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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季业

毕业公益不能浅尝辄止

■通讯员 张涛

匆匆四年的大学生活，拿什么纪念
这段青春岁月？用什么来承载母校的品
格？ 近日，南昌大学和南京邮电大学联
合开展毕业季校园公益问卷调查，对学
生参与毕业季公益的形式、态度、建议
等多个维度进行随机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
359份，其中南昌大学240份（学生173
人、教师67人）、南京邮电大学219份
（毕业生192人、教师27人）。

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参加校园公
益 活 动 的 愿 望 比 较 强 烈 。
98.44%的受访者把公益理解为“积极
帮助他人，奉献社会，追求自我实现，
履行社会责任”。 65.63%的学生选择
“自我提升，希望锻炼自己的社交等多
方面能力”。61.98%的
学生“仍然希望积
极参加”公益活动。
76.04%的学生希望
自己的学弟学妹能积
极参加公益活动， 认为
“对个人成长很有帮助”。

抱团取暖更有积极性。
在离校前夕，南昌大学的毕业
生到学校的“留园”参加集体
劳动，虽有蚊虫叮咬、湿泥糊
脚之苦，却完全影响不了劳
动的热情。 调查显示，学
生参加公益活动比较普

遍， 但有组织的公益活动更能
够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 有

61.46%的学生了解校园公益是通过社
团宣传。

境界提升的“精神导师”。 南京邮电
大学青年志愿者梨春兰这段时间有点
忙，一直在向学弟学妹推介，青年志愿者
联合会与南京市金陵图书馆合作开展的
“我是你的眼———关爱视障人群”志愿服
务项目。 原本抱着锻炼能力目的参加公
益活动的她， 在多次活动后感受到了公
益精神的伟大。 60.94%的问卷对象认为
“帮助他人，感到自己内心很愉悦，实现
了自身价值，提升了人生境界”。

不能止于浮光掠影。尽管毕业公益活
动在学生当中参与面较大，但活动形式还
有待丰富和改进。 调查中，一半以上的学
生认为公益活动“浮于表面、不够深入”，建
议在活动形式多样化和特色化方面应当
加以改进。

用公益留住记忆和爱心

■通讯员 孔爱民 张前

“我们相约20年后聚首南昌大
学， 重新踏上母校的林荫小道， 亲手
打开寄存在‘留园’ 里的‘回忆种
子’。” 在毕业典礼上， 南昌大学校长
周创兵与2014届毕业生挥手相约。

周创兵校长所说的“留园”， 就
是南昌大学专门为毕业生规划， 由毕
业生参加设计建设的毕业文化长廊。
“回忆种子” 则是毕业生寄存在“留
园” 里的时间囊， 里面封存着毕业生
留下的“念想”， 或是像手绘校园明
信片之类的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的纪念
物， 或是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 或
是其他有关校园美好记忆的物品。

要在校园里为校友留下一片承载
记忆的园子，光靠一个毕业文化长廊显
然不够。 今年，南昌大学在校园里规划
了一块占地1400平方米的“留园”，供
更多届的毕业生留下记忆。现已动员包
括毕业生和校友在内的上千名志愿者
参与首期建设。各个届别的毕业生可以
自主设计建设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地。

为了打造毕业的美好， 南京邮电

大学毕业生则把爱心固化为公益创业
项目。 该校社会工作专业大四毕业生
季冬琴和贝磊从2014年9月起， 在南
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金叶花园社区为
老年人提供精神关爱服务。 同年12
月， 注册成立南京市雨花台区和家养
老服务中心， 季冬琴任法人代表。 她
们的公益创业获得了政府的扶持。 雨
花经济开发区购买了十多万元、 为期
一年的服务， 社区服务中心也拿出一
层楼给他们作活动场所。 季冬琴打算
一年后申请公益创投。 她的同学张春
花、 董地也开始了公益创业之路。

“幸亏有微店， 我们离开学校也能
和学弟学妹一起做公益。” 南京邮电大
学海源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办的“海源
公益” 微店在2014年春季开张。 目前
微店主打盆栽， 已获得近四千元的利
润。 这些收入都用来帮助贵州黔西南
州打嫩小学的布依族孩子改善学习、
生活条件。 “有心公益的人， 都可以
提供或购买微店经营的物品。 同学们
希望用创业的模式把公益坚持得更长
久。” 该社团的负责人张昕说出了大家
的想法。

今日离别是他日相会原点
■通讯员 欧阳永志 吴奕

又见合欢开，又到毕业时。 每
年六月，身穿学位服的毕业生成为
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谢师宴、
欢送会、毕业照、毕业旅行……大
家都在用各种方式向大学告别。而
穿上学位服，和亲友、老师一起参
加毕业典礼，则是所有毕业生心目
中的压轴大戏。

毕业典礼是什么？
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毕业生

石金生说:“毕业典礼就是宴席上的
一道菜———胡辣汤，用家乡话说是
滚蛋汤，吃完了，宴席就结束了。 ”

江苏大学的徐邦芪说，“毕业
典礼是一道分水岭， 这边还是学
生，跨过去就是校友了，母校，从此
成为心中永远的牵挂。 ”

在大多数学生的心里，毕业典
礼是一场不散伙的青春盛宴。典礼
上，学子们身着学位服，头戴学位
帽，让校长为自己拨穗正冠，眼含
热泪高唱《毕业歌》，青春记忆就此
定格。

徐邦芪作为2015届校友联络
员的总牵头人，建了一个超级QQ
群，300多人好不热闹，“以后要联

系哪位同学， 我们这些联络员就是千
里眼和顺风耳。”他自豪地说。而他，也
收到了一份校友大礼包： 一枚校友书
签、一个校友徽章和一本校友通讯录。

由同学变成了校友， 大学变成了
母校。 蓦然回首，4年青春年华已与母
校紧紧相连。 徐邦芪在毕业典礼那天
有十大计划：再去聆听校长讲话，再去
食堂喝次免费汤， 再去三江楼挤次电
梯，再去坐次校园小绿车……

4年很短，1460天。 中国农大的王
泽说，过了典礼，我们已不再是主角。
食堂淡淡的免费汤， 多久后我们会淡
却其中的味道？ 教学楼自习室哪张课
桌留下你的小抄？宿舍的兄弟，什么时
候还会因为一张臭牌而争吵不休？

典礼上，骊歌响起，大屏幕开始播
放记录大学四年的生活短片。台下，已
经有人相拥而泣。毕业典礼，就是让大
家释放情感的场所。 毕业生陈瑶一边
替好友抹泪，一边喃喃自语：正是从校
园中获取的丰富知识， 成就了今日的
我们； 正是我们留在校园中的美好回
忆，升华了今日的校园。今日的离别不
仅是人生的崭新起点， 更是今后再度
相会的原点……教师的谆谆教诲犹在
耳边：你们在新的征程中，要不断超越
自我，希望就在前方。

艺术相伴的离情是最美
■通讯员 刘爱华 朱向峰

没有华丽的伴奏， 没有高档的
演出服装， 更没有炫彩的灯光。 清
唱、 无伴奏和手里闪动的电子烛
光， 一群即将离开母校的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毕业生用校园游唱的形式
表达对母校的眷念。

“毕业唱游最初是几个大四合
唱团毕业生的提议。”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合唱团指导老师杨克玲
说。

“今年我们游唱的路线是从校
图书馆出发， 然后从宿舍楼、 草地
到食堂。” 合唱团团长任自然介绍，
一边走， 一遍唱， 《在水一方》、
《友谊天长地久》 等曲目被学生演
绎出别样风采， 感恩学校与教师。

“纯粹又直抵人心， 学生告别
的歌声总是让人动容。” 一位对外
经贸易大学老教师说。 毕业季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还举办了小语种
歌曲大赛、 “聆听国乐———与大师
面对面” 音乐会等多场活动， 向即
将毕业的学子送上深深的祝福。

用歌声与母校话别， 用音乐描
绘校园记忆。 日前， 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一场名为“衔羽” 的专场
音乐会精彩上演。 一群理工科学
子， 在传统乐器之外， 创新性地融

入部分西洋乐器， 流畅动听的 《春
江花月夜》、 谐趣欢快的 《老鼠娶
亲》 ……， “学生专注沉醉的演奏，
干净单纯的气质， 执礼如仪的谢幕，
让我们沉醉和感动。” 现场观看演出
的一位老师说。

“为了这场音乐会， 我们准备了
整整一年， 并首次挑战高难度的现
代作品 《燕子》。” 乐团副团长兼指
挥孙鹤是本科三年级学生， “每年
的音乐会我们都很期待， 因为它积
累了我们沉淀了一年的情感， 既是
新团员的首秀， 也是老团员的告别
演出。”

这是中国科大学生民乐团组织
的第13届专场音乐会， 在中国科
大， 这样的艺术活动着实不少。 今
年毕业季活动的重头戏“See� You
（再见）” 晚会更是在演出前增加了
红毯秀环节， 学霸们穿起礼服、 走
上红毯。 在音乐声中， 情侣、 好友、
一家三口， 用华服惊艳亮相， 实现
了在校园里的一次华丽转身。

“以文艺载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传承大学精神， 是一种非
常有效的抒发毕业生母校情怀的方
式。 我们希望通过毕业季的校园文
艺活动， 打造活力校园， 全面提升
学生的艺术素养。” 中国科大团委书
记张平说。

关 键 词 ： 毕业季艺术节
出镜高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许武：
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 中国科

大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研究型大
学， 但我们的老校长郭沫若先生当
年在首届开学典礼上就说： “我们
的学校应该有适当的文娱活动和弦
歌之声”。 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大师
也一直强调要“在理工科大学做到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因此， 发展学
生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特长和潜能，
培养学生文理交融的综合素养， 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氛围， 是中
国科大一直坚持的办学理念。

与此同时， 毕业生通过参加各
类文艺活动， 来与母校进行一次深
情的告别， 也是一种非常有温度的
情感表达形式， 展现了当代大学生
积极向上、 爱国爱校的精神风貌。
祝愿我们可爱的孩子们拥有一个健
康、 快乐、 幸福的明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 王玲：
“毕业游唱” 活动是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毕业生自发组织的， 坚持
十多年的一项传统节目， 没有奢华
的布景， 简单质朴但却饱含对母
校、 老师、 同窗好友的深情， 粗粝
的表现质地和动人的声音互相交
织， 给人美的体验、 审美的愉悦。
无论是“毕业游唱”， 还是“聆听
国乐” 活动， 由于有音乐艺术的渲
染， 为毕业季大学校园增添了美感
和深刻。

音乐的本质是一种唤醒， 一种
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再认识， 一种跨
越国界的语言。 多年来，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高度重视西方音乐史、 中
国民乐欣赏、 书法欣赏等一系列通
识教育课程建设， 聘请社会知名画
家、 教授或艺术家， 让艺术走进大
学校园。

提高师生艺术活动参与度

■通讯员 刘爱华 朱向峰

面对离别， 你最期待怎样的
毕业晚会？ 面对众多的毕业季艺
术活动， 你最喜欢怎样的形式？
近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手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 开展了“你最
期待的毕业季艺术活动” 问卷调
查。

本次调研面向在校教师随机
发放问卷100份， 收回有效问卷
87份； 向学生随机发放问卷2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176份。

调查结果显示， 46.87%的师
生表示最期待的艺术活动是文艺
晚会； 高达50.18%的师生表示希
望增加艺术展览类的艺术活动；
46.27%的师生表示愿意参加毕业
季艺术活动。

最珍贵的是“毕业纪念”。 6
月14日， 中国科大数学科学学院
毕业生刘丹站在安徽省顶尖艺术
剧院“合肥大剧院” 的舞台上，

完成了自己在中国科大学生合唱团的
专场演出， 给自己的本科生涯画上了
一个完美的句号。 “学生纯真的表
演， 真情的流露， 能感受到科大纯正
的学风。” 一位观众感言。

调查显示， 高达92.05%的师生
对毕业季艺术活动表示满意， 高达
50.18%的师生表示希望增加艺术展
览类 （如摄影展） 的艺术活动。

重在提高参与度。 每到毕业季，
很多艺术类社团的成员就很忙， 忙着
准备各自的毕业晚会， 有的还要参与
好几场。 调查显示， 虽然有高达70.5%
的师生通过校园海报、 微信微博等网
络平台了解毕业季学校开展的艺术活
动， 但仍然有29.5%的师生表示根本没
听说过， 只有46.27%的师生表示愿意
参加毕业季艺术活动。 “最近几年，
我们如何通过新媒体宣传以及开展丰
富艺术活动， 提高师生艺术活动的参
与度， 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考
题， 我们正努力答出高分。” 中国科大
团委老师王童说。

毕业典礼可以亦庄亦萌

■通讯员 吴奕 欧阳永志

毕业典礼是大学生涯的最后一
课， 在这一刻我们想和谁分享毕业
的爱与哀愁？ 想为这场传统而隆重
的仪式增添哪些不一样的元素？ 江
苏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了毕业
典礼问卷调查， 面向大四毕业生随
机发放问卷200份。
调查结果显示：毕业
生完全认同毕业典
礼的神圣感与崇高

感，但是，对毕业典礼具体的仪式规
则他们有不少想说的话。

关于毕业典礼的持续时间和整
体氛围，61.39%受访者认为1-2小时
最为适宜，80.69%受访者觉得毕业典
礼氛围应该轻松活泼与温馨感动兼
具。 感恩母校、师生道别、校长执拨穗
礼、颁发毕业证书，这些毕业典礼的
传统仪式受到超过98%的毕业生认
可，他们完全赞同坚守这些拥有丰富
文化内涵的传统仪式，也非常乐意邀
请任课老师、 家人亲友参与其中，陪
伴自己共同见证人生中的重要一刻。

毕业典礼庄严、神圣，却并不妨
碍它拥有感染力，超过七成的受访者
提出， 毕业典礼可以增加创新性元
素，让不同的毕业生通过它获得独特
的个人体验。 入场仪式走红毯、和校
长、院长一起玩自拍、封存时光箱、现
场即时互动、写封信慢递给十年后的
自己……这些参与感极强的环节，是
毕业生对毕业典礼新的期待。若干年
后，他们也许不记得自己在毕业典礼
上具体做了什么， 但是一定不会忘
记，在那场毕业的欢庆中经历了成长
的心灵仪式， 并且发出了自己的声
音： “嘿， 我在！”

江苏大学校长 袁寿其：
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每年有两个

最重要的仪式，那就是开学典礼和毕
业典礼。 每一年毕业典礼上，我们共
唱校歌，重温校情，记诵校训，精细设
计每一个细节，是为了让每一位毕业
生身上都烙下江苏大学的文化印记。

这样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校
歌、校训是校园文化的精髓，也是大
学精神的凝练和概括， 在毕业典礼
上传诵， 历史、 现实与未来连为一
体，释放出精神信仰的力量，既可以
加深学生的爱校情怀， 也可以引导
他们找到价值认同和归宿。

都说大学毕业容易抛弃学生时
代的理想， 在送给毕业生美好祝福
的同时再谈谈大学精神， 聊聊人生
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 有了这些思
考，无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扮演什
么社会角色， 毕业生永远是拥有独
立人格的精神富翁。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柯炳生：
毕业典礼，是大学校园中最隆重

的活动。 国外很多大学，没有开学典
礼，但一定有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是毕业生的告别时
刻。一生一次，穿上学位服，就是向梦
开始的地方告别，向苦乐交加的青葱
岁月告别。毕业生眼神与新生眼神的
不同，就是他们大学4年的收获。

毕业典礼， 是教师的感慨时刻。
每年一次，看到的是同样的学位服方
阵，同样的壮行标语，而他们在这一
年一年的重复中，品尝喜悦，感受激
情，增添白发。

毕业典礼， 是校长的年度大考。
每年一次， 都需要把埋藏在心底的
话，把同样的信念、经验、情感，用不
同的句子说出来。如果这十几分钟的
讲话，能够让那些心情急切地奔向独
立的年轻听众，大部分入耳，若干入
心，个别入脑，便欣慰之至。

关 键 词 ： 毕业公益
出镜高校： 南昌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书记校长有话

■微调查

南昌大学党委书记 胡永新：
从毕业开始， 大家就拥有了一个

共同的身份———校友。从此以后，无论
身在何方，处境怎样，校友身上永远烙
着母校的文化印记， 传承着母校的精
神品质。 母校将是校友人生旅途中永
远的港湾、坚强的后盾、温暖的家园。

在毕业生即将告别学校的时候，
有的通过亲身参与建设毕业“留园”，
将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留存在母校的
园子里。有的通过公益创业，把满腔的
关爱洒向社会。无论何种形式，无论何
种目的，只要是毕业生参与的、能够为
更多人传递正能量的， 都能够当之无
愧地属于毕业公益。 爱国、爱社会、爱
校、爱家、爱自己，当学生变成充满爱
心的校友，就是母校永远的光荣。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 杨震：
近年来公益创业在我国方兴未艾。

区别于传统的公益活动，公益创业是以
创业的方式、商业的运作模式行公益之
实，因而更有效率，更具有可持续性，在
价值取向上以满足社会公众尤其是弱
势群体的合理需求为目的，对于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善莫大焉。

几位南邮应届毕业生的尝试是对
李克强总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
的具体落实，这种公益创业行为本身折
射出当代大学生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也是南邮精神“信达天
下、自强不息”和校训“厚德、弘毅、求
是、笃行”的生动体现。他们的毕业季公
益行动是留给母校和学弟学妹宝贵的
精神财富，母校为他们骄傲。

关 键 词 ： 毕业典礼
出镜高校： 中国农业大学 江苏大学

■书记校长有话

■微调查

■书记校长有话

■微调查

毕业季 用梦启一段征程

中国科大“衔羽”音乐会。
杨晓萍 摄

对外经贸大学留学生演奏二
胡。 李玉彩 摄

南邮毕业生将创业公益进行
到底。 徐雷 供图

南昌大学毕业生在“留园”
种下回忆。 南轩 供图

江苏大学校长在为学生拨穗。
吴奕 供图

中国农大学生在典礼上自拍。
欧阳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