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
2017 年已经与我们挥手作别。
这一年我们满怀期冀地开始，经

历了挥洒汗水的兴奋，得到过令人欣
喜的回报，也品尝过希望落空的苦涩。
现在，一切都将成为回忆，融入我们
生命中属于过去的那一部分。

这一年，南开青年报社也在用自
己的方式和所有南开人一起，记录下
我们共同的时光。

在年末的「新年特刊」中，我们
希望同您一起分享：过去一年里，南
青曾经讲述过的那些关于南开的故
事。

一月
题 目：《 回 首 131 天， 你 过 得 还

好吗？》
作者：宋大吉
摘要
迎来新年的同时，一个学期也即

将过去。本篇报道以南开普通学生的
视角回顾了一个学期的得失，同时在
新年提出了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

精彩段落：
131 天前，林宇与南开初遇，他在

马蹄湖畔描绘着关于大学所有美好的
图景。接着，美好的憧憬暂时搁浅，
他投入到军训的训练当中去。17 天的
汗水洒落，浸湿了灼热的地面，却灿
烂了当时的笑脸，他因此更加坚韧，
也开始有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之后，
百团大战上的兴奋、课堂上干货迭出、
运动会上的勇敢、社团活动的多样，
各种各样的事情纷至沓来，让他目不
暇接。

他怀着孩子般的好奇，穿梭于校
园的每一个角落，打开了一扇又一扇
大门，满怀激情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无
限可能，只是，他也因此而迷失自我，
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看不清来时的
道路，也望不见远方的出口，此时的他，
陷入了困顿与沉思……

二月

题目：《小黄车在南开》
作者：强新瑜
摘要
那时自小黄车入驻津南校区刚过

一个学期。新学期伊始，本报记者针
对小黄车在津南校区出现的“车少”
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访问。通过采访，
引 出 共 享 经 济 值 得 我 们 思 考 的 新 问
题。

精彩段落：
为什么有些宿舍没有摆放点呢？

最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摆放空间有限。
私人的自行车摆放起来尚显拥挤，小
黄车也就更难在这“夹缝”中生存。
另外一个原因是运输车子的数量有限，
一位师傅只能运 6-7 辆自行车，供应
时间大概在下午一点四十左右，这样
的安排也很难满足高峰时段的需求，
“车到用时方恨少”的现象也就不足
为奇了。

在问卷反馈的意见中，还有受访
者提出了设立专门停放区来规范管理
和方便找车的意见。对此，记者咨询
了 ofo 共享单车津南校区负责人梁思
远。他表示：“设立专区还正在讨论
环节，具体还要看学校是否会批相关
的地方去进行建设，但最终的目的还
是要让单车流动起来，而不是拴住车
子。”

三月
题目：《电竞社，“带罪而生”？——

专访陈昊，电竞社的坚持者》
作者：张博建
摘要

纵梦电竞社诞生，电竞走进南开
园。本文专访纵梦电竞社负责人陈昊，
探究一个似乎“带罪而生”的社团在
校园的发展历程。

精彩段落：
一边争取着学校的认可，一边举

步维艰的坚持。
其实更艰辛的，是要确保内部上

下一心——“我们不怕别人带着有色
眼镜的敌视，怕的是自己无法正视自
己；不怕前路的艰难，只怕缺失了自
己本源的动力。”

“有多少人，会有多少人，还会
有多少人摒弃自己游戏消遣的心态加
入电竞社，只为了那份电子竞技带给
我们的精神而奋斗呢？这是个问题，
这又不是个问题。不妨看看他们在做
的事：他们在提倡一种科学电竞，学
术电竞的氛围——如同围棋一样的复
盘，推演，技术研讨……

这绝不是消遣。消遣的心态想受
不了这种麻烦。他们有活动、办公、
外联、财务的组织，有绝不松散的例会、
活动制度，有明确的高效率训练队员、
教练的目标。有人努力，有人坚持，
与其思虑这恼人的问题、懊恼于这不
利的情绪，不如不闻不问，踽踽前行。”

就像陈昊所说：“就像岛上都是
赤脚生活，也不代表没有鞋子的市场。
这是困难，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四月

题目：《八月长安——与时间女
儿的相遇》

作者：梁亚琦
摘要
八月长安携新书《时间的女儿》

来到校园，与同学们谈书、谈爱、谈
生活。

精彩段落：
“我想，《时间的女儿》中有诚实。”

她手持话筒，笑容灿烂，微微向大家
鞠躬。

“听到老师的批评，我好像带着
一股劲儿，脸上带着奇异的微笑，微
微昂着头，假装不在意。我现在还能
回想起来当时的样子，但是我的脸肯
定是红的。”八月长安不断描述着儿
时惭愧而不愿承认的神态。

一个小故事，引出了八月长安对
于此书的全部记忆。“对于我来说这
个故事只是一个小波折、一个瞬间，
但是，把这所有的瞬间堆叠起来、打
捞起来，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记忆可能都会
一点点流失，拥有成年人的傲气，但
是八月长安希望在对莫名小事还保留
情绪时以尽量诚实的记录下点点滴滴，
从 而 完 成 了 首 部 散 文 集《 时 间 的 女
儿》。

“希望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要
走失，不要走弯。”这是她送给所有
同学的祝福。

五月

题目：《关于大学生转专业现象
的思考》

作者：新闻专题部
摘要
本文分析了大学生转专业的原因，

对盲目转专业的行为进行反思并提出
建议。

精彩段落：
高校内转专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出

现了一种畸形的现象：转专业的学生
常常是从“冷门”专业转向“热门”
专业，如：从哲学、历史、农学、化

学等转到计算机、法律、外语、金融
等专业。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冷门专业
越来越冷，热门专业越来越热，促进
热门专业发展的同时却制约了冷门专
业的发展。一些具有典型学科特色的
高校被迫迎合“时代潮流”，代表性
学科也开始趋于冷门。

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当下大学
生转专业的热潮已经不再是以兴趣为
导向，而是以对物质的追求为导向的。
毫无疑问，这已经成为了高校的一种
普遍现象。

其实不仅仅是在校园中，社会上
亦是如此，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为
了获得物质的满足，每天都要强迫自
己做自己并不喜欢的事，从事着与自
己兴趣完全不相关的职业。他们每天
所忙碌的并不是他们内心真正所期盼
的，然而在现实面前他们却无能为力。

或许，这些都要归因于市场经济
社会的弊端以及国家相应就业体系的
不完善。资本的诉求下，大家都追求
自我物质条件的提高，于是都会奔向
给自己带来高回报的领域。这似乎是
一种理性的体现，实际上是不理性的
体现。同时，国家就业体系的不完善
导致行业待遇之间的差距极其大，很
多人未毕业就面临着失业。因此，要
解决这种现象，本质上还是要完善就
业市场相关机制。

六月
专栏：「毕业迹」

题目及作者：
《明明和南开有个约定》刘文洁
《一个宣传人的成长》 荣斯伟
《To take a chance》 梁 亚 琦 强 新

瑜
《踢球吧！队长》 段景文
《爱帮先生的超人服和学士服》

刘雅笛
《大白：我、鹏哥和南以离开》

刘文洁
摘要
青涩不及当初，聚散不由你我。

社会心理学博士生、院宣传部部长、
四届“五月的鲜花”合唱教练、校足
球队队长、爱帮先生负责人、「南以
离开」工作室创始人……他们虽有不
同的身份，但在六月毕业季，都成为
了毕业生或者记录毕业生的人。盛明
明在 12 岁时因偶然产生的好奇取下一
本《社会心理学》，而埋下了自己的
梦想；闫佳宇因入学时偶然结识的学
长的引领和自我历练，成为了 PS 大神、
摄影能手。他们在南开的生活，有意外，
也有惊喜，不同的足迹都有着独一份
的精彩。

精彩段落：
“当你一个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听到邻桌在说‘爱帮先生’帮着找到
了卡，又发布了什么实习资源……那
种听着别人谈论你的感觉是很奇妙的，
激动、还有一点点神秘感。虽然我做
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心里总
泛着一股英雄豪情。也就是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在这么大的校园里，你是存
在的，是被需要的。”

我记得很多影像、很多人的年华。
我曾在楼上俯视，将坐在七教森林里
的三个外院小仙女收入眼底；我看到
过紧贴着校钟、从黑、蓝、红三色袖
中伸出的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他们从南开毕业了；我也见过轻倚在
路标旁、用手触碰着校徽、想再听听
南开声音的女孩，阳光正透过叶缝，
在她身边投下斑驳的树影。

七月

题目：《铭记历史的南开，不会
活在历史之中》

作者：李铮
摘要
2017 年 7 月 29 日， 为 纪 念 南 开

园被日军炸毁八十周年，本报评论员
追思八十年前的惨烈，回顾南开精神
八十年的传承过程。不忘校殇日的同
时，展望南开未来。

精彩段落：
正如丘吉尔那句“你能看见多远

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失误不在历史，而在后人。后人

将历史用来宣誓自己的正统时，却往
往容易被过去俘获，深陷于冗长且缺
乏新意的重复叙事。可要知道，历史
还是人的历史，我们的行为才是历史
本身。所谓南开之精神者，不仅在于
一代代南开人，也包括我们的行为、
气质、愿想和实践。恰恰是精神是最
应该得到传承的。

南开从来不缺传承历史的人，更
不缺继承精神的人。张伯苓老校长那
句“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
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
折，而愈益奋励”早已为南开学生熟
稔。也简练地概括了南开精神的含义。
80 年来，从学生到教师也无不以南开
精神要求自己。

八月

题目：《L43.5，一个志愿演员的
独白》

作者：段景文
摘要

   南开学子在 2017 年天津全运会中充
当了志愿者的重要角色。作者作为全
运会的开幕式表演志愿者，两个月以
来过着每天相同日程的生活：起床—
吃饭—训练—洗澡—睡觉。在节目中，
学生分布在两千个点上，L43.5 取代了
她原有的名字。练习、重来、再练习……
当站在开幕式场馆“水滴”之中，这
个夏天对于志愿者来说也不只有“炎
热”这一种印象了。

精彩段落：
有人问我为什么放弃家里的空调、

电视、朋友聚会，留守在这个地处北
纬 40°的“热带城市”，白天顶着刺
眼的阳光，夜晚闷在无风的操场上与
蚊虫进行无止境的战斗。或许是我太
热爱体育的缘故吧。我总是想，我过
了十八个抱着西瓜看电视的夏天，却
从来没见过凌晨一点的水滴。

时间已过零点，明天以后，我们
再也不用挤在狭小的厕所里换那身被
汗渍浸满的演出服了，再也不用发愁
两个小时的候场时间该怎么度过，再
也不用钻在宿舍化一上午的舞台妆，
再也不用吃月坛餐包里没有味道的面
包，再也不会午夜时分还奔波在从水
滴回津南的大巴上。

九月

题目：《南开定制的创高 APP，
包括它的 bug，我们想给你一个完整
的答案》

作者：魏仪贞
摘要
创 高 体 育 APP 九 月 初 在 南 开 开

始推行，学生对打卡方式、运动量、
APP 本身的运作都反映了自己的意见。
记者通过调查背景、南开近几年的体
育改革、创高体育 APP 的选择原因、
创高体育 APP 的问题和记者视角几个
方面客观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报道。

精彩段落：
但众所周知，这是有缺陷的。由

于信息保密等多种原因，GPS 并不能
完全准确地获取地理位置信息，一般
的导航软件之所以有着强大的导航功
能，是因为进行了纠偏。创高体育是
直接从手机采集 GPS 数据的，因此可
能不够精确。此外，软件在适配过程
中存在各种问题。由于 iOS 系统单独，
其适配效果是比较好的，而安卓系统
机型众多，前期测试毕竟有限，所以
出现问题的几率会更大。

……
我们究竟在反感什么？
大概是强制性。
这个词在诸多语境中都以负面形

象出现。在越来越讲求个性化和自由
的今天，它更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所
必须要避免的雷区，所以当校方将它
纳入体育成绩考核和检测时，几乎所
有被强制者都会从心底生出一种反感，
区别大概只在程度轻重。这种反感除
了由于被干涉而自发的心理反应外，
还来自各种计划被打乱的不满与不甘。
当然，还有一种原因——的确不想运
动。是的，这也是一种自由。

十月

题目：《善行 100·爱心包裹》
作者：马雨秋
摘要
简单介绍了“善行 100”与“爱心

包裹”这两个活动以及这两个活动结
合 而 成 的“ 善 行 100· 爱 心 包 裹”；
记录了我校学生参与“爱心包裹”活
动的部分过程；采访了活动的部分组
织者与参与者，记录了他们对活动的
感受以及对活动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看
法。

精彩段落：
“请问能打扰您一分钟吗？我们

是南开大学的学生，正在做一个公益
活动……”

“做善事呀，好啊，就捐 100 元吧，
看你们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做善事，
挺好的！” 

赵雨荷说：“我以前遇到别人来
宣传的时候，也和许多人一样很不耐
烦，不愿意听他们说，现在轮到自己
做了，才知道要换位思考。”

“参加这个活动，让我真正了解
到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的需要，比起
在‘双十一’剁手，现在我更愿意把
钱捐给山区的孩子。”志愿者林伊特
说。

“‘爱心包裹’是一个让我能够
‘始于热情，忠于责任’的活动，是
一个能让我体会到社会温暖的活动。”
志愿者王夕滨说。

十一月

题目：《学术营中的梦想与传承》
作者：陈逸阳
摘要
1938 年 4 月，国立北京大学、国

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昆明联
合建立了西南联大。抗日战争期间，
这所大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
为国家和民族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人
才。记者就西南联大物理营活动采访
物理科学学院李川勇教授，记录她对
于西南联大的一些看法。

精彩段落：
对于联大的历史，李川勇的感觉

是“震撼”。“在当年那么艰苦的环
境中，我们的前辈们还能将不管是科
研还是教学都能做到全国甚至全球顶
尖的水平，这令我感到震撼。” 李川
勇说道。

而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李川勇
着重地谈到了学风，她又将学风概括
为这样的两个词——“投入”和“自
由”。投入是西南联大师生身上最为
明显的特点，老师们投入地讲课、做
科研，而学生们也是在专注地从老师
们身上汲取着一切有用的知识和能力，
这种投入是今天老师和学生都难以达
到的；而对于自由，李川勇将其解释
为“学生与老师之间没有很大的隔阂”，
在艰苦的条件下，老师和学生可能关
系会更加亲密，老师对学生是一种“亦
师亦友”的身份。

十二月

题目：《台前幕后：十大歌手大赛》
作者：顾诗雨
摘要
12 月 10 日，第 26 届王老吉杯南

开大学“万有音力，唱响南开”校园
十大歌手大赛决赛在津南校区大通学
生活动中心举行。十大歌手是有南开
大学学生会主办，以及联合了众多社
会团体支持的一场音乐盛会。本文将
呈现十大歌手半决赛结束后，参赛选
手、幕后统筹人员、工作人员三方的
经历和感受。

精彩段落：
由于场地调整，何旭阳接到了半

决赛推迟的通知。
“前期做好的宣传安排需要全部

推翻重做。所有宣传品（比如海报、
推送、邀请函、门票等）都需要临时
改动。”何旭阳说道，“彩排安排以
及时间安排都要重新进行修改。”同时，
她还需要与其他社团和学生会其他部
门协商租用场地。而她还承担着学业
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有辅修任务的
她需要于 11 月 25 日参加一元函数微
分的结课考试，正是在十大歌手半决
赛的前一天。

“一边复习一遍准备工作很有挑
战性。”她说。现场的突发事件则更多。
让何旭阳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轮排位
赛时，有两位选手总得分相同，幸好
主持人随机应变，让控制室的工作人
员调出两位选手的单项得分，再加以
比较，最终化解了这次突发事件。

而实际上，对随机应变的能力要
求最高的工作岗位在控制室。半决赛
时，白冬晴和控制室中的其他负责人
突然发现一位选手的 PPT 打不开。“当
时也很急，不知道怎么办。”白冬晴说，
好在这个 PPT 是选手后来上交的修改
版，她保留了 PPT 的原版。“应该是
背板和幻灯片切换慢了。”比赛结束
已久，白冬晴依旧在猜测原因。但在
现场，她调出的原版幻灯片保证了比
赛的顺利进行。

结语
“态度 · 深度 · 温度”是我们

一直秉持的理念，我们努力让每一次
尝试实现这一价值，鼓励不同观点的
碰撞，坚持深入和专业的报道，争取
最全面和最客观地再现事实，并一直
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笔墨有识，青衫不器。让这些故
事作为我们对 2017 的纪念，也作为对

2018 的期待吧。

期待新年与你的相遇，以我们更
好的模样。未来，我们想同你一起，

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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