋与人相处，总是亲切健谈，她善于
聆听，乐于关注对方的想法，让你感觉与之
交流很愉快。 她会真诚地向你传授经验，在
遇到问题时， 她也会坦率地求助于身边的
人。 她说，朋友永远也不嫌多，不同意见者
是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远离家人时，朋友，
显得更为珍贵。 悲伤、喜悦、烦恼、兴奋，我
们总需要有人一起分享。 真正的朋友，只要
你需要，他们都会尽力帮忙。

临近考试，当问到学姐学习经验时，她
说，“从高三挑灯夜战、 奋战高考到大一远
离家长、缺少监督，巨大的改变确实需要适
应。 大一应该沉淀一年，广泛涉猎，积累知
识，打牢学习基础。 要清楚大学期间自己要
达到的目标，以及根据自身条件，确定该考
的、能考的证件。 ”提及此，我不由得佩服，
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 杨晋学姐对自己有
着清醒的认识， 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清晰
的规划。

关于未来， 这个灵秀的社团联主席很
有见地。 她有相对明确的目标，但也没有武
断地决定自己人生的走向。 未来，她也许会
留在高原，也许会回到家乡，总之，我相信，
她会在合适的舞台上演绎自己的精彩人
生。

人生需要规划，不是用标尺去度量每一
寸路程，而是用心去丈量未来的深度。 大学
四年，说长有点长，说短也很短。 去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与我们身处同一片土地，却演绎着与众不同的精彩。 我们羡慕、渴求，因为我们也有
梦想。我们也一直努力着，希望梦想成真。时尚云中，只为你我共筑追梦榜样。生活中，让我们多点激情、多点勇敢、
多点追求。

爱心与勇敢是她的人生财富；理想与责任是她的创业源泉。 现为昆明牛耳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的她， 在创业的道路不断前行， 挑战了自己， 也改变了别人。 她就是大学生创业路上的探索者、 实践
者———陈永艺。

林海英，云中羽毛球队的创始人之一，云中羽毛球健将。巾帼不让须眉，她吃苦耐劳、勇于拼搏，不为声名，
只是源于一个羽毛球梦。

她坚信这样一个道理：从生活小事起锻炼自己。 她是一个开朗可
爱的女孩，她喜欢和大家在一起。 热爱社联，热爱生活，她就是现任社
联主席———杨晋。

（本报记者 毕春燕 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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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想

（本报记者 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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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牛耳商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陈永艺 云中羽毛球健将 林海英 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 杨晋

（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0级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生）
（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0级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

（药学院 2008级制药工程专业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