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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时间是最经不起推敲的，17 年毕业至今已有 3 个年头，3 年是个坎。</p>
<p>沉淀了很久，也有很多话要说。</p>
<p>陌生的读者，你就当个故事读吧。</p>
<h4 id="象牙塔">象牙塔</h4>
<p>事情得从 2016 年说起，那年夏天刚大四，浑浑噩噩三年多，不得不面对即将找工作的现实。摆
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考研，二是校外实训。其实说好听点是校外实训，实则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串通
气”安排我们参加培训，校外的企业会来学校宣讲招生，企业为了营生，学校为了学生能学点吃饭的
艺好就业，共赢。我不爱读书，所以我选择了后者。</p>
<p>彼时，混了三年的我开口问我爸妈要了 1w 的培训费，踏上了软件开发的道路。</p>
<p>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任性的机会了。</p>
<h4 id="蓝色风筝">蓝色风筝</h4>
<p>迷茫是那个年纪的常态，不知道自己追逐的是什么，不知道学习的意义，不知敬畏，不懂感恩…
</p>
<p>当我站在踏入社会的路口的时候，我知道我得改变自己了，我家境不好，能指望的只能是自己了
但自己现在是个只会混吃等死的废物。</p>
<p>痛定思痛，我做了个决定，决定从内到外去改变自己，开始跑步，好好学习。</p>
<blockquote>
<p>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p>
</blockquote>
<p>坚持跑步对我这个 170+ 斤的胖子来说并非易事，开始只能跑 1 公里，然后 2 公里，3 公里，
慢到 5 公里。白天我们 9 点到教室参加培训，学习 Java，晚上自习，会有老师布置一些作业，有时
会做到 10 点左右。</p>
<p>我跑完步，回宿舍基本上已经 11 点半，12 点了。</p>
<p>慢慢的有一些同学开始跟我一起跑，然后越来越多，但是 4 个月之后跑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
>
<p>我很庆幸我坚持下来了。</p>
<p>5-6 公里大概需要 30-40 分钟，小小的坚持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瘦了十几斤，人也变精神了。</
>
<p>从一个 Java 小白慢慢入了门。</p>
<h4 id="尾迹云">尾迹云</h4>
<p>培训结束，正值年底。</p>
<p>培训的老师带着我们一帮人去上海找工作，100 多一夜的宾馆，住了一周多，面了好些公司，了
音信，有些急了。</p>
<p>老师安慰我们，并不是你们能力不行，只是运气不好。</p>
<p>我心中想的尽是“培训机构都是骗人的”诸如此类的话。</p>
<p>时隔许久，我现在仍然记得有个面试我的老头翘着二郎腿跟我说，上海这么多好学校出来的学生 
k 一个月我随便招，我凭什么要你？你没毕业不说，还是个听都没听过的二本。</p>
<p>现实真是非常残酷。</p>
<p>第四周我离开了上海，暗叹北上广真是无情。</p>
<p>最后没办法只得去我爸妈那里蹭吃蹭住。在这个十八线小城市又找了两周，是在不想找了很心烦
最后入职了一家不知名的物流公司，月薪 2.5k，3 个月实习期。想先干着，等年后再看看新的机会。<
p>
<p>在这个城市 2.5k 真的不够，我在奶茶店找了一份兼职，周一到周五晚上 8 点半到关门，周六周
上班，一个月 1k5。主要工作内容是在后厨炸薯条，忙的时候还要帮忙送外卖，有时候一天下来会有
多珍珠剩下，老板娘会给我们一人做一杯珍珠奶茶。回家洗完澡，躺在床上喝光奶茶，关灯，12 点。
/p>
<p>有时候洗澡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做这些值吗？我不知道。</p>
<h4 id="漂亮的羽毛">漂亮的羽毛</h4>
<p>阳春三月，实习期已过，我跟主管谈了加薪，从 2.5k 涨到了 4.5k，我辞掉了奶茶店的工作。工
内容于我来说并不算难，后台用的是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
www.jfinal.com%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JFinal</a>，前端 <a href="https://l
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www.h-ui.net%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
c">H-ui</a>，一边上班一边准备毕业设计，那时候看到 biezhi 的 <a href="https://ld246.com/fo
ward?goto=https%3A%2F%2Fgithub.com%2Fotale%2Ftale"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

原文链接：20200605 TGIF

https://ld246.com/article/1591286577295


">Tale</a> 考下代码，这就是我毕设了（感谢开源！），那时候买了自己的第一台服务器，把项目
署到自己服务器，开始写博客。</p>
<p>离家不远有个公园，我很喜欢到那边去跑步，5 月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跑 10 公里了。</p>
<p>很难想象吧，一个 170+ 斤的胖子来说，我以为完成这项壮举的时候我会发朋友圈，大肆炫耀一
，然后并没有，那天只是像每一个普通夜晚一样普通，但是我心里却很清楚，有这毅力，应该没什么
办不成了。</p>
<p>因为博客<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litten.me%2F" targe
="_blank" rel="nofollow ugc">主题</a>相同，我认识了当时正在读研的 <a href="https://ld246.
om/forward?goto=https%3A%2F%2Fpizerliu.github.io%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
">翀哥</a>，翀哥还跟我一起做些小外包。</p>
<p>17 年毕业，月薪 7k。</p>
<p>说是毕业，其实并没有，我学习很糟，典型的学渣，大二的时候累计挂了 7 门课，大三的时候重
补考，最后还剩一门高数下。所以我虽然毕业了，但是并没有学位证，另外我是师范类的，因为没有
位证，教师资格证也没有拿到，不过有个学校发的教师资格，感觉也没啥用，我当时也没想做老师，
书育人，我做不来。</p>
<p>公司老板因为有自己的物流，所以准备第二次创业，做鲜花订阅，类似 <a href="https://ld246.
om/forward?goto=http%3A%2F%2Fwww.flowerplus.cn"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
花加 +</a> ，那段时间可能是最轻松的了，上班基本上都是看看教学视频，那时候公司里人的技术
不行，没有人带，只能自己一个人闷头研究，也是那个时候学习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
d?goto=https%3A%2F%2Fwww.kesci.com%2Fhome%2Fuser%2Fprofile%2F5a7a5f4f87f59f7b
7dce6d5"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Python</a> 和 Linux。</p>
<p>买了单反、组装了台机、买了尤克里里……那是段平静的时光。</p>
<h4 id="追">追</h4>
<p>学到的东西如果不去使用，不去实践终是徒劳。</p>
<p>于是 18 年我婉拒了领导加薪挽留，去了本地比较好的一家上市公司。Spring Boot/Spring Clou
 对我来说很新，是大的就业方向，我需要去好好学习一下。JFinal 对主流来说，是个异类，当时的想
现在看来，是幼稚的，是片面的。</p>
<p>因为工作地点离爸妈租的房子比较远，我不得不自己租房子，加上买了房，每个月要还房贷，对
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但那个时候有劲啊，年轻就是有冲劲。每天早上坐很久的公交车到公司，车上我
打开百词斩背单词，每天 50 个左右。JFinal 的简单易上手，让我培训的积累慢慢耗尽，上手 Spring 
oot 让我一时间不知所措，一时间我竟觉得自己是真的菜。</p>
<p>菜就慢慢学呗，虚心求教呗。自己野路子的代码真的很不堪，“能用就行”的思维也很不可取。
时候提交的代码，Leader review 的时候会笑出声，我真是想找个洞钻进去 QAQ</p>
<h4 id="第-N-次高数下">第 N 次高数下</h4>
<p>之前也有提到，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事实上是很差），谁还没有年少轻狂，看不起学校教育，
想学习，对未来和梦想抱有幻想的时候呢。</p>
<p>又是一年高数下补考的时候，大五学长每天白天上班，偶尔还要加班，回家趴在我的那张小书桌
自学着我的高数下。我想，要是我高数老师看到我这幅努力的模样会放我过吧。</p>
<p>补考的时候，我镇静的写完最后一道题，整张试卷都填的满满的，那个时候我感觉真的很好，这
自信从容，却是丢失了好些年了。</p>
<p>2018 年是很忙的一年，4 月买了房，7 月拿到了毕业证。</p>
<h4 id="要饭">要饭</h4>
<p>说到私活不得不说一说我翀哥，第一个外包项目好像是他找我一起做的，大概是个微信小程序的
目，一个图片点击预览的组件和一个小程序的显示功能，小几千块。我有回有事去上海还找他吃了顿
，他还一直说让我去上海要请我吃饭。</p>
<p>之后还做了一个直播类的项目，2019 年过年那阵子，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那阵子吃的油腻辛
得了痔疮，给我疼的，趴在床上给他敲这个项目，我日，我怕是永生难忘。这一晃他都毕业了，现在
经百度上了几年班了，他的这顿饭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才有机会去吃了。</p>
<p>第一家公司有个离职的 UI 也找我做过项目，不过这个比较坑，特别的恶心。她说这次没拿到多
钱，我把她当朋友，跟她说我们一人一半吧，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她说就 4000 一人一半 2000。后
她干的活实在是不咋滴，原型图，给扣的图也不行，最后甲方直接找我了，然后我们就在边吃小龙虾
吐槽她人不行。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收了 5000。还有恶心的事是甲方尾款都打给她了，她还扣我两
不给我，真是有点东西，其实我也不是在乎这两百，我就是气，然后我就把她官网所有文件都删了，
官网是 php 的。后来她公司就倒闭了，毕竟靠骗的公司也做不长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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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坑的外包太多了 - -</p>
<p>踩过太多坑了。不过也有运气好的时候。</p>
<p>有次给人写个豆瓣的小爬虫，午休半小时给人写了一下，午休结束同事们都起来干活了，钱就到
了。</p>
<p>还有现成的代码加了个接口总共改动不超过 20 行，部署一下，收人 4k 的活。</p>
<h4 id="灯塔">灯塔</h4>
<p>19 年 6 月我又离职了。</p>
<p>因为学车的原因，学车实在是太远了，而且还要经常请假，加上公司又很忙时不时要加班，加班
加班，工资还不加，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遂离职。</p>
<p>6 月底拿到了驾照，慢慢的找工作。</p>
<p>印象中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跟我爸大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在我房间大哭了起来，已经忘了是什么事
，但是我还记得我为啥要哭，我当时委屈啊，2 年多了，我换工作就立马入职，赚钱了也没有好好出
玩过，我委屈啊，我就歇了这几天。。。一个 25 岁的大男人哭说出来还是真尼玛丢脸的事。</p>
<p>7 月去了朋友的公司，又做起了混子，还接了个外包。</p>
<p>后来公司经营不善，遣散员工，我被遣散了，于是我，又失业了，11 月份，于是我就没找了，
待开年。</p>
<p>然后就开年了。</p>
<p>然后疫情就爆发了。</p>
<p>年后我就入职了这家外包公司，听我一句劝：兄弟，别做外包。<br>
没办法，人要恰饭的嘛 QAQ</p>
<h4 id="最后">最后</h4>
<ol>
<li></li>
</ol>
<p>跑步这件事真的改变我很多，让我自信，阳光。</p>
<p>我已经记不得那年夏天跑步流的汗了，也记不得那些埋头学习的深夜了，记得的只有后来的苦尽
来，记得的只有上天给我的馈赠。</p>
<ol start="2">
<li></li>
</ol>
<p>培训机构给我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并不是培训机构本身，而是我自发的想要去做一些事，去
习，自发的去思考自己的未来，所以并不是鼓励大家花钱去培训机构。</p>
<ol start="3">
<li></li>
</ol>
<p>细想一下，大二下半学期的时候已经挂了 7 门课了，还真是糟糕啊。</p>
<p>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一定好好读书！</p>
<p>我曾经对大学的教育嗤之以鼻，谁还没有年轻过呢，没有做过刺头呢。</p>
<ol start="4">
<li></li>
</ol>
<p>工作是为了生活，不要本末倒置了，身体要紧，早点休息。</p>
<p>时间一点点的流逝，我们也一点点长大，最后被时间慢慢磨去棱角，慢慢和这个糟糕的世界和解
坚定自己的信念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便是成长吧。</p>
<p>晚安。<br>
陌生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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