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说双十一那天，电商赚得盆满钵
盈，淘客买得酣畅淋漓，全国的父老乡
亲们为了一个“省”字，痛快的贡献了
500 多亿元的真金白银!! 轰轰烈烈的双
十一狂欢之后，冷静下来的你是戳着脑
袋痛心疾首？ 还是窃喜早已下手？ 一入
淘宝深似海， 从此省钱是路人……亲，
来说说你的剁手血泪史，勉励大家伙儿
们可都长点心吧！！！

a 你就不要想起我
# 网购 # 网购是一种为人们提供便利
的方式，在网购中，不同地域的人能买
到世界各地的东西。 而这些都是我们以
前所不能做到的。 网购让世界之间的交
易更加畅快！

左左
# 网购 # 一入网购深似海，从此钞票是
路人，作为剁手党的一员，偶遇撒娇节，
送走双十一，迎来了双十二，还好自己
是八爪鱼，但是最后还是要对我们可爱
的女孩子们说要理性消费，留意评价。

马 大 咩
# 网购 # 要是按网购剁手的级别来看，
我已经剁到肩膀啦。 啊~朋友再见~啊~
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
吧！ PS: 剁手有风险， 网购需谨慎……
T_T

我要阳光阳光阳光光光
# 网购 # 说了再见就再也见不到。 双十
一过了，剁手也剁完了，明年，又是花落
谁家？

愿风裁尘
# 网购 # 学校离市区远， 平时学业繁
忙，也没时间去逛街。 但是，有网购，也
可以任性=￣ω￣=

何婧琳
网购就是电商的最直白的形式。 电子商
务正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消费，影响着生
活。 首先，电子商务改变了商务活动的
方式。 传统的商务活动最典型的情景就
是一边 “推销员满天飞”，“采购员遍地

跑”，“说破了嘴、跑断了腿”；消费者在
商场中筋疲力尽地寻找自己所需要的
商品。 现在，所有的一切，通过互联网只
要动动手就可以了，人们可以进入网上
商场浏览、采购各类产品，而且还能得
到在线服务；商家们可以在网上与客户
联系， 利用网络进行货款结算服务；政
府还可以方便地进行电子招标、政府采
购等。 其次，电子商务改变着人们的消
费方式。 网上购物的最大特征是消费者
的主导性， 购物意愿掌握在消费者手
中；同时消费者还能以一种轻松自由的
自我服务的方式来完成变易，消费者主
权可以在网络购物中充分体现出来 。
第三、 电子商务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
式。 由于电子商务是一种快捷、方便的
购物手段，消费者的个性电子商务及其
社会影响化、特殊化需要可以完全通过
网络展示在生产厂商面前，为了取悦顾
客，突出产品的设计风格，制造业中的
许多企业纷纷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 。
第四， 电子商务带来一个全新的金融
业。 由于在线电子支付是电子商务的关

键环节，也是电子商务得以顺利发展的
基础条件，随着电子商务在电子交易环
节上的突破，网上银行、银行卡支付网
络、银行电子支付系统以及网上接入服
务、电子支票、电子现金等服务，将传统
的金融业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总而
言之， 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商务活动，电
子商务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杨希
＃ 网购 ＃ 今天你淘宝了吗？ 淘宝才开
始，大家都不看好，觉得网络上的东西
不靠谱，今天，就算在实体店看上了，试
穿了，打折了，旁边的小伙伴一定会提
醒你，去淘宝看看，实体店的价格不靠
谱！ 其实，世界在不断变化，我们能做
的，只是不断来适应这种变化！ 所以，我
该去拿包裹了~

Miss�T
# 网购 # 随着网络发展越来越好，网上
购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
人喜欢上了网购， 特别是宅男宅女们。

当然，网购人群已不再局限于少男少女
们了，有许多家庭主妇，公司白领等都
已参与其中。 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只要
是体验过其中乐趣，有过此经历的人都
会经意或不经意的打开网页 ， 寻找天
猫，京东，淘宝的身影。特别当例如双 11
这样的节日到来时，网店发了，邮局忙
了，这是很实在的现象。 因此，个人觉得
网购不仅是一种时尚，更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 任何事物都不会有绝对的好与
坏，网购也同样如此。 其间我们可以得
到诸多益， 我们不必花费几个小时，甚
至整整一天去商店寻找自己中意的商
品，也许，我们还不一定买得到。 这样一
来，既花费了时间，也消耗了体力，可能
还会用高价买到不好的商品。 而网购就
不一样了，我们只需要在网上轻轻一点
就可以寻找自己需要的商品，并且可以
从价格，颜色，款式，尺寸，销量，人气等
方面做出选择。 用低价买商品是大多数
人喜欢网购的原因，其次，我们体力尚
在，金钱还余。 但是，当我们享受着诸
多益处时，也要看到一些弊端。 当你宅

在电脑前疯狂淘宝时，你和你亲友一同
逛街购物的时间是否又少了呢？ 增进彼
此关系的机会是否又溜了呢？ 步行锻炼
的时间是否有短了呢？ 有时我们也会用
高价淘到不好的商品，等等。 这些看得
见或看不见的弊端依旧存在。 无论怎
样，科技还在发展，网购还将继续。

钱鹏旭
# 网购 # 网购，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买
到世界各地的货物，足不出户，便可享
受购物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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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题讨论内容来源于微信公众号：yzjzz1999）

2006 年 12 月 25 日成立的大学生
就业协会，多年来以“服务同学，促进就
业”为宗旨，是学校创业就业指导中心
的下属部门，也是连接学校学生和企业
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一方面他们收集毕
业学生的资料给企业，另一方面他们也
把企业来学校招聘的信息传达给学生。
通过组织相关的就业培训、讲座，开展
一系列的活动，如简历制作大赛、返乡
就业信息调查，帮助同学们了解更多的
就业信息，让同学们发现自己在就业中
存在的问题。

近期正在进行的四年一次的第五
届“茶仙子”杯大学生模拟招聘大赛，更
是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参与和关注。参
加初赛的笔试和简历制作的人数达到
了 566 人，而整个复赛则让同学们亲身
感受了面试的紧张氛围，使大家对面试
环节与技巧有了更多的了解。高启福会
长谈到，开学之初他就接到了比赛的任
务， 为了比赛能够精彩的呈现给大家，
招新结束后， 他们就开始着手准备，由
于之前没有准备这种比赛的经历，很多
东西都要重头开始学。他说：“这个过程

中自己的心态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
开始时的兴奋加小激动，到后来压力的
逐渐加大。 有时想加入自己的一些想
法，但又常常和我们的副会长、老师有
意见上的分歧，我们有时甚至会争吵得
面红耳赤， 但吵完后还是冷静下来，反
省自己意见中别人不赞同的地方，想出
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包括复赛后，我
们就立刻总结这个过程中犯的错误，避
免以后再发生。 从复赛到决赛，我们信
心满满地准备了 20 多天， 但昨天老师
突然说兰茂堂的灯光用不了了，原本计
划在兰茂堂进行的最终的决赛要在翰
墨楼报告厅举行了， 听到这个消息，老
师以及我们的协会成员都感到很遗憾。
但想到这仍然是一个比赛，我们还是要
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努力去把它做成一
个精品的比赛！ ”

在协会里， 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学
习。只要你想学，哪怕协会没有的，也会
去找会的人来教导学习。协会会为会员
提供走出校门与企业直接交流的资金
和机会，只要你能有所收获，不管花费
多少经费也是值得的。因为大学生就业

协会的性质，协会也形成了鲜明的社团
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 即在工作
时必须的严肃认真，因为这就是一个就
业的窗口，这些都是就业必须的就业素
质。 当然，私下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学
友。 提到同学们的一些就业问题，高会
长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我
们学校的学生存在共通的缺点，一是对
就业信息不敏感，没有主动去了解就业
信息的意识。二是没有找准自身的一个

定位。大学学习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就
业，而谈到就业，你就要对自己的能力
有个准确的定位，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要从什么开始做起。而不是空望着高目
标，这样的结果不是就业，而是面临失
业的节奏。

所以，就业，你找自己的定位了吗?
不管有没有准确的目标方向，我们都学
着发现自己， 为自己做好职业规划吧 !
从今天起，快行动起来吧!

传说中的“学霸”总是神龙不见首
尾， 离大众学子很远， 但是有时候未
必，比如这位 16 岁的姑娘，身为 13 级
护理学院的萌妹子， 她的战斗力可没
有一星半点的拉下， 当我们还在感慨
四六级没过、不小心就挂科的时候，她
大一一年就把这些全都过了， 期末成
绩面值还十分可观。

关于学英语
要想人前不费力，人后就要加倍努力

在她小时候， 仅仅是简单的觉得
英语课本是彩色的特别好看， 英语老
师长得又特别漂亮，所以就喜欢听，一
开始便非常认真，有了这个基础，在之
后的学习中不断地获得成就感， 对英
语的兴趣也越发浓厚： 老师讲解的每
一个单词都去翻阅英文词典， 并将重
点记录在笔记本上。 久而久之，她收获
了丰富的词汇量和扎实的语法基础 ，
有了这个铺垫，即使大一那年英语四、
六级全是裸考，但依然顺利的通过了。

最近她报了一个雅思的培训班，
从周一到周日基本每晚都有课 ，像上
了发条一样团团转 。 一说起培训经
历 ，这个姑娘滔滔不绝 ：一个有点内
向的未成年少女，在不到四天的时间
里拉着 269 个陌生人对他们用英文
做自我介绍， 听起来是有点疯狂 ，可
是那几天远远不止是疯狂这么简单 ，
她说自己这辈子都不想再干这种事
情了， 但是成全梦想哪有那么简单 ，
接下来她将迎接的是全英文挑战赛 ：
两个星期之内只能说英文，包括上课
起来回答问题！ 在学习英语的这条路
上， 对于她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
不过对与广大同学们来说，对英语没
有兴趣也不影响，因为它并没有斩断
过级所有的路，有征服它的欲望就行
了，想要做到一件事不就应该与它死
磕到底吗？ 就如她克服恐惧，挑战自
己的胆量，收获的是交流时的落落大
方和渐渐流利标准的口语。

关于日常学习

劳逸结合，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每学期的前三个月她过得是潇
洒似神仙的日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吃喝玩乐娱乐一条龙， 也经常参加各
种社团活动， 比如说在梦之队社团排
演的话剧中饰演一名“小三”……这个
舞台也让她感受到了大学里别样的欢
乐。

当然， 该做的事情也包括好好听
课记笔记，课下补充笔记，周末花上半
天时间回顾笔记， 做到这些玩起来就
更心安理得了。 最后的最后，当学霸与
期末考终极对决时， 突击记忆才是杀
手锏，之前积累的笔记要疯狂的背，嗓
子冒烟也要背， 学医本来就需要记忆
很多知识，这点毋庸置疑。 她说考前一
个月是备考黄金时间， 早上起床出门
背书，一上午就过去了，中午大鱼大肉
犒劳自己， 吃饱喝足后回去开心的学
习，晚上又是一顿美餐后继续看书，差
不多十点半才回宿舍。 所以说，合理安
排全天自习的生活， 早睡早起不熬夜
看书，吃好喝好保证身体健康，给自己
积极的心理暗示， 做到这些想挂科都
难。

其实，在学霸光环之下的她，一直
都觉得自己是人品爆发， 但我们都知
道所有的结果没有那么简单。 她说自
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将来的你一定
会感激现在拼命努力的自己； 她也一
直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加努力， 做到更
好，她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考到加拿大
去读护理专业的研究生， 还要争取拿
到奖学金，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也许这
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然而因为是她，所
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的梦想最终都
可以照进现实。

她就是 13 级护理三班的杨鑫同
学， 一个有点女汉子有点呆萌有点害
羞的小姑娘。 如果你恰好认识她，恰好
还是同一个专业，那你就太幸运了，古
语有训“愿得一学霸，白首不相离。 带
我上自习，一日刷千题。 复习四六级，
给我押考题。 他考九十八， 我考九十
七。 年年好丽友，代代不分离！ ”

学霸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段元元 段昕妤 滕王国）

暮色在云中的顶穹渐渐阖合 ，灯
火辉煌的校园里，安静与热闹就像中医
课本里黑白的太极鱼，和谐的相融在一
起。 步入罱心指恋花卉工艺社工作室，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颜六色的花儿，它

们在暖色调的灯光下争奇斗艳 ，
尽管只是假花但也别有一番风
味，恍惚间满室都是融融春光，这
便是我们对罱心指恋花卉工艺社
的第一眼印象， 仿佛拥有化腐朽
为神奇的能力!见着摆在桌面上稍
显凌乱的丝线和丝网等材料工
具，你很难没有这般感叹!

罱心指恋花卉工艺社的现
任社长是 13 级栽培与鉴定班的
邱蓉同学，在与她的交流中，我们
渐渐明白了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

地方，简单的小物件和小创作为同学们
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美。罱心指恋花卉
工艺社是 2011 年由学校手工艺社和插
花社两个社团合并而来，主要是教习同

学们学习传统手工艺，例如，丝网花的
制作、中国结的编制等等，希望通过努
力丰富同学生活， 帮助大家认识传统，
了解并且发现不一样的美。 邱蓉同学
说，她成为社长已经半年多了，从当初
进入社团成为社员的那一种新鲜感渐
渐变成了一个社长的责任感，在这之中
她付出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收获到
的不仅是这样一门可以装饰和美化生
活的艺术性技艺，而且通过社团丰富了
她的大学生活，也锻炼了自己。

邱蓉同学特别和我们谈到， 要使
她们的社团不断发展、 不断壮大下去，
就要有创新，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使这
个自己付出过心血的地方走得愈发好。
同时，她也希望以后每一位担任社长或

者干事的同学都能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把社团当成自己的一个家，用心去经营
一个社员共同的家。

13 级的董同学 14 级的夏同学说，
“我们都很喜欢这些手工艺制作， 自己
原来也有过类似的学习，并且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更何况是女孩子呢，学习过
这些美的东西之后我们更有认识美的
想法和发现美的眼睛了。 ”

其实， 罱心花卉工艺社的就是在
教同学们要更加热爱生活， 用心生活，
发现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我们的生
活中除了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和机械
之外还那些用心制作的美和我们或许
还不曾认识的传统民族记忆。

（本报记者 乔盼 唐磊）

用心生活，用美点饰

针灸推拿在我国有着特别悠久的
历史，从古至今都是中医治病的一种精
湛技艺。针灸推拿技术靠的是一根银针
的运用和个人手法的娴熟。针灸所行之
处在解剖上找不到具体的经络穴位，那
么，针灸究竟是怎样来治病的呢?现在，
就让大家跟随我们一起，走近针灸推拿
协会，了解神秘的针灸推拿和传承的针
灸推拿协会。

作为一个学术性质的社团， 针灸
推拿协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神
秘，却是最能激发大家积极性和主动性
的特色社团。 会长王良蒋告诉我们，加
入针灸推拿协会的同学来自各个专业
和班级，他们都对针灸推拿有着浓厚的
兴趣和爱好，希望通过加入针灸推拿协
会学习到更多实用的针灸推拿技术。为
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针灸推拿的知识
与手法， 协会组织每周一次的上课，邀
请协会的指导老师和优秀学长为大家
讲课。 除了课堂教学，他们更是推出了
体验教学，基本每周都会组织协会成员
到菊花村和下庄村为村民进行义诊。这

样一来， 不仅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还能锻炼自己的技术和手法。针灸推拿
技术的不断提高离不开平时的学习和
锻炼，不断学习也能不断进步。 针灸推
拿是中医的传统内容，为了让更多人了
解中医，了解针灸推拿。 针灸推拿协会
经常举办学术性的社团活动，宣传中医
针灸推拿。 他们在 11 月与昆明理工大
学的“一路有你”社团合作举办了“杏林
春暖，健康你我”的活动，活动举办的很
成功，引起极大的反响。 会长王良蒋透
露他们将在下个学期与中药协会、疑难
病症协会、昆明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协
会联合举办“杏林长廊”系列活动，宣传
中医，促进中西医交流。会长王良蒋说：
“感谢那些陪我走过半年风风雨雨的伙
伴们，感谢你们在活动时的帮助，感谢
你们对每一次活动的精心组织和安排，

感谢你们对我的无限支持，我之前有做
的不好的地方，因为自己的事情没有控
制好情绪给你们造成的困恼致以歉
意。 ”听了他的话，相信针灸推拿协会也
会像他一样在同伴的支持中不断进步，
在自我勉励中走向更好的未来。我们了
解到，当学校中有同学因为生病或不舒
服向针推协会寻求帮助时，他们都会尽
自己所能来帮助大家 。 王良蒋
说：“接触的病情不一样，不了解
的就会要求自己去了解，通过提
高自我的技能来帮助别人。 不仅
帮助了别人，也锻炼了自己”。 他
们的乐于奉献精神是针推协会
一张自信的名片，感谢这群默默
为师生服务的人。

谈及协会未来发展时，会长
告诉我们，他希望针灸推拿协会

能走的更远，走到更广阔的舞台。 让更
多的人了解针灸推拿，了解中医。 一根
银针，一双手，传递的是中医人淳朴又
真挚的情感。拳拳赤子心，救死扶伤功。
祝愿针灸推拿技术能够得到不断传承
和发展，祝愿祖国医学走向更美好的明
天。

一根银针传递的精神

（本报记者 王俊钰 宋渝 林小英）

就业，你找到自己的定位了吗？
———采访大学生就业协会

（本报记者 程鑫 唐磊）

———采访罱心指恋花卉工艺社

———采访针灸推拿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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