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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三件事

能毕业
• 课程：拿满学分，不要挂科

• 课题：论文=论点+足够的证据+和导师多沟通

找一个工作
• 简历，为什么发出的简历没有回音？

• 面试，考验EQ

• 实习，实际录用的前奏曲

• 九宫格，老板对你的评价

内功
• IQ:读、做、写、说

• EQ: 写好”人”字的一撇一捺



研究生时间线

第一学期，以学习课程为主，

下三个学期，做论文，

最后一学期，论文总结写论文，实习找工作，

二○一六年九月 学习课程
二○一七年二月 做论文

二○一八年九月 论文总结写论文，实习找工作

二○一九年三月 答辩照相



选课

满足学分的要求，

和导师沟通好，



做论文

课题：论点+足够的论据+和导师多沟通
• 选题+践行+沟通

• 早点进入写作：论文=论点+足够的证据

沟通：主动、中庸

了解基本要求：
• 学校/学院的要求：一篇中文核心期刊，有关部门/高老师；

• 导师们的要求：要和导师沟通好要求，了解导师的需要；



论文出版要求，

学校/学院的要求：一篇中文核心期刊
，有关部门/高老师；
导师们的要求：要和导师沟通好要求，
了解导师的需要；



怎么做题目? 5w1h

What Why How 

Why 



怎么写论文？怎么做ppt？

是：读、做、写、说，四个字，详细
内容见下面“研究生内功”一节



沟通

EMAIL的用法举例
• 使用交大校园邮箱的好处，

• 避免使用交大邮箱的误区，

和导师的沟通：主动、中庸

多利用电话、短信，先约定、再访问



研究生三件事

能毕业
• 课程：拿满学分，不要挂科

• 课题：论文=论点+足够的证据+和导师多沟通

找一个工作
• 简历，为什么发出的简历没有回音？

• 面试，考验EQ

• 实习，实际录用的前奏曲

• 九宫格，老板对你的评价

内功
• 做事（目标和路径）和表达（书写和ppt）

• 态度、习惯与做人，



找一个工作

简历，
• 为什么你得不到面试？

• 写简历的基本规则，格式要整洁，内容要具体，要真实，

• 好的简历 不太好的简历，举例

面试，
• 见ppt



不 漂亮的履历

说不出我做过什么，也没有证据我做得有多好。 

不太理想 
 

 

电 话 ： (+86) 111 
 

 

电子邮箱 ： 1@sjtu.edu.cn 
 

 

联系地址 ：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基本信息 

学 校 ： 上海交通大学 

学 历 ： 在读硕士研究

生 出生年月 ：  1993.x 

专    业：  电子与通信工程 

兴趣爱好： 乒乓球、跑步、读书 

毕业时间：   2017.03 

  综合素质   
 
 
 
 
 
 
 
 
 
 
 
 
 

教育阶段经历 

2014.09 至今： 上海交通大学学业优秀二等奖，上海交通大学薄膜与微细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先后进行了气体传感器的设计研究、基于碳包覆硅的锂 

 电池的研究、以及低热导率材料的研究 

2010.09-2014.06： x大学校学习优秀奖（3 个） 

实习和实践经历 

2014/2015 学年 SCI 期刊《Nano-Micro Letters》编辑，巴黎高科学院教务助理 

2013/2014 学年 x大学图书馆图书管理员 

2012/2013 学年 x电气有限公司实习（2 个月），安徽大学万朗爱心社部长 

2011/2012 学年 x大学物理学院实验室实验助理 

2010/2011 学年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x集团实习（4 个月） 

 
 

学习能力：如果把诸多其他方面的能力，诸如社交能力、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放在一 起，我

肯定会选择学习能力。因为有了学习能力，就相当于有了社交能力、组织能力；如果现在不会，那

就学着去做。 自信：自信是一切优秀品质的源泉：乐观、诚信、责任、积极、热情……唯有自信

才能驾 驭这一切。 
 

 

？研究生都干了什么？



比较合适的简历

很好的 
英语：CET-6 517 CET-4 578             电话：111 

计算机：全国三级、二级                 邮箱：aaa@sjtu.edu.cn 

研究方向：有限元仿真与计算、MEMS 微加工、复合材料                        

教育背景                                                              
 2014.09 - 至今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工学硕士  

 2010.09 - 2014.07  河北工业大学          电子材料              工学学士  

科研经历                                                             

 用于 3-D 封装的聚合物基转接板的优化设计、仿真、制备及性能表征 | 韩国三星       2014.12-2015.12 

用于 3-D 封装的 TSV 硅基转接板生产成本及工艺难度较大，聚合物基非硅转接板被业界提出。其具有生产成本低

且制备工艺简单等优势。然而，其热学性能和力学性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满足要求。本项目对聚合物基转接板

进行了优化设计提升了硅基转接板的刚度性能并改善了封装的散热问题，扩大了其使用范围。 

本人负责：1.聚合物基转接板的优化建模 2.应用 Comsol 有限元分析对构建的优化模型进行热学性能（热导率和热

膨胀）及力学性能（刚度）进行对比分析选出最优模型 3.选择聚合物基体材料并分析晶须掺杂聚合物的最优比例 

4. 应用 MEMS 微加工制备转接板器件并完成相应的性能测试。 

 同步 FIFO 设计                                                                  2014.10-2014.11 

利用 Verilog 对 FIFO 进行 HDL 描述与 Modelsim 仿真，实现 FIFO 功能 

科研成果 
 SCI 期刊“Electronic Materials Letter ”发表论文“A Complex Reinforced Polymer Interposer with Ordered 

Ni and SiC Nano-whiskers Polyimide Composite Based on Micromachining Technology ” 

 IEEE TENCON 2015,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nference of IEEE Region 10, 发表 EI 源会议论文“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a Non-silicon Composite Interposer with reinforced structure” 

 ISSMAS 2016 会议论文“Strengthening of polyimide composites by SiC whiskers“ 

 专利“采用啮合微结构的金属聚合物复合材料转接板及制备方法”。  

实习经历 
 2016.07-至今  AMD（超威半导体） VMT 部门（Verification Methodology & Technology）验证工作 

负责 Linux 系统下解决 connectivity 方向的 JIRA，熟悉 repeater 在 block 之间的应用。 

专业技能                                                              
 Comsol 有限元分析及 Auto CAD、 Origin 等工程软件。 

 擅长专利及中英文科技文章的撰写。 

 熟悉数电，Verilog HDL 硬件描述语言、Perl 语言，熟悉 Linux 系统基本操作指令。 

 CET6，擅长英语阅读、写作，口语流利；计算机二级、三级（C 语言）。 

荣获奖励                                                              

 2015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top5%）    2014、2015   上海交通大学一等奖学金 (top5%) 

 2010-2014   河北工业大学三好学生（1 次） ， 河北工业大学三等奖学金（top15%,3 次） 

学生工作及社会实践                                                                                                                           

 2015.11：上海马拉松志愿者 

 2015.08：上海交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担任队长）   

 2015.04：上海交通大学校庆志愿者  

 2010-2011：河北工业大学学生会干事 

兴趣爱好与自我评价                                                    
 爱好广泛，热爱体育运动（羽毛球、瑜伽等） 

 热爱公益活动，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性格乐观，抗压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三分钟（一分钟）自我介绍方法

这样分配内容：
• 首：感谢的客气话，短。（见下面例子）

• 第一1/3主要介绍自己的姓名、年龄、学历、专业特长、实践经历等；

• 第二(<1/3)应聘职位，对本行业，本公司的要求和了解

• 第三1/3主要介绍个人业绩，注意相关性，应届毕业生可着重介绍相关

的在校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成果；（见下面例子）

• 尾：表决心，谈交合点，尽量实在，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见下面例

子）

通常情况下，每分钟180到200字之间的语速是比较合适

的。

一分钟谈一项内容



面试

• “他们”只是带了鲨鱼的面具，看上去严肃些; 但是他们不是鲨鱼，他们是人，鲨鱼只是面具。
• 面试是考验，包括你对刁难的应对态度，包括所谓的“尊严”，很多时候是对EQ的考试。



公司实习

这是录用的前奏

老板在这个时候会观察你

你的内功会起很大的作用（见下一章）



实习时应该学些什么-公司的结构



实习时应该学些什么-公司的结构



你的办公桌

后 前

原则是：1要有条理；2看上去你是在工作的



九宫格(9-box):领导和老板对你的评价

EQ

成绩

能力



研究生三件事

能毕业
• 课程：拿满学分，不要挂科

• 课题：论文=论点+足够的证据+和导师多沟通

找一个工作
• 简历，为什么发出的简历没有回音？

• 面试，考验EQ

• 九宫格，老板对你的评价

内功
• IQ:读、做、解、说

• EQ: 写好”人”字的一撇一捺



内功 = IQ+EQ



内功（IQ）：做事



IQ = 读



IQ  写

http://km2000.us/1/

详细阅读
☮ 如何读研究生？研究生导师怎么做？ -
http://km2000.us/mywritings/graduatestudent.docx
☮ 如何读写科技/工程文章 -
http://km2000.us/mywritings/howtowritesciencepaper.docx
☮ 如何用 origin+excel 作图 -
http://km2000.us/mywritings/origin+excel.pdf

http://km2000.us/mywritings/graduatestudent.docx
http://km2000.us/mywritings/graduatestudent.docx
http://km2000.us/mywritings/howtowritesciencepaper.docx
http://km2000.us/mywritings/howtowritesciencepaper.docx
http://km2000.us/mywritings/origin+excel.pdf


IQ  做

http://km2000.us/1/



Input → Process → Output

• INPUTS： input variables, factors, etc.

• PROCESS：the gray box, the model, the process, the procedure, 

the mechanics, the principles, etc. 

• OUTPUTS：the results, the solutions, the product, etc.. The 

way to show / quantify the product or solutions. So-called 

“ask the right question”

• A new product
• To solve a problem

• A model
• A system

• Internal property
• External factor

做？ IPO



IPO 一个科学曲线就是一个ipo

I

O
P



O 问对问题，定义问题

问对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

这是比较难的一部分，

要注意方针和方法的区别，

要注意可操作性，

什么问题可以叫做“工程问题”



小故事：什么问题可以叫做“问题”

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通用汽车的客户与该公司客服部间的真实故事。

有一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Pontiac）部门收到一封客户抱怨信，上面是这样写的：“这是我为了同一件事第二次写信给你，我不会怪你们为什么没有回信给我，因为我

也觉得这样别人会认为我疯了，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我们家有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我们每天在吃完晚餐后，都会以冰淇淋来当我们的饭后甜点。由于冰淇淋的口味很多，所以我们家每天在饭后才投票决定要吃哪一种口味，等大家决

定后我就会开车去买。但自从最近我买了一部新的庞帝雅克后，在我去买冰淇淋的这段路程问题就发生了。”

你知道吗？每当我买的冰淇淋是香草口味时，我从店理出来车子就发不动。但如果我买的是其它的口味，车子发动就顺得很。”我要让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的，尽管这

个问题听起来很猪头。

※为什么这部庞帝雅克当我买了香草冰淇淋它就秀逗，而我不管什么时候买其它口味的冰淇淋，它就一尾活龙？为什么？为什么？

※”事实上庞帝雅克的总经理对这封信还真的心存怀疑，但他还是派了一位工程师去查看究竟。当工程师去找这位仁兄时，很惊讶的发现这封信是出之于一位事业成功、乐观、且受

了高等教育的人。工程师安排与这位仁兄的见面时间刚好是在用完晚餐的时间，两人于是一个箭步跃上车，往冰淇淋店开去。那个晚上投票结果是香草口味，当买好香草冰淇淋回到

车上后，车子又秀逗了。

这位工程师之后又依约来了三个晚上。第一晚，巧克力冰淇淋，车子没事。

第二晚，草莓冰淇淋，车子也没事。

第三晚，香草冰淇淋，车子“秀逗”。

这位思考有逻辑的工程师，到目前还是死不相信这位仁兄的车子对香草过敏。因此，他仍然不放弃继续安排相同的行程，希望能够将这个问题解决。工程师开始记下从头到现在所发

生的种种详细数据，如时间、车子使用油的种类、车子开出及开回的时间…，根据数据显示他有了一个结论，这位仁兄买香草冰淇淋所花的时间比其它口味的要少。

为什么呢？原因是出在这家冰淇淋店的内部设置的问题。因为，香草冰淇淋是所有冰淇淋口味中最畅销的口味，店家为了让顾客每次都能很快的取拿，将香草口味特别分开陈列在单

独的冰柜，并将冰柜放置在店的前端；至于其它口味则放置在距离收银台较远的后端。

现在，工程师所要知道的疑问是，为什么这部车会因为从熄火到重新启动的时间较短时就会秀逗？原因很清楚，绝对不是因为香草冰淇淋的关系，工程师很快地由心中浮现出，答案

应该是“蒸气锁”。因为当这位仁兄买其它口味时，由于时间较久，引擎有足够的时间散热，重新发动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买香草口味时，由于花的时间较短，引擎太热以至

于还无法让“蒸气琐”有足够的散热时间。

读后感想：问对问题
问题1：为什么这部庞帝雅克当我买了香草冰淇淋它就秀逗，而我不管什么时候买其它口味的冰淇淋，它就一尾活龙

问题2：为什么这部车会因为从熄火到重新启动的时间较短时就会秀逗？ 工程师很快地由心中浮现出，答案应该是“蒸

气锁”。因为当这位仁兄买其它口味时，由于时间较久，引擎有足够的时间散热，重新发动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

买香草口味时，由于花的时间较短，引擎太热以至于还无法让“蒸气琐”有足够的散热时间。



IQ  讲

http://km2000.u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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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EQ）：做人

写好人字的一撇一捺



做对人

人
• ＝一撇一捺

• =撇是自己，捺是别人，

• =自己自强不息·别人厚德载物

• =内方外圆，对自己要严，对别人要宽，

• 中国银行，中 + 孔方兄（为什么不是中间圆外面方？）



内功：写好 人 字



正能量

关于正能量:
• 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

• 而更好的事情，是成为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去改变去吸引更多需

要这种力量的人。

• 正能量帮助抵御诱惑，坚持前行



正能量吸引正能量



角度 同理心

三还是四？



中庸

中国姓中

中庸是中国人的智慧

中庸就是辩证法

中庸是动平衡



内功（EQ）：人字的一捺



行胜于言

行动力、执行力

投石问路，不知道该做什么题目怎么办？（草坪故事）

分段论，把大目标分成小目标，把大的方向分成小的阶

段。



草坪故事

• 有一个草坪铺路的故事，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保护草坪是很难的，因为草坪上的

路往往并不是按人的方便性来修的。有一次一个设计师承接了一个项目，交付使用后

在这个建筑物的周围全部铺上了草坪，没有路，任人去踩，几个月后，草坪上就分明

出现了几条道：有粗有细，然后他就此基础上修路，也有粗有细，结果可想而知。

• 具体到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是这样。在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没有明确的目标，

只要张开你的所有触角，去看，去读，去感受，你会不自觉地爱看一些东西，那是你

的兴趣，也是你的知识结构决定的，日子久了，也会出现几条路，这些路也都可以通

向你要追求的目标。

当你：

• 不知道该做什么题目怎么办？

行胜于言，投石问路，发现适合自己的研

究领域



找方法不要找借口



借口吸引badluck



责任

Responsibility = response + ability，也就是反应的

能力，人要有反应的能力，也就是所谓汇报的能力，报

联商，里面的“报”字。
下面讲一段小故事来说明“任何工作，没有报告就没有结束”：
部长下午两点约了去A公司和他们的张总见面，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谈，好不容易才约上的。早上上班后，部长向鲍莲裳作了关于今天工

作的一系列指示，最后说：“替我确认一下：下午两点钟我去A公司拜会张总的日程有没有问题。”

上午鲍莲裳真是忙坏了，但她没忘记给A公司打电话确认这件事。张总的秘书回答“日程没有变化，张总下午两点在公司等候”，得到了

确切的回答，鲍莲裳放心了。于是抓紧做部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下午1点钟部长问鲍莲裳预约好了吗？鲍莲裳：没问题。部长：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交大的校风：
• responsibility and appreciation，

• 感恩和责任



交大人对国家的责任

中国的科举制度

学而优则仕，这个仕是什么意思？

关于为人民服务

关于工程师的责任

关于苟利社稷

交大人和清华人的家国情怀



杂谈：几则小故事



人与世界的关系：
“假如一个人是对的，他的世界也是对的。”

拿破仑·希尔讲过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个牧师在星期六的早晨绞尽脑汁准备布道的内容，而他

的小儿子却缠着他不放。头痛的牧师在顺手翻开的杂志中找到一张世界地图，便灵机一动把它撕

成小片说：“你把它拼起来，我就给你两毛五分钱。”打发了孩子的牧师得意了不到10分钟，就

听到胜利的欢呼声。他闻声出来，惊愕地看到在客厅的地板上，拼在一起的地图赫然醒目。“你

是怎么拼的？”儿子说：“很简单呀！这张地图的背面有一个人的图画。我先把人拼出来，然后

翻过来就好了。我想，假如人拼得对，地图也一定该拼得对。”

一个人的心就是一个世界，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故事：
利用“缺点”

１．有个国王，一只眼睛是瞎眼，一条腿是瘸腿。一天，他召

来三个画家，命令他们给他画像。

２．第一个画家把国王画得很像，国王有一只瞎眼，一条瘸腿

。国王一看气得直骂，说画家出他的丑，把画家杀了。

３．第二个画家把国王画得很美，好眼好腿，很有精神。国王

一看气得更厉害，说画家讽刺他，第二个画家也被杀了。

４．眼看前两个画家都被处死，第三个画家直冒冷汗，他急中

生智，想出一个主意，结果不但未死，还得到很多钱。

５．他把国王画成正在打猎，那只瞎眼闭着，一只好眼瞄准，

一条好腿站着，那条瘸腿跪在石头上。

６．这幅画既真实又没有暴露国王的残疾，所以国王很高兴。

可见有些问题，只要转换一个角度就能解决。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从前有个医生，自我吹嘘能治驼背，说："背弯得像弓、像虾、像铁环一样的人，请

我去医治管保早上治好晚上就像原来一样直了。"有个人相信了他的话，就让医生给

他治驼背。

医生要来两块门板，把一块放在地上，叫驼背人趴在上面，又用另一块压在上面，然

后跳上去践踏它。背很快就弄直了，但人就马上死了。

那人的儿子想要到官府去申冤，这个医生却说："我的职业是治驼背，我只管治人驼

，不管人的死活！

• 昔有医人。自诩（夸耀）能治背驼，曰：“如弓者，如虾者，如曲环者，若延吾治，
可朝治而夕如矢矣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驼。乃索板二片，以一置于地下，卧
驼者其上，又以一压焉，而即屣焉（鞋子，这里做动词，践踏）。驼者随死。其子欲
鸣诸官。医人曰：“我业治驼，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呜呼

存在:以缺陷为伍
灭亡:与完美共存



总结：
研究生三件事

能毕业
• 课程：拿满学分，不要挂科

• 课题：论文=论点+足够的证据+和导师多沟通

找一个工作
• 简历，为什么发出的简历没有回音？

• 面试，考验EQ

• 实习，实际录用的前奏曲

• 九宫格，老板对你的评价

内功
• IQ:读、做、解、说

• EQ: 写好”人”字的一撇一捺



人生：正确的状态

1梦在前方→2路在脚下→3我在路上

+ 4长风破浪会有时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我在路上
长风破浪会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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