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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我为中原出彩做贡献

我用照片记录普通人的故事
李俊桦（照相馆老板）

我是广州人，2011年来郑州上大学，毕
业后我的第一家照相馆于2015年 10月 24
日在郑州正式营业，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
当时大学刚毕业内心很迷茫，我是理工科出
身，但是对摄影很感兴趣，当时也有一些资
金积累，所以就萌生了开照相馆的想法。

我的第一家照相馆以“最美证件照”为
主要业务，刚开始的三个月基本处于赔本状
态，资金非常紧张，甚至连过年回家的机票
都买不起。一开始有很多顾客不理解为什
么拍一个证件照要这么贵，我店里的服务做
得十分细致，拍照之前化妆要半个小时，修
照片又要半个小时，十分重视照片质量，久
而久之就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

我平时加班很多，如果有企业或学校统
一来照相就会通宵加班，创业不易，但是期
间也有一些让我很感动的时刻。有一次一
对九十岁的夫妇来我们店里拍证件照，当时
我想都没想就给他们补拍了一张结婚登记
照，他们看到照片很欣喜。看着他们高兴的
样子我就在想，自己可以用相机记录老人家
在耄耋之年恩爱的样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还有一次，去帮一个离婚了的家庭拍亲
子照，挑选了游乐场、公园等需要大量互动
的公共场地，拉着已经离婚的夫妻俩做各种
配合，最后几天拍下来，一家人的感情再次
升温，居然有了复婚的想法，这让我很感动，
很欣慰。

如今我已经开了三家照相馆，主营业务
也从当初的“最美证件照”扩展到结婚纪念
照、外拍写真、企业形象照、儿童摄影、商业
静物、毕业照等，凭借着对摄影的热爱，我会
继续奋斗在创业之路上。

在地下室里冻出来的简笔画
听美南子讲故事（自媒体人）

我来自河南南阳，2015年毕业后开始
从事自媒体职业，每天缩在一个阴冷的办公
室画画。与其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光
线灰蒙蒙的地下室。冷，真的超冷，待久了，
脚踝处会刺疼，要用手掌覆盖着暖一下，可
双手也是冻得冰冷的，就这样画了好几个月
画，当时接的有限的商稿，就是在这样的地
下室“冻”出来的。

2015 年我在微博上更新一些个人作
品，到了2015年 7月，粉丝有了一千多。之
后便开始尝试更新简笔画教程，意外受到许
多小朋友和绘画爱好者的喜欢。自己的教
程能够帮助到他人，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于
是我开始持续更新简笔画教程直到今天。
其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相处了两
年的男朋友以性格不合为理由分手，最好的
朋友居然说我每天在做一些无用的事情，这
让我十分心寒。那是我最沮丧最孤独的时

候，我在地下室时常感觉不到光明，甚至是
未来。唯有画笔下的“古风植物”、“中国娃
娃”带给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就这样带着对简笔画的热爱坚持下
来，简笔画在我心中代表了一种自由的精
神，我手绘我心，更好地表达自我。如今我
的微博粉丝已有 13万，简笔画课程点击量
近9000万，今后我打算丰富简笔画课程内
容，增加受不同年龄女孩子喜欢的日系简笔
画、清新可爱的韩风简笔画，同时将简笔画
与思维导图、PPT制作等联系起来，衍生出
更多的创意。

明确职业规划 避免迷失方向
程小橙（文案）

我是河南信阳人，2009 年来广州求
学，2013 年毕业于南方某重点大学新闻
系，目前在人社部门做人事工作。在当年8
月份进入机关前的两三个月，我曾供职于广
州的一家广告创业公司，应该可以算得上是
我的第一份工作吧。这家创业公司主要对
口服务广东电信，我主要负责文案创作及客
户对接，确实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和技能。不
过，文案创作是个严重“烧脑”的活，加班加
点是常态，每天霓虹灯亮起时仍能看到玻璃
幕墙中自己忙忙碌碌的身影。最让人受不
了的是，部门领导特别喜欢快下班时召集大
家开会，开完会之后就是无休无止的工作任
务，每天几乎都无独立思考的时间，让人不
知所措。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可能并非我想要
的生活，与自己的职业规划相差甚远，于是
抓紧时间变换轨道，所幸职业抉择的路口出
现了转机。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大学生
在毕业找第一份工作时，一定要想清楚自己
未来的职业规划，不能迷失方向。只有做自
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或许才能把热情
融入工作中。否则，工作对我们来讲可能真
的成了煎熬，这就有点不太值当了。

在工作中磨炼与成长
阳光一路盛开（部门经理）

我是河南焦作人，大学学的是粮油食品
专业，毕业之后到一家食品公司做储备干
部，刚毕业要从公司底层做起，首先做的是
食品生产流水线工人，纯手工卖苦力的活，
每天要在流水线上站将近 12个小时，还要
时刻集中注意力。当时干了一个月就想辞
职，这简直是折磨人啊，但是我又不想轻易
放弃，每次上班我都做最坏的打算，即使做
错被骂被排挤都坚持了下去。我经常反思
总结自己的工作，慢慢的我发现我的思想在
转变，感觉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艰
难，如今自己从生产一线做到了部门经理，
这也得益于当初的坚持。我觉得人走向成
熟仅仅是一个心境的改变，对于刚毕业的学
生来说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痛
苦的过程，没有什么工作是轻

松顺利的，毕业生正处于大好年华，如果不
锻炼自己的品格，储备自己的能力，燃烧自
己的意志，从底层中扎实走起，那么仅凭一
张单薄的毕业文凭又能支撑自己走多远呢。

一瓶蜂蜜等于一百万次的飞行
赛力（互联网平台运营商）

我是学金融的，但是在大学有做校园电
台微电影视频的经验，对互联网业很感兴
趣。大学毕业后，我采访了100多个摄影师
做市场调研后，终于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业：一个成就摄影师的O2O摄影平台。

我的互联网平台名叫“邀拍”，作为打造
摄影师的自媒体平台，帮摄影师进行营销包
装，寻找订单。平台刚起步，我就已经签约
了 20个摄影师，第一个月办了三期线下活
动，在微信上做文章进行宣传，我同时还征
集了很多免费的影楼拍摄场地，这些影楼有
80%的场地都是闲置的，我的签约摄影师可
以去那里随便使用，我用他们的场地，本身
也是在用他们不用的资源给他们做宣传，他
们当然很乐意。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接到
了 6万订单。最后所有参加我的线下活动
的摄影师都和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我在创业期间始终信奉一条理念：“一
瓶蜂蜜，等于一百万次的飞行”，从做市场调
研到签约摄影师，再到征集免费拍摄场地，
我就如同一只蜜蜂四处采集，才聚齐一瓶蜂
蜜，创业拼的是勤劳和想法，没有这两点做
什么都是徒劳的。

择一事终老也是人生幸福
光辉岁月（教师）

1995年，从师院毕业后，我回到老家鹤
壁淇县当了一名高中教师，那一年，我才20
岁。当教师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截至目
前唯一的工作。

刚参加工作，学校让我当了班主任，每
天5点多钟起床，然后开始和各种各样的学
生打交道，一直忙到学生们晚自习结束上床
休息。起初，我很难适应这样的工作，精神
和身体上都感觉非常疲劳。尤其让人沮丧
的是，工资不高，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才
300多块钱，一碗凉皮是我对自己的奖励，
家里还有弟妹上学，我没有资本去挥霍。这
样的工资我领了一年，每个月还要拿出200
补贴家用。

一晃，参加工作已经 22年，如今，我偶
尔会跟朋友炫耀，说自己桃李满天下，这可
不是吹的，是真的。最得意的事情，莫过于
以前的学生逢年过节来看我，我会拿出最好
的酒请他们在家吃饭。又到毕业季了，我会
劝我的学生务实一些，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像我，择一事终老，
未必不是人生的幸福，虽然现
在的工资还不到3000元。

□大河网记者 莫韶华

5月 15日，河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我为中原出彩
做贡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河南农业大学范
国强的实验室，走近这位蜗居“陋室”几十年如一日致力
于泡桐研究的学者。

为研究泡桐经常吃住在办公室

林学专业是枯燥无味的，范国强却乐在其中，想要花
费一生的时间去探索。现在，全国新栽种的泡桐，80%都
是他培育的新品种。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党委书记郑东
方说，范国强放弃了很高的待遇，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高
校想挖走他。范国强工作的主要场所一个是实验室，一
个是田间地头。

刘飞是范国强的“资深学生”，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都
跟着他学习。在刘飞眼里，范老师办公室最多的就是资
料和方便面，他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吃住，甚至将沙发两
边的扶手都磨破了皮。

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了解自然

范国强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村前村后很多
泡桐，打小迷恋大自然的神奇。1980年，范国强报考了
原河南农学院林学系，一个16岁的小伙子，带着对植物
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开启了精彩的大学生涯。

“通过这门课，我可以让你们知道为什么向日葵会跟
着太阳转。”范国强说，本科时的一位任课老师在课堂上
的这句话影响了他大半生，正是因为这句话，他更加坚定
意志，要积极探索植物的秘密。

工作后，他又连续读了博士、博士后，从中山大学博
士后流动站毕业的他，婉拒了多家高薪聘请的科研单位
和高校，回到母校河南农大。

研究20多年攻克泡桐“癌症”

泡桐是北方主要的造林树和行道树，河南有两亿多
株泡桐，是我国种植泡桐最多的省份之一，但在其生长的
过程中，却有一种特别麻烦的常见病——丛枝病。这种
病会引起幼树死亡、大树生长缓慢，被称为“泡桐的癌
症”。

1993年，范国强一到农大就开始对泡桐丛枝病问题
进行探索研究。20多年的时间，范国强大部分时间都献
给了工作，献给了实验室。最终，范国强找到了丛枝病的
病因，创建了一套泡桐丛枝病防治技术体系。成果应用
后，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2012年范国强当选为河南省“中原学者”、2016年
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省师德标兵荣誉称号。

□拾月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有家长在参加榆林榆阳区金阳

幼儿园组织的“包饺子”亲子活动时，发现该幼儿园使用

的面粉里有黑色杂质，仔细查看后，发现疑似老鼠屎。家

长随后进入幼儿园厨房看到，地面上不时有蟑螂在爬行，

给孩子们准备的吃的也都是发霉的土豆、鸡蛋等食材。

此事引起了舆论关注。（5月16日 中新网）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

关注的焦点问题。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可学校却给孩

子提供霉变食物，师德何在？学校“食”面埋伏，谁之过？

近几年“舌尖上的安全”屡被侵犯，现在连校园都陷入

“食”面埋伏。笔者以为，学校“食”面埋伏，是园方之过。若

不是园方利欲熏心、内部管理混乱，怎么会不顾学生的健

康，把霉变的食材给学生吃。学校“食”面埋伏，是监管之

过。监管的“真空”和“缺位”，让“食”面埋伏有了可乘之机。

食品安全不是一道“无解”的方程式，要化解“食”面埋

伏，一方面要学校拾起良心和职业道德，加强校园管理，确

保食堂采用新鲜食材，避免“食”面埋伏。另一方面监管要

勇于向“舌尖上的安全”亮剑，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促进

幼儿园行业自我管理和约束，形成食品安全规范，对违法

者予以严厉的打击，让“食”面埋伏在校园里销声匿迹。

花样百出的食品安全问题，挑战着百姓对政府的信

任程度。“霉变土豆”给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值得每个

人去深思。学校上演“食”面埋伏闹剧，家长、学校和监

管部门应出组合拳，破解“食”面埋伏难题。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张宝强 河南工业大学就业创业中
心主任、副教授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在走

出象牙塔择业时，首先要坚定理想，不要

跟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兴趣、能

力和职业价值观，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

的工作岗位。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职业

理想，要坚定职业信念，千万不要随波逐

流，盲目攀比。

其次，转变观念，不要固执。多元

就业是新形势下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

要特点。因此，必须摒弃传统的就业思

维。凡是国家的重要行业，都应该是高

校毕业生的志向！凡是国家重要发展

地区，都应该有高校毕业生的足迹！凡

是国家重要战略的实施，都应该有毕业

生的贡献！

再次，要切合实际，不要自大。我

们经常看到一些毕业生：非京上广不

去，非体制内不进，工资少于某个数不

谈。实际上，能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关

键在于自己为社会、为企业创造的价值

有多少。因此，必须客观地看待自己，

客观地看待工作，千万不要好高骛远，

盲目自大。

此外，要赶快行动，不要回避。克

服就业依赖心理，提高自主择业的积极

性。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理性，

如果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迟早会被淘

汰。因此，建议大学生要正视困难，主动

出击，千万不要瞻前顾后，错失良机，要

鼓足勇气，勇敢前行。

选择创业就业
大学生因人而异
卢宇 河南省人才市场副主任

大学毕业生首先要结合自身的特点

和情况来决定选择创业还是就业。如果

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

验，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经济条件比较富

裕，同时还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广泛的

社会人脉，再加上较好的创业项目，就可

以考虑去创业。

对于那些性格比较内向，同时对国

内创业态势、时事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态

势、商业模式等方面关注比较少的同学，

我不建议他们去创业，因为从目前来说

我国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还在百分之五

以下。

大学毕业生要根据自己兴趣爱好来

选择就业方向，大学教育毕竟只是一种

通识性教育。除了学习专业知识，更多

的是培养自身能力。而能力本身是可以

迁移的，所以说，如果你具备了很好的能

力，即使换到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业领

域里，你也能够快速学习专业知识，快速

适应新的环境。

在选择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选择

大公司还是小公司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特

征来决定，大公司有一套自己的成熟体

系，操作流程比较固化。而小公司，虽然

在发展中面临着很多不稳定因素，但是，

也有很多锻炼机会，毕业生们可以陪着

小公司一起奋斗，一起创业，一起成长。

这对于自身能力会有一个全面的、多角

度的提升。

此外，大学生在关心薪酬高低的同

时，更应关注自己的职位和这个行业的

发展前景，关注这个行业将来是否会有

一些跨行业或者多领域的合作机会，如

果发展机会多就应优先考虑。

河南农大教授范国强
蜗居陋室攻克泡桐“癌症”

适合自己的工作
才是最好的工作

读报看视频：我@河南之毕业季的新方向

扫码看视频，一起来看看当代大学生的风采。如今，随着产
业转型升级，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创业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的
趋势。考学？求职？还是创业？本期《我@河南》来到河南各高
校，倾听毕业生们的未来选择方向。

据统计，今年全国高校毕

业生达795万人，而我省高校

毕业生近 52 万人，再创新

高。日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联合省教育厅出台通知，

决定从今年起实施“河南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

划”。

又到一年毕业季，还记得

那些年我们毕业后的第一份

工作吗？还记得第一份工作

中的酸甜苦辣吗？还记得领

到第一份工资的心情吗？在

此，大河网采访了数名网友，

一起来听听他们毕业后第一

份工作和创业的故事，希望能

够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有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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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国强向记者介绍在河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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