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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每年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关键字和一份年度十大计划，去年年底给自己定下的关键字是改变，一转眼
年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计划完成了一半有余，也算是及格了吧。2019 这一年经历了很多的人生抉
，体会了很多情感是非，也遇到了很多算不上挫折的挫折，总得来看这一年只能给自己打个及格分吧。

  这一年我比较深沉，也比较社恐，没有多交任何新朋友，这一年也是跑得地方最多的一年，大多都
去旅游，无锡、上海、金华、青岛，算是地图视野开得最大的一次（因为谈了女票，特别爱玩喜欢到
跑）。

  写这篇博文之前，也是看到社区其他大佬写的个人总结，才决定给自己留一个回忆，希望以此勉励
己不断前行。

时间轴
● 2019 年 02 月：和女朋友确定关系，算是跟她一起成长的一年

● 2019 年 04 月：和三个朋友一起种出第一颗胡杨，友情的力量是巨大的

● 2019 年 05 月：无锡参加全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收获挺大

● 2019 年 07 月：入职某电商公司微信小程序的前端开发，学习工作两不误

● 2019 年 08 月：和女朋友飞青岛游玩，算是一次毕业旅游

● 2019 年 08 月：加入 Solo 开始记录自己的点点滴滴，以后也会一直写博客

● 2019 年 09 月：和朋友聊人生，喜欢单独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光

● 2019 年 09 月：中秋和朋友一起去横店一日游，一下午玩了一个秦王宫

● 2019 年 09 月：参加杭电举办的第二届网络与信息安全竞赛，入坑 CTF

● 2019 年 10 月：和女朋友去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才过两个月又去玩了

● 2019 年 11 月：女朋友给我做蛋糕庆生，今年收到了自己喜欢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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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平安夜跟女朋友吵架，吵到凌晨

服创大赛篇
  要说参加这个比赛的初衷不是为了学新技术，比较靠比赛学技术的时间是有限的，也不是为了提升
己，当初的想法狠单纯，因为女朋友是视觉设计师，正好借此次比赛锻炼下她，而且还能留在实验室
习，对她也有好处（其实后来发现让女朋友上进比登天还难，甚至会影响自己的学习），这也是唯一
加这个比赛的原因。

  之后我集结了其他三个小伙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技术选型。我负责的是前端这块，
样能有更多的时间统筹全局；后端的哥们对 Spring Boot 略知一二就被我拉进来了，外加一个做安全
朋友，一个做文案的朋友，这样团队五个人就组起来了，众人划桨，乐在其中。

  服务器端除了视频直播推拉流这块亲历亲为了之外，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技术难点，主要还是界面
这比赛其实很注重用户视角，在界面修改和完善时，还跟女朋友闹了几次（这也让我明白了，和自己
常熟悉的人创业是有风险的）。

  时间来到了去无锡比赛前一天，稿子改到凌晨 1 点，PPT 删了又删，把 10 分钟的展示时间利用到
极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这段经历我没有后悔，和大家一起付出一起成长。去无锡比
我们是冲着一等奖去的，最后我们以优越的排名拿到了二等奖，虽然有些小遗憾，但比完赛后舒了一
气，终于结束了，挺累但也停值。

  关于这次比赛的一些项目技术和产品的介绍，可以查看我写的详细介绍，也只是依稀写了一点，背
的故事才是最值得我纪念的。

<p align="center">
    <img 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19/12/image-b53fc4a2.png" alt="服创大赛"  width=
400">
</p>

青岛游玩篇
  青岛是一个美丽且有故事的城市，去多少次都值得，毕业旅行，女朋友说想飞青岛玩，只能同意她
爱玩的心。

  第一次坐飞机，乡下人进城的节奏，傻傻分不清，各种问 NPC，最后飞机还延误，一延误就一个多
时，只能默默的吃起泡面当夜宵（心想这遭罪的，早知道不出来玩了，峡谷上分不香吗），终于凌晨
解除航空管制，我们上机了，在上空看夜空里的城市原来这么美。

<p align="center">
    <img 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19/12/image-505090d3.png" alt="青岛"  width="40
">
</p>

  青岛好玩的地方挺多，啤酒博物馆得去下，喝两杯原浆；腾一天出来去崂山玩玩，适合抱团，导游
告诉你去哪几个景点打卡；大学路和鱼山路网红交叉路口拍个照，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一个交叉路口
照还要排队；台东步行街、信号山、五四广场...实在有些多，还有些去过的地儿名字忘记了，总之，
岛哪哪都是风景。

工作篇
  想着毕业了后面也没什么课，就先去找个工作试试，但自己也知道应该不会做长久，毕竟没什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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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服从教学安排的，找了一个电商公司，是做生鲜类的正在平台转型，电商 SaaS 平台，枯燥但
钱赚，就打卡工作。单休的工作挺累的，周日睡一上午就半天没了，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工作量还挺大
一周加个三天班不足为奇，产品急着上线，人手又没几个，这种尴尬的局面估计也不是只有这样的小
司才有。

  前后端协调也比较成问题，虽然有接口文档，但是都是急着赶出来的很多接口都存在问题，接口测
比较欠缺，拿到后的接口 10 个有 9 个 500 剩下一个 400，所以多半白天的工作时间我都是闲着等后
修接口，晚上就赶着一起加班，这日子过得舒畅。

  不过工作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虽然很快从这个公司离职了，但我也让我明白了 Code Review 和 C
de Test 的重要性，以后自己做项目的时候也会更加注重。因为公司后端项目是 Spring Cloud 开发
每天和公司的架构聊天也算学到了不少微服务上门的知识。

CTF 篇
  之前接触了一些线上的 CTF 比赛，这一次被做安全的朋友大方子拉去参加线下赛，也只是抱着去玩
的心态的，因为觉得可能过不了初赛，哈哈。结果意向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以垫底的名次挺进了
赛。

  杭电一日游我们准备好了，想着去比赛应该也是垫底吧，但比赛还是要认真对待的，当晚酒店疯狂
刷了波 Bugku CTF 的题，主要是 Web 和杂项这一块。

  这次比赛主力是大方子，但想着自己也得出点力，这比赛时长 8 个小时，够玩一天的了。刚到现场
检查设备和网络，之后坐下来就可以先把网易云音乐打开了，边打比赛边听个歌，不然实在太无聊了
比赛是内网环境下打的，不能连接外网，所以赛前要准备一个 CTF 工具包，当然还要多缓存一些音乐
这是重点）。

  比赛一开始就攻势凶猛，但题目会是减分制，后面做出来的队伍得到的分数就相对会少。我们赶着
道主杭电连续攻克了好几个题，早上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近八十多个队伍我们已经挺近首页前八强
一度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冲到第一（哈哈，现实是残酷的）；到了下午其他队伍也发力了，我们被卡
逆向和密码学的题目上了，之后就只能跟队友聊聊天了，比如晚饭吃点啥？比赛比完去哪儿玩？

  比赛的结果还是比最初的预期要好的，拿到了二等奖，不负此行。

<p align="center">
    <img 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19/12/image-8843b854.png" alt="CTF"  width="40
">
</p>

上海迪士尼篇
  才毕业旅行没过多久，女票又说要去上海迪士尼了，我是拒绝的，但她不依不饶，好吧好吧，女生
，哄就完事了。

  我就服我自己，硬生生的把年度总结，写成了旅游攻略（哭笑不得  
oy）。其实迪士尼更适合小孩子玩玩，大多的游乐项目根本提不起兴趣，当然是对我这种无趣的程序
而言。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好玩的项目也不是没有，这里推荐几个。

● 加勒比海盗

● 创极速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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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鸣山漂流

● 飞跃地平线（排了一个多小时队伍）

  就记得这些，能记得住的就是最好玩的。

庆生篇
  今年过生日只有我跟女盆友两个人，她找了一家十分偏僻的 DIY 蛋糕店，说是要给我做蛋糕，现学
卖，设计师可能是有天分，草图都带过去了，看图做蛋糕，最后做好是下面这个样子，还是挺不错喜
的，画的挺可爱啊哈哈。

<p align="center">
    <img 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19/12/image-562d4e82.png" alt="庆生"  width="40
">
</p>

  今年还收到亲爱的姐夫送的 Mac Book，女票送的 Airports 和大疆的相机，硬生生被他们拉人苹果
族，2019 感谢家人和朋友！

总结
2019 年有太多值得纪念的事情，没有一一叙述，值得留念的东西都会铭记于心，感恩每一天每一秒
今天是跨越 2019 年的最后一天，希望新的一年我能够更加出色，工作顺利，希望家人身体健康，一
都会更好！

阅读

备忘录里我会记录一年所阅读过的书籍，下面写一下觉得不错的书单。

● 《生活需要仪式感）

● 《云边有个小卖部》

● 《Java Web 设计模式之道》

● 《Docker 实战》

● 《黑客与画家》

● 《Python 高效开发实战》

● 《Spring Cloud 微服务架构开发实战》

● 《Java 核心技术卷一》

● 《深入理解 JVM & G1 GC》

● 《玩转 Django2.0》

● 《编写高质量代码改善 Java 程序的 151 个建议》

学习

这一年学习抓的不是特别紧这一点我承认，2020 年要继续学习，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我觉得是现代
会必不可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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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 源码分析

● Spring Cloud Alibaba & Dubbo

● 开源一款有趣的微信小程序（正在 Coding 中）

● 重新巩固 Django 技术要点

● 重新巩固 Flask 技术要点

● 重新巩固 Java 基础，阅读核心技术

● 重新巩固 Python 基础

● 重新学习自顶向下网络

● ...

情感

这一年是拖着女朋友成长的一年，付出了很多的感情，虽然到平安夜那天还在跟她吵架，持续了一个
星期的冷战，现在算是和好了，希望 2020 年和她的感情能和和睦睦更上一层楼！

规划

每年定一个关键字，和朋友交换十大计划，2020 年也亦如此。对了从今年开始准备手写日记了，加
，我的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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