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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9 就这样过去了，总会感时伤怀，不觉之间心里有点小失落。在这一年有太多的遗憾，也成
了我在校的最后一年。有时候会很害怕走出校园，我喜欢校园的自由与恬静，那种平淡且没有压力的
子真的很让人迷恋与迷失。但我最为深信的一点就是，世间没有永恒，时间能够证明一切。所以我要
断的学习，为自己的下一程做准备。</p> 
<p>事实上这一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浑浑噩噩的，刚尝试走出校园的看到外面的繁华和灯红酒绿，心性
免有些动摇。但是自己依旧保持那份”轻狂“，希望的是挑战自己，挑战未来。</p> 
<h2 id="1-3">1-3</h2> 
<p>2019 年 1 月 1 日，博客正式入住 solo，加入黑客派这个社区，一个为未来构建的开发者社区
在这里总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现在有事没事就会打开来看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p> 
<p>在年初的时候，也定下了一些目标，假期写完“小明同学”，学会 Spring security oauth2。但
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继续下去。小明同学已经烂尾，Spring security oauth2 也是在年中的时
完成。自己有时就在想，计划这种东西，对我而言是否有用。总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让计划变
一团糟。在大学几年的生活里面，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但大多的时候自己还是不愿意面对这种“深
”的问题。该做计划就做，至于能不能完成，谁知道呢？</p> 
<p>所以自己不再轻易的给自己立 flag，因为自己不想为自己挖太多的坑以至于留下太多的遗憾。遗
这种东西，往往会降低太多幸福感。但是幸福感却不是这样来保持的，我常常做的，就是追求更新的
术来满足自己的幸福感，即使老的技术并不是完全的精通，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权利去追求新的事物。
以在年初的时候自己接触到了 material design 的设计理念，自己非常喜欢这种设计理念，虽然不是
门的 ui 设计师，但是自己的前端一直不断向他靠拢。而后又是 vaadin，一个可以使用 Java 来写 Web
前端的库，一开始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自己去动手实践了他，但是发现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后又实践了很多东西，但是进步总是感觉不大。</p> 
<p>贵州的春节依旧是那么冷，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没有以前过年热闹，也许是因为人民要求的提高
也或许是因为自己是这样觉得的。幸运的是还有压岁钱可以拿，即使自己总是不知道自己钱花在了哪
。但是我依旧喜欢放鞭炮，喜欢烟花一时的绚丽多彩，也喜欢周围小孩子的欢声笑语，事实上自己就
一个小孩子。</p> 
<p>开学后的日子依旧那么平淡，很享受。</p> 
<h2 id="4-6">4-6</h2> 
<p>今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就是在 4-6 月的期间。可以说这三个月已经算是大部分决定了我的人
。因为在这段期间有个很重要的决定：考研。</p> 
<p>事实上对于是否考研，自己一直从未想过。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家里希望我去考，所以我要考。
是为什么要考？考哪里？考了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从来没想过。以至于到 4-6 月了，我依旧还是
茫自己如何考？</p> 
<p>而这个时候有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p> 
<ol> 
 <li>好好复习，开始考研。</li> 
 <li>学校项目，自主开发。</li> 
</ol> 
<p>这个选择题我选了很久，问过家里的意见，问过老师的意见，也问过同学的意见。但是其实没有
能够帮你，他们的意见或是说笑，或是鼓励、或是随意。但对我自己而言，我完全分析不出来利弊。
时的我真的很迷茫很痛苦，选择第一条会怎样？选择第二条又会怎样？人最怕的就是迷茫，迷茫的时
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做无用功，但是我不想做无用功。所以我选择找事情做，然而我能做什么呢？无
就是学习和写代码。我自然而然的开始写起了代码，因此我也自然而然的选择了第二条。</p> 
<p>说实话，那个时候真的希望一个我尊敬的人来指点我。</p> 
<p>但是我就放弃考研了吗？家里还对我寄托予以希望，所以我在接手学校项目的同时，还要去复习
研。但是我发现自主开发学习的时间和考研时间的比却是 9 : 1。而在后来的开发中，自己遇到很多很
很多问题，比如：</p> 
<ol> 
 <li>前后端完全分离的授权方案</li> 
 <li>oauth2 授权协议</li> 
 <li>Spring security 对 oauth2 的支持</li> 
 <li>RBAC 模型在 Spring security oauth2 应用中动态鉴权</li> 
 <li>vue 前端动态路由和动态权限认证</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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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i> 
</ol> 
<p>等等等等很多问题。那时候没有人教，没有人带我。自己一个人去找资料，中文资料大多复制粘
或者太基础无营养，去 Google、stackoverflow、GitHub、Twitter、官网 等等地方一个一个的找
对于一个四级都没过的人来说，自己都不知道哪儿来的毅力。因为我们大四没有任何课程，所以大三
课程白天全程满课，只有晚上的时间研究研究。就这样过了两个月，自己才堪堪的把 Spring security
OAuth 的一些东西明白、理解，也啃过 oauth2 的 RFC，也学习了 vertx 的 oauth2 相关的点。</p>

<p>这是这一年最大的收获。也许在未来的某天，自己会很感谢这段时间的自己吧。</p> 
<p>在那一段时间自己真的很寂寞，我们玩得好的有八个人，每次我在学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他们打
戏、聊女孩子的笑声。但是自己必须要把一股子的冲动压下去，好好的学。这个时候我也终于知道伴
是多么的重要，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伴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体会把。但可惜我是"渣男"。</p> 
<p>同时非常遗憾的是，项目进展非常不顺利。整个项目组我完全叫不动任何人，只有自己一个人做
试想又如何做得好呢？他们总说我很厉害，我只不过把他们玩儿的时间花在了敲代码上而已。甚至我
给他们讲过一段时间的课，效果不假。最后又是烂尾。</p> 
<p>不过自己终于把考了三年的驾照拿到手了，高中毕业的时候报名的，现在才拿到。不得不说自己
有什么开车的天赋，但是努力终会有结果的。</p> 
<h2 id="7-9">7-9</h2> 
<p>最好的一件事是：自己搭建了我们项目组的授权中心，</p> 
<p>最坏的一件事是：自己依旧还没有在进行考研的复习。</p> 
<p>我总会在想，其实很多时候，自己心里早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只是自己不愿意承担这种抉择，
者说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里的这种选择。但是事实就在眼前，自己不能与事实相违。</p> 
<p>我一步一步的分离项目的授权部分，然后搭建了属于我们学校自己的 oauth2 授权中心，在某一
，一种自豪会油然而生。但是这种自豪升起的那一科，又有一种心慌将它压下去，时刻提醒着自己。<
p> 
<p>自己在七月的时候，开始尝试准备考研，学习了半个月时间的数学，再次回到了代码里面。现在
想，如果当初先复习的是专业课，可能体会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带来的效果和坚持，可能就不一样的
。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p> 
<p>7 月依旧待在学校上课，自己一个人做着学校的项目，有股倔强，也有一股害怕。自己不太适合
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或许是因为和他们关系好了，很多时候我说的话并不管用。很多东西都是看一
就明白了，但是他们总是以太难为借口，不去学习。这或许就是惰性的一种吧，但我也无能为力，改
不了他们，我只有改变自己。</p> 
<p>放假回家以后，自己搭建了相关的资源服务器，学习了不少东西。并且也接触到了 kotlin，买了
来看。通过 kotlin + vert.x 也搭建了一个资源服务器使用。在 8 月里面，督促学弟们进行项目代码
书写，才发现他们的差距和我那么大，写的代码在我看来真的不太行，姑且不说 jdk8 的特性从不使
，光是一些非常简单减少嵌套的办法都不去采用，甚至有一个方法里面嵌套了五个 if 这种代码，或者
永远只会一条一条数据的操作。每次都要重构半天，我也就比他们大一届而已啊。</p> 
<p>随后按照专业要求，七月上完小学期的课程后，开学必须去北京实习，考研的可以留校半年。我
围的同学都去了，然而我以考研的名义留校了。宿舍只有我一个人，我选择搬到了和几个考研的同学
起住，这也是决定我后面决定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吧。</p> 
<p>系主任答应开学不再给我任何任务，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九月开学后，自己完全不太接触关于项
的任何事。突然发现，自己闲下来了，除了考研，自己似乎没有什么事是比较重要的了。</p> 
<p>这个时候的我似乎进入了一种”贪“的状态，因为在开学第一周，自己完全是玩儿过来的，没有
任何代码，也没有看书，就是打游戏看电视吃饭睡觉。由于没有任何课程，变的无比”轻松“。自己
恋这种感觉，更是一种<em>贪得无厌</em>的状态，希望就这样生活下去。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这
混过去了，似乎回到了大一只会打游戏的时候，还没有挂课、上课的烦恼。</p> 
<p>回想起来，自从小学期放假以后，原来宿舍的室友至今都没有见过面，自己似乎完全没有和外人
触，除了室友和家人还有食堂阿姨。不再有任何人和我接触，更多的就是和电脑待在一起。时间久了
越发的话少了，变得更加沉默了，这可能是学这个专业带给我的最大诟病把。</p> 
<h2 id="10-12">10-12</h2> 
<p>十月的时候，一起准备考研的一个室友和我都觉得考研无望，正好遇到了一个人工智能协同应用
发大赛。于是一起报名参加了，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到十二月，一直都在写这个项目。断断续续，
是感觉进步并不是很大。五个人参加比赛的，但是两个学弟只是挂个名字，实际上还是我们三个学长
做，三个人做起来任务还是挺多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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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然而比较幸运的是，这段时间自己正好从一个入党积极分子转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这是这三个
最大的收获，虽然说自己总是抱怨又要去上党课，又要去培训，又要去讨论学习，但是自己真的在党
中收获到了很多。自己以前两耳不稳窗外事，但是党课的学习真的让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一些伟大的人物，还有应该铭记的历史，都让我觉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对的。党课的时候有几位老师
讲座真的是让我明白了很多人生的方向和追求，对于老师来说可能就是一场普通的讲座或者分享，但
对我而言，就是非常宝贵的人生建议。有时候就是这样，在某一刻你会突然明白一些东西。也就是这
，人生才变的十分有趣。</p> 
<p>这期间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他们都很优秀，都非常值得我去学习。和优秀的人交朋友，简直
是一种享受，再次感叹入党真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p> 
<p>我转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后，正好是比赛的决赛阶段。这个比赛的奖金十分丰厚的，一等奖五万元
二等奖三万元，三等奖一万元，优秀奖两千元。只要进入决赛，就必定得奖。在复赛阶段我们是以第
的成绩进入的决赛，我们团队开发的三个人都很努力，即使有时候我说他们，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
力。这也许是我们大学期间最后一次的一起出现在一个 ppt 上了：</p> 
<p><img src="https://static.hacpai.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ppt" data-src="https:
/resources.echocow.cn/file/2019/12/31/TIM%E6%88%AA%E5%9B%BE20191231121638.png"
</p> 
<p>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所有比赛团队中，我们项目技术是最好的，也是最先进且完善的。从运维，
前端，到后端，再到安全，都是非常完善的。但是第一名却不是我们，以第二名告终，未免有些许可
。但是三个人分三万元，倒也乐意。路演的时候准备的四个备选方案都没用到，导致效果不理想，有
个结果倒也知足了。</p> 
<p>自己原本没有打算找公司，后来我同学说可以把我推进他们公司，环境好，离家不远，就去试一
，得了 offer，试用期工资 6k 一月，考虑毕业后去看看，环境不错。不过我们比赛完毕，前三名是有
个去戴尔公司面试的机会的，到时候希望能够拿到 offer，然后在做对比吧。</p> 
<p>随后就是考研了，考研那几天压力特别大，不知道怎么和父母交代，在考场上看着空白的卷子，
己很是无助，但是我自己乐于接受这种结果。后来自己给父母说，自己的父母意外的开明，没有说任
怪我的话，叫我好好找工作，好好去北京实习。那一科真的很感动，自己心里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管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骄傲啊。自己的父母真的很好，我最庆幸的就是自己有一个幸
美满的家庭，没有多灾多难，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但是他们身体越发的虚弱了，父亲身体不适已经
周没有上班了，请假输液，母亲也感冒很严重还坚持去开店赚钱，心疼他们，我也只能好好学习以后
好的赚钱生活。</p> 
<p>原打算考完研回家的，谁知又是连续一周的党课培训，自己非常抱怨。但是赛翁失马，焉知非福
他反而改掉了我晚睡晚起的坏习惯。现在回家后的生活很有规律，作息也很正常，每天就是学习，带
我侄女，听听父母唠叨，聊聊天，自己很享受。</p> 
<p>就在昨天，老家一个亲属过世了，我爸妈去帮忙，我帮我妈看了半天的店铺，整个人都忙得不可
交，</p> 
<p>那一刻自己都快被忙哭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母亲一个那么瘦小的人，怎么在那么高强度的工作下
持下来的，整个店铺不到十平米，却挤满了十多个人，门口还有很多人排队。我一个人也是忙了近两
小时才忙完，算了一下，一天 500 块。那么高强度的工作值收获了五百块。那时候我真的心疼我的母
，她那么小的身躯是要有多大的能力和毅力才能够一个人撑起那个店铺，撑起这个家的，而且一撑就
二十多年，如果没有母亲，我父亲只靠国家的固定工资绝对没有今天的我家和我的。父母真的是世界
最伟大的人。也怪不得父亲总是在下班后去店里帮忙，他们每天八点才回家吃饭了。而我以前总是抱
他们回家晚饿肚子，那个时候的我是多么幼稚。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家饿着肚
呢？</p> 
<h2 id="年少轻狂">年少轻狂</h2> 
<p>22 岁的我，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小孩，长不大的孩子。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在贵州的，在福建的
在山东的，在北京的，在沈阳的，在上海的。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每次和他们聊天都是那么
松愉快，我再怎么幼稚他们都不会嫌弃我，再怎么耍赖他们都会惯着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但是
己要一直不断向前，一直不断的努力，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优秀。有的考上研了，有的有各种技能
还有的要出国。这些的一些，又一些，都是我必须前进的动力。</p> 
<p>这一年除了家里给的钱，得了很多钱，来源大概有如下：</p> 
<ul> 
 <li>压岁钱</li> 
 <li>国家奖学金</li> 
 <li>校一等奖学金</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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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比赛奖金</li> 
 <li>项目经费</li> 
 <li>一些外快</li> 
</ul> 
<p>总的加起来也有几万了，比往年多了很多。也参加了一些比赛：</p> 
<ul> 
 <li>我校的程序设计大赛 —— 一等奖</li> 
 <li>互联网 + —— 银奖</li> 
 <li>人工智能技能应用大赛 —— 二等奖</li> 
 <li>ICPC 贵州赛区 —— 银奖</li> 
 <li>ICPC 贵州邀请赛 —— 银奖</li> 
 <li>蓝桥杯 —— 省一</li> 
</ul> 
<p>拒绝了 ICPC 中国邀请赛 ，也拒绝了蓝桥杯的国赛，转而去考了软考。竞赛相比去年少了很多，
少了国奖。想想能够拿得出来的认证也就是 RHCE 和 中级软件设计师了。</p> 
<p>但是却是迎来了一个有难度的挑战：毕业设计。</p> 
<p>我的毕业设计是由系主任指定的：毕业设计指导系统。包括毕业选题、论文管理、指导记录、毕
答辩评分等等功能，这是我最后的一次的轻狂，我要尽力的把它做好！努力的完成我大学的最后一个
目，希望他称为留给学校的最后一笔财富，是第一届软件工程专业的学长留给后面的学弟学妹的最后
个项目。所以我为他立了很多指标，希望能够一一达到，也许是我狂妄，但我觉得我有狂妄的资本。<
p> 
<p>也许在以后，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全心全意的去完成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了。</p> 
<p>非常喜欢党课的时候老师说的习主席说的一句话：”<strong>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st
ong>。“</p> 
<p>自己非常乐意为学校和专业作出一份贡献。</p> 
<h2 id="未来">未来</h2> 
<p>2020 将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年，也是我毕业的一年。未来路途遥远，但我一点都不怕，有家人
有朋友，有兄弟，我还怕什么呢？只要保持一个向上的心去面对就好；乐观而又积极，平淡而又朴实
</p> 
<p>送给自己一句话：</p> 
<blockquote> 
 <p>我即少年慕磊落，谁能教我坦荡荡？</p> 
</blockquote> 
<p><strong>2020，与君共勉</strong>。</p>

原文链接：2019，最后的轻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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