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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广

大青年要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怀

‘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施展抱负、建

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青

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截至目前，学校共有 247 名 2022 届毕业生主动选择到西

部艰苦地区和基层单位工作，投身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

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海大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奉献精神。本

报特刊发 8 名志愿赴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毕业生代表的典型

事迹，以激励学校广大青年学生勤奋学习、积极进取、立志成

才，争当追梦人，争做生力军，将青春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

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绚丽绽放
—2022 届志愿赴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毕业生代表风采展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

度秋”。七年的海大求学之旅将要结

束，蓦然回首，还真有点难以想象，我

从祖国南部小县城考到海大后，最终

会选择去祖国的大西北就业。

我想到那首歌，“到西部去，到基

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印象

中的大西北是荒凉的，艰苦的，更是

寂寞的，但是在我之前已经有无数的

前辈奔赴西部，在那里建功立业后，

祖国的大西北已经不再像我印象中

一般。

细雨连绵、郁郁葱葱的岭南伴我

度过了十年寒窗，碧海蓝天、红瓦绿

树的青岛开阔了我的视野，但我更愿

意奔赴西部，去看不一样的风光，去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海大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我

无比珍惜。在课程学习上曾遇到诸多

困难，我不曾懈怠，并以自己满意的

成绩完成了各门课程的学习。科研过

程中也遭遇诸多挫折，但是我始终踏

踏实实前进，保持谨慎、勤恳和足够

的耐心对待科研，最终成功发表 SCI

论文 1 篇，并获得了优秀研究生和学

术创新奖学金等奖励。“海纳百川，取

则行远”，我将携己身所学投入到社会

工作中，不辜负学校对我的栽培。

也许我的选择将面临诸多困难，

但当下的我已经作出决定，纵使道路

艰难也会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人

生何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无

论将来如何，我会把握好当下，去戈

壁滩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基层工

作中。

常琪林
化学化工学院有机化学专业

2022 届硕士毕业生，签约单位为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

常琪林：到戈壁滩上去

阳光刷新着大地，周而复始；年

轮记载着时间，斗转星移。依然记得

爸爸带着我从大山深处的家乡来到

吹着黏湿海风的青岛，宜人的气候、

美丽的校园、包容万物的大海都令我

着迷，但生我养我的故乡却难以割

舍。临毕业抉择之际，家乡发出了“建

设高质量发展人才队伍”的号召，我

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乡的旅途，成为

了一名基层的选调生。

在海大的学习生活中，我如同一

滴水，感受到母校的博大与包容。在

海大我们可以开展严谨细致的科学

研究，作为地质专业的学生，我们的

三次地质实习和两次地质旅行走过

鲁东半岛，到过华北平原、三峡大坝，

一路从海岸线延伸到蔚蓝的大海之

中，我这滴水不断地汲取母校给予我

的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地质学基础，

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格，更深刻地体

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学校开

展的暑期“三下乡”活动，我带领队友

们到贵阳花溪，希望用我们所学为当

地发展助力，也正是那次活动，更加

坚定了我要回到贵州，为乡村振兴贡

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我

见证了贵州发展的黄金十年，茅台酒

香飘向世界，中国天眼放眼宇宙。党

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彻底摘掉了绝对

贫困的标签，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

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此刻大海里成

长起来的小水滴，便毅然选择回到西

部，投身于需要我的家乡，将个人的

“小我”与祖国的“大我”相连，与贵

州共同成长，迎接时代的挑战。

希望我这滴水可以在西部大地

浇灌出花朵，无悔“黔行”！

石伊凡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专

业 2022 届本科毕业生，签约单位

为中共黔南州委组织部。

石伊凡：水滴入海 无悔黔行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

无悔”。加入研究生支教团，用一年不

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以

自身所见所学所悟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服务奉献，既是我一直以来的梦

想，更是我践行一名党员初心和使命

的宝贵机会。

回望四年大学时光，我保持坚定

的服务初心，在服务同学成长成才的实

践中不断提升工作本领。作为一名党

员，我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努力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校学生会副主

席、班长、辅导员助理的工作岗位上，积

极做好学校、老师和同学们之间的桥梁

纽带，把服务做到同学们心坎上。

拥抱变化，从服务同学到基层工

作，通过参与培训，我不断增强当好

一名支教老师的本领。我学习了解当

地的风土人情、教学技能、生活经历，

丰富理论储备，加深实践体会，在脑

海中逐渐勾勒出到支教学校的生活：

遇见什么样的孩子、教授什么课程、

收获什么高原生活经历、自己能为当

地做些什么……这一年说长也长说

短也短，我一定会做好规划，充分发

挥这一年时光的最大效用，切实体会

“立德树人”的深刻意义，全情投入，

孜孜以求，将这场传递爱与智慧的接

力坚定有为地跑下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即

将前往西藏支教服务，定会听党话、

跟党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成为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的殷切嘱托，秉持“海纳

百川，取则行远”的校训精神，坚定

服务初心，把边疆和基层作为最好的

课堂，在磨砺中见风雨、长才干、壮筋

骨，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奋斗成

就精彩人生，为山海情的故事书写新

的青春注脚。

刘委昕
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2022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后赴西藏拉萨

北京实验中学支教一年。

刘委昕：坚定服务初心，续写山海情深

昆明的四季如春，大理的风花雪

月，丽江的浪漫邂逅……这是绝大多

数人眼里的云南。可是，缺乏新兴支

柱产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欠发展

是云南最真实的省情。云南，是我的

家乡，是回荡在返乡客机机舱里那首

优美的《彩云之南》，是时刻浮现在我

脑海里红红火火的彝族舞，是一直萦

绕耳畔脍炙人口的民族歌，是始终牵

动我心里最温暖情感的地方。在毕

业面临选择之际，我毅然报名云南选

调生，回到西南，回到滇中，用我之所

学，促家乡发展。

走选调之路，回梦想之地，我经

过了深思熟虑。从西南边陲乡村走

到海滨城市青岛，从泥泞的乡村学校

步入中国海洋大学，在这个过程中，

我接受了家乡最优质资源的培养。

“心存感恩，永续奋斗”，如今我学有

所成，我希望走回大山，为家乡的发

展事业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海纳百川，取则行远”的校训激

励着我砥砺前行。在母校的培养下，

我曾获得学习优秀奖学金、郝文平奖

学金、优秀学生荣誉称号；也曾担任

过班级副班长和社团部长，开展各类

学生活动，将所学用于实践；也积极

参与家乡抗疫志愿服务工作，承担社

会责任。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海大学子，

我将牢记总书记“不负韶华，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的嘱托，以海纳百川的

胸襟立足社会，用取则行远的步履丈

量未来。我将留在基层、扎根基层，

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在服务与奉献

中实现人生理想与价值。

鲁泽良
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 2022 届本科毕业生，

签约单位为中共双柏县委办公室。

鲁泽良：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

毕业季总是面临诸多选择，这

些选择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发展方向。

有的人选择继续深造学习，有的人选

择了在工作中奋力前行，我也作出人

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成为一名选调

生，为西部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在暑期“三下乡”调研实践时，

我深入云南大理和丽江，调研白族和

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文化，

探访中我看到了我国脱贫攻坚工作

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明白了只有深入

基层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需。同时

我也发现家乡正在一步步发生变化，

我看到了云南发展的潜力。因此，我

坚定地报考了云南选调生，希望能返

回家乡，将所学奉献到家乡建设中，

为家乡招揽更多人才。

心怀理想和信念，更需要为之付

出实际行动。在学习过程中，我勤于

求索，乐于获知，取得了优异的学习

成绩。课堂之外，我满怀热情，投入

到学术科研活动中，砥志研思，开拓

创新。学习之余，我积极参加实践活

动，成为班干部并协助搭建起师生沟

通的桥梁，积极参加学生会等各种学

生组织活动，在实践中提升自己，锻

炼自我，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这些

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信仰，我立

志做基层建设的一颗螺丝钉，发挥我

的最大价值。

“海纳百川，取则行远”是母校

的校训，也是我的座右铭。我知道前

路漫漫，困难重重，但是我已经下定

决心，绝不退缩。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将勇于承担责任，不断磨砺自我，

提升自己的学识与修养，扎实做好基

层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不辜负学校

和老师对我的培养。

刘诗瑶
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 2022 届

本科毕业生，签约单位为马关县林

业和草原局。

刘诗瑶：“云”端之旅，不负韶华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号召

下，到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已成为青

年学子毕业后磨练自我、服务社会的

重要选择之一。我选择成为奔赴西部

的一员，到基层挥洒汗水、奉献青春，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贵州农村一路走来，我接受了

许多爱心人士的帮助。在贵州“春晖

行动”公益助学项目的资助下，我得

以走出大山，在北京度过了六年难忘

的中学生活。在大学期间，我也受到

了国家助学政策的帮扶。我深知学习

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我更珍惜在海

大四年的学习时光。在校期间我努力

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质。

利用课余时间，我积极参加各类志愿

活动，希望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在求学的道路上，

我看到了大山外面精彩的世界，也更

加迫切地想要回报社会。四年的大学

生活即将结束，我有幸以选调生的身

份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基层工作者。

十几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

下，贵州已然脱掉“贫困帽”，正走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

如今的贵州，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向广

大青年发出邀请，正是青年大有可为

的地方。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勇于

担当、敢于拼搏，立大志、明大德、成

大才、担大任，与时代同向同行，在奉

献中实现青春的价值。在未来的工

作中，我会始终保持对基层工作的热

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实践中锻

炼工作能力，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基层

工作者。

我会牢记海大学子的身份，在

未来的基层工作中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为西部的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

力，让青春在基层服务中绽放光彩！

陈露露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

文学专业 2022 届本科毕业生，签

约单位为中共毕节市委组织部。

陈露露：心之所向，反哺故土

我来自西北，在这片土地上成

长。西北地区有着粗犷又不失秀美

的自然风光，同时也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西部地区孕育了华夏文明、

孕育了革命文化，这里是英雄辈出的

地方，同时也拥有酒钢集团、玉门油

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在国家建设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机构。生

于西北，我感受到了西部地区发展的

局限，也感受到了西部人才的稀缺，

但是我也见证了家乡的发展与变革，

打造美丽乡村、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挖掘旅游资源等等，我相信家乡在传

统产业的基础上，借助于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还有

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坚定了要一路

向西、建设家乡的决心，于是毕业选

择了加入甘肃省金川集团工作。

在海大度过匆匆的四年，这四

年短暂而又充实，我在这里也获得了

成长，参与学校 SRDP，在实践调研

和交流中感受社区建设与发展，同时

也在社团活动中认识新朋友，培养自

己的爱好。大学期间，我不仅收获了

专业知识，还学会了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变得更乐于奉献。我希望能够成

为家乡建设的一分子，将我在学校学

到的专业知识，以及脚踏实地、知行

合一的精神品质运用到工作中去，做

好每一件小事，坚定职业理想，为家

乡以及西部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我相信每一份选择都有其自

身价值，会推动我们不断发展自我，

提升自我，而选择到西部就业更能推

动我运用自己的所学，奉献国家和

社会。

柴馨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行

政管理专业 2022 届本科毕业生，签

约单位为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柴馨：一路向西，青春无悔

七年时光，转瞬即逝。在海大本

科四年、硕士三年求学的日子里，我

成长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毕业之

际面对各种选择，最终我决定回到生

我养我的新疆工作，为自己的家乡贡

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新疆是旅游胜地，她有孤寂壮观

的沙漠、无边无际的草原、清澈见底

的湖泊、蜿蜒曲折的公路……但是很

少有人想去那里工作，因为新疆远离

内陆，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正因为

如此，我更要回到新疆，为西部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在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我就想

过学成之后回乡建设新疆。新疆油气

资源丰富，有很多大型油气田，所以

我选择勘查技术与工程——这个与

油气勘探息息相关的专业。在大学四

年，我认真学习专业知识，获得了学

习优秀奖学金。在大学毕业时选择在

油气勘探领域继续深造，读研期间跟

随导师接触各种陆上勘探的项目研

究，在实际学习工作中提升了地震资

料处理的能力，也担任了两门地震勘

探相关课程的助教，提高了沟通协调

的能力，同时参加全国勘探地球物理

大赛，进入决赛并获得了二等奖……

在海大七年的学习经历是我终身难

忘的宝贵财富。

一路走来，感谢指导、关心、帮助

过我的老师们，感谢同门兄弟姐妹们

和朋友们，七年的求学经历因为有了

你们而熠熠生辉。如今，我即将要到新

的工作岗位建设家乡，心中无比激动。

我将牢记“海纳百川，取则行远”的母

校校训，用自己的知识建设新疆、服务

新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孙燕峰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地球探测与

信息技术专业 2022 届硕士毕业生，签

约单位为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

孙燕峰：青春在祖国，奉献在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