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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争取去
联合国当志愿者
重庆大学赛事服务队队长唐小云告

诉记者，易弘睿是一位对志愿者活动非
常积极的同学，课余时间他几乎全部投
入到志愿者活动中来。

“除了参与的数量多，在易弘睿身
上，更可贵的是他积极的心态！不仅如
此，他待人礼貌和善，还是一个非常善良
的人。”唐小云说，她能感受到易弘睿是
真心热爱志愿者工作的。

在唐小云印象里有两件事印象特别
深刻，一件是在马拉松比赛中，易弘睿负
责给外国选手检测兴奋剂，这项服务时
间要求严格且时间特别长，他坚持完成
了任务，还不断安慰其他一起工作的同
学，共同把任务完成好。另外一件事是
一场大型会议期间，易弘睿负责车辆调
度，因为参会人多且时间紧，直到比赛前
的凌晨2点，易弘睿仍在和各方组织协调
沟通调度，对每一个人都非常有耐心。

“在我心里，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不仅仅
是做好事，更多是一种服务人民、爱岗爱业
的敬业精神；是精益求精、锐意进取的创新
精神；也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
神。”易弘睿说道，传递美好，收获感动，提
升自我，让世界变得更加充满温情。

“时光未曾有许诺，但我们终将成
长。”易弘睿说，20岁并不仅仅是从“1”到

“2”的跳越，更是从稚嫩到成熟的跨越。
“20岁意味着我要变得更加沉稳，但也会
保持那颗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内心，把
下一个10年活得更精彩。”

易弘睿说，即将开启新的十年，他会
继续保持拼搏向上的姿态不断奋斗，争
取能够去联合国作志愿服务工作。

做一件好事，或许很平常，
但如果把帮助他人变成一种习
惯，成为一种持续的力量，那么
就很难能可贵了……2000年
出生的大二男生易弘睿，积极投
入到校内外的各项志愿者活动，
从大一开始，累计服务时长
155.5小时，服务800余人次。
“传递美好，收获感动，提升自
我，让世界变得更加充满温情。”
他说，自己的初心其实很简单。

设计的“收纳书桌”
获国家专利
除了志愿者工作，易弘睿还利用自

己的专业特长，设计转化了一项新型实
用专利“收纳书桌”，目前已获得国家专
利。他告诉记者，设计这款书桌的初
心，就是发现了同学们在寝室学习时存
在的不便，于是想到结合自己的专业知
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我发现同学们在寝室时几乎都会
使用笔记本电脑，并且多数时候都是放
在寝室的桌子上。”易弘睿表示，而放了
笔记本电脑后，如果写作业，本子和书就
没有了空间。于是他设计的装置就是方
便大家把桌面上的笔记本电脑收纳到装
置里，并竖放在墙边，这样就可以节省出
桌面上的空间，为大家带来一个整洁的
桌面环境，从而更好地读书和学习。

目前，易弘睿还在重庆大学Robo-
con机器人队实习，作为机械组参赛队
员备战2020年5月的全国机器人大赛。

“很多人都说00后是被宠大的，还
用娇生惯养、不懂事等负面词语来形容
我们，但我不这样认为……”易弘睿说
道，在家人的教育下，懂得了如何去爱，
他们才更珍视亲情和友情，更愿意为别
人付出。

参加校内外各项
志愿服务工作
易弘睿，2000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目前是重庆大学UC联合学院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大二学生。用
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白
羊座男孩，是个“急性子”，性格热情开
朗，乐于助人。

记者了解到，在大学得学习生活
中，易弘睿一直都成绩优异。不仅如
此，从大一开始，就热衷于参加校内外
各种类型的志愿服务工作。

“校外的赛事活动参与的比较多，
如重庆国际马拉松、‘一带一路’技能
大赛、重庆英才大会等。”易弘睿说，除
了赛事，2019年暑假期间，他还去巫溪
县天元乡参加支教。校内90周年校庆
志愿活动、五彩石作文批改活动、衣物
回收活动、寝室环境改进活动等。在
此期间，他多次获得“优秀志愿者称
号”。就在近日，他又被评为了“重庆
英才大会优秀志愿者”。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一直投身
于志愿者活动呢？易弘睿说除了自
己的性格，更多还是来源于妈妈对他
的教诲。原来，易弘睿的父亲早年因
病去世，他与妈妈、外公外婆一起生
活。而从小妈妈就教育他：“你不能
只想着自己变优秀，要想到怎么去帮
助身边的人。”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易弘睿的脑海
里，上大学后，课余时间变得丰富起
来，他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志愿者活
动中，去帮助更多的人。

进入大学后，他已累计服务时长
155.5小时，服务8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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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宽松的家庭环境
“对娃儿，我们是散养，像跟朋友开

玩笑说的，让她巴倒（挨着）墙壁长。”戴
雨桐的妈妈杨钧说，一直以来，她和丈夫
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给孩子创造一
个相对宽松的家庭环境。

多年以后，杨钧还在吐槽，戴雨桐
打开“游戏之门”后，家里的电脑成了她
一个人的专属用品，“只要回家吃了饭，
就在那里弄。”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台电
脑，杨钧的工作需要用，只有等女儿睡
下才行。

作业完成了吗？成绩怎么样？在学
校的表现如何？这些问题，杨钧和丈夫
并没有日日催问，而是将它留给了戴雨
桐自己。“我们给她说，期末要考好，好的
意思，也是中上就可以了。”

虽然没有天天“灵魂拷问”，但每隔
一段时间，他们还是会悄悄关注。“一段
时间考差了，我们会观察她，看到她自己
在努力，也就没有点破。”

杨钧总结，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
宽松，给女儿造成了“小考一般，大考越
考越好”的考试“体质”。在同学和老师
看来，是很值得羡慕的，也是一种过硬的
心理素质。

初三那年，发生了一件事，还有两个
月要中考，家里的电脑却坏了。夫妻俩
觉得，这是让女儿短暂告别电脑，专心大
考的契机。戴雨桐时常吵着，要爸爸帮
她修，都遭到拒绝。

“有一天，我回家，看她又坐在电脑
面前玩，就说，咦，啷个又在用电脑也？”
杨钧记得，女儿有些小傲娇地扬了扬
头，原话是“哼！我弄起（弄好）了，各人
弄的。”

于是乎，那个中考前，她除了冲刺学
习，还“补习”了一下新版游戏，但是中考
成绩还是有点“超常发挥”。

戴雨桐是四川美术学院影
视动画学院互动媒体专业的一
名大二学生，如果仅仅顾名思
义，你还无法完全理解她这个专
业学来到底是干啥的。用她的
一句话说，未来的出路之一就在
游戏上，设计游戏、制作游戏。

作为一名00后，4岁学画，
5岁接触游戏，这两门兴趣都持
续到了现在，而且跟自己专业相
关。也许，对于他们这一辈人来
说，所有的学习都多了一分自主
性，都与兴趣息息相关。

游戏从娃娃抓起
游戏，是2000年1月2日出生的戴

雨桐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
时至今日，在她位于大渡口区春晖

路街道阳光社区某小区的家中，还放着
高中时添置的联网版游戏机，那是她和
父亲共同的“玩具”。

即使再开明的父母，也很少有人有
勇气在游戏的问题上对娃娃不设限。
不过，作为最早一批的程序员父亲却觉
得，这玩意儿可以锻炼女儿的思维能
力。所以并未设置任何限制，还跟着她
一起玩。

戴雨桐 5岁的时候，给她买来了
4399小游戏的光盘，打开了小家伙的

“游戏之门”。
父亲觉得，比起动画片，游戏也是

一种愉快的玩耍，而且更能锻炼女儿的
专注度、思维能力，对她的综合素质提
高有好处。

就这样，游戏伴随着戴雨桐一起长
大：先是光盘版的各种小游戏，接着是
电脑版的单机游戏、网络游戏，后来就
是PS3主机游戏，再后来升级为联网
版，一路“打怪升级”。

“一个游戏，通关了，琢磨透了，很
少会再去玩，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瘾’
了。”戴雨桐说。父母也欣慰地表示，从
未为“网瘾”二字，有过太多的担心。

目前来看，玩游戏倒是更多地给她
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她现在学习的专
业，就是如何制作游戏，具体为游戏编
程，为游戏人物绘制插画、皮肤。未来，
她期望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游戏。

把兴趣坚持到底
很多人都知道，要找到一个兴趣不

容易，能够坚持热爱就更难。这一点上，
戴雨桐也深有体会，戴雨桐的妈妈杨钧
介绍，在4岁学画前，她让女儿学过形
体、电子琴等。

“形体学了一年多，她哭，说妈妈我
不想学了。电子琴只学了不到一年，也
是不想去，吵着说没时间。”杨钧说，在
女儿的坚决反对下，就放弃了这两门兴
趣班。

这两门兴趣班，恰好是妈妈特别想
让女儿去学的。反而是妈妈不那么在意
的绘画，成了女儿真正的兴趣。

杨钧还向记者还原了女儿画画的
“风光时刻”，当时，游戏“摩尔庄园”很流
行，女儿课间无事，就随手画了“摩尔庄
园”，各种场景、人物、剧情一一还原，在
同学中引起轰动，“大家在她课桌前排着
队，来看画。”

和同龄人一样，从小到大，戴雨桐也
是被各种兴趣班围绕着的。不过，在五
彩斑斓、形形色色的兴趣班里面，她最后
还是把画画这个兴趣发展起来了，素描、
彩色画、油画等均有涉猎。

高中时，戴雨桐选择成了一名艺考
生，将画画这门兴趣发展成了敲开大学
之门的艺术课。也许是自幼打下的良好
基础，考试对她来说并无太大压力，在
2018年的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专业考
试中，她在有些“发挥失常”的情况下专
业课仍在全市名列前茅，稳稳进入四川
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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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弘睿在支教期间和孩子一起画画

戴雨桐的画作

易弘睿与剑桥大学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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