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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我 把“ 力 当 先 行 ”作 为 毕 业 赠

言。“先”即敢为天下先，“行”即付诸
行动，“力当”则要努力成就自己。“先
行者”重在“先”成在“行”。没有“干
别人没干过的事情”的决心，没有创
新思想，就不是先行者。你们所处的
时代，是创新引领发展，创新不再局
限于科技，还有理论、文化、外交、社
会治理等也要创新。剧烈的变革时
代为你们实现创新创造了越来越多
实践机遇，你们要基于全局性、战略
性及世界性的思考去打破专业背景
和专业知识的限制，坚定惟创新者
进，创新者强，创新者胜，成为创新先
行者。
陈俊 南京大学校长

南京大学“三三制”人才培养改
革，就是希望通过个性化培养，激发
和培养大家的质疑精神和创新潜
质。和而不同，矢志创新。所谓“和
而不同”，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能与他
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原
则问题上不必苟同于对方。要做到

“矢志创新”，我们就要有自己独立的
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批判精
神。和而不俗，勇于进取，不存有矫
情流俗心态。处世应随时世变化，不
存追赶时髦念头。拒绝庸俗，要保持
进取之心。
王迎军 华南理工校长

国家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型，中国制造向中国智能创
造迈进。你们作为具有新思想、新成
果研发能力的创新人才，越来越成为
时代和社会前行的引领力量。希望
你们保持精致、极致和专注的“匠心”
品质，在思想、技术及工艺等方面具
有独创性，敢创新、会创造、能创业。
山红红 中国石油大学校长

你们是石大的种子，携着“求真
务实，创新图强”的基因播撒世界各
地。创新创业是当代的显著特征，也
是时代赋予你们的使命。即将走出
校门的你们，要以担负起时代责任为
重，立足本职岗位，增强创新意识，坚
持不懈，拼搏进取，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做出新时代青年学子的新贡献！

创新创业

名流观点

每年参加毕业典礼，感受你们壮志满
怀的兴奋，我总是觉得自己很有福气，谢
谢你们和我分享人生这重要时刻。

踏出校门，你将迈进急速锐变的年
代，科技催迫全方位改变，以往熟悉的模
式不断更新重塑，全球在世局变幻不定、
经济不稳的大气候中谋求转型发展；这

“以往不再，未来没来”的关头，是契机还
是危机?

滥竽充数已经没有市场，没有解决方
案的雄伟愿景更是“有毒组合”，贻误资
源、时间还未最可怕，你知道我最害怕是
什么?我最害怕主观、因循的“心向”。我

们对“闭塞倾向”要时刻高度戒备，功能
凝固及惯性定向的惰性判断，是走向未来
的障碍和负累，错误的政策或计划，只会
把未来困锁在永无尽头而又徒劳无功的迷
惘中。

大家都知道科技创意带来高增长机
遇，但世界依然困扰重重，环境难以持
续，不公平、不公正、不安、焦躁处处，
令人畏惧。你如何把恐惧转化为促动力，
成为未来的想象者，和困难的解决者，承
担各种不可能的挑战和任务，不输给风雨?

这高增长的年代，要脱颖而出，必须
不断强化谦逊的学习态度。当人工智能让

机器也有观察力和逻辑力时，心智、心像
力是你拥有洞见，有先见之明潜力的关键。

科技是高增长的基石，人才创意是发
动机，社会的包容是燃料，三者合一，孕
育出共同学习、共同迭代，让新观点引向
新洞见，有升级增值力，有协变力的社
会，才能享受连续链良性循环的红利。

锐变的年代，也同时是人格力量的年
代，在理想大道上赶路时，希望你们有悲
天悯人的心怀。

不要忘记有能力帮助别人是福分。
近日我对福气一词有真切的领悟，一

场小病，在家休息期间，我迷上了在虚拟在虚拟

世界抄经世界抄经──迷上了怀素的狂草迷上了怀素的狂草。。虚拟空间虚拟空间
里真爽里真爽，，笔锋意连笔锋意连，，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回到现实回到现实
世界里世界里，，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亲情友亲情友
谊关怀的珍贵谊关怀的珍贵，，令熹微晨光令熹微晨光，，倍感殷殷相倍感殷殷相
迎迎，，夜里虫声唧唧夜里虫声唧唧，，从前种种从前种种，，易上心易上心
头头，，一切毫不容易一切毫不容易，，但我没有叹息但我没有叹息，，我始我始
终是个快乐的人终是个快乐的人，，因为我作为一个人因为我作为一个人、、一一
个企业家个企业家，，我尽了一切所我尽了一切所能服务社会。

各位同学，我知道你们大家一切准备
就绪，预祝你们在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
过程中，活出成功、丰盛、快乐和充满尊
严的人生。我期待中华民族因为有你而变
得更美好，人类因为有你而增加福分。

无解决方案的愿景是“有毒组合”
李嘉诚

仲夏蝉鸣，游子
意，木棉花开，毕业
季。本刊聚焦三十余
所大学校长毕业致
辞，从中遴选出现频
率最高的十大关键
词，再次与读者共同
触摸从未远离的大学
精神——以承担服务
国家战略为己任，以
各自高雅的精神文化
内核把握时代文化发
展规律，承载文化超
越价值，铸造和而不
同品格，促进核心价
值凝聚。

陈俊 南京大学校长
“和”是国泰民安、河清海

晏的和平愿景，更是代代相承
的人文精神，是要用一生去习
得的生存智慧，所谓“政通人
和，百废俱兴”讲的正是这个道
理。作为祖国新一代建设者，

“心和”最重要，从容淡定，心
平气和。你们遇到更多未知困
难和挑战时，要做到和而不
争，学会包容；和而不俗，勇
于进取。
张欣欣 北京科技大学

“修身莫如养性，至乐莫
过读书”，经典阅读是沉静与
沉思过程，是与世间“第一等
人”对话过程。阅读会因自己
的理解，使思想和生命内涵得
到延展与增值。希望你们多阅
读经典，学会与先哲对话，用
曲折和磨难磨砺心性，终保昂
扬向上之精神，做人格独立、
精神饱满、人生丰盈之人。
王广谦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你 们 步 入 社 会 或 继 续 深
造，都将受诸多机会、诱惑及
压力等对境界、定力、素养和

底 线 考 验 ，“ 漫 天 风 雨 不 言
愁”的洒脱实则不易。你们的
老师和校友，都以忠于初心的
信仰通过了种种考验，脚踏实
地的奋斗。究其根源，是源于
理想、信念、胸怀、定力。“峥嵘
路，赤子心，财经黄埔人，为国
为民，莫辜负，这一生”。
刘仲奎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

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
走上工作岗位，希望你们能坚
守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职业道
德和做人底线，用道德锤炼人
生厚度。树立正确人生观、价
值观和名利观。大其心，容天
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
善。要用坚持提升人生高度，
用健康增加人生长度。
严欣平 重庆科技学院校长

人生路很长，会有平川、
高山，也有缓流、险滩，有喜
有哀，为理想坚持不懈，才能
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你们
要以咬定青山的气概坚定信
念，以囊萤映雪的精神苦练内
功，以百折不挠的意志直面挑
战。

修身

自由而高洁的品格自由而高洁的品格从未远去从未远去
————20162016大学校长毕业致辞大学校长毕业致辞1010大关键词大关键词

张尧学 中南大学校长
你们是中南大学注入社会

的新生力量，或居庙堂之上，或
处江湖之远，务必铭记：只有心
怀理想之人，才能意志坚定、心
怀慈悲；常怀理想之人，才能胜
不骄败不馁，直面和承担苦难；
心有理想之人，才能抵御欲望泛
滥和社会黑暗；追求理想之人，
才能一生坚守。理想不分高贵
平凡，一事专注，便是动人；一
生坚守，便是深邃。
熊思东 苏州大学校长

理想是一种让人感到坚持
就是幸福的东西。不论你们从
事何种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
奋斗目标，在理想与现实产生
冲突时，跟随理想的指引坚定
前行，少计较功利得失，多些
关爱和温暖的大情怀，把目光
投向远方。作为未来的建设
者，希望你们带走的不仅是苏
大的文凭，更要带走苏大人为
理想而奋斗的精神。

程备久 安徽农业大学校长
“抗逆基因”是选育良种

的重要因素，于人而言，理想
就是人面对挫折和失败最好的

“抗逆基因”。理想带来追求与
目标、方向与动力，使迷茫、
失落的人稳重自持、从容自
信。希望安农学子都志存高
远，树立远大理想。心系“青
春梦”“三农梦”“中国梦”，
为现代农业发展尽到应有责
任。
李延忠 北华大学校长

梦想的最大价值在于敢梦
敢想带来的希望和敢做敢当带
来的力量。人生没有梦想，年
轻也是苍老。梦想不在大小，
重在实现过程中所获感悟。希
望你们能以最坦荡心灵迎接风
雨，最从容姿态面对喜怒，最
豁达心胸对待成败。无论从事
什么职业，成就什么事业，都
要始终怀揣梦想，不抛弃，不
放弃。

理想

李言荣 电子科技大学
有人说人生的意义是一种经历，

即看过不同风景、路过不同人群及闯
过不同领域。若将人生意义等同于
输赢，要看是否敢闯、会闯。“闯”字就
是一匹被关在门里的马，倘若它破门
而出便是风光无限；若不敢闯、不会
闯，被门关住，那就只能坐井观天。
希望你们抓住机遇，顺势为之，让人
生彩霞满天。
宁滨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知行”是北交大校训，“行”
即“思路要清，言行要实”。“思路要
清”指科学思考、合理谋划及独立思
辨。思是行之始，遇到问题，先思
考，理清思路、明确方法，再解决问
题。“言行要实”指肯吃苦、能坚
持。学会吃苦与忍耐、坚持原则与底
线，选定目标，就持之以恒、知行合
一，在服务国家和社会中实现自身价
值。

樊丽明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作为将参与和见证百年中国梦

最终实现的建设者，责任与情怀，
实干与拼搏是你们梦想的“试金
石”和“称重机”，凡成大事者都有
超常意志力和忍耐力。立恒志之
人，要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相结
合。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效应，一
个团队的努力便是乘法效应。行动
彰显梦想价值，不管生活如何考验
你们的意志、稀释你们的梦想，你们
都要内心强大，迎难而上，总结经验，
不断开拓人生新境界。
杨传平 东北林业大学

“中国的未来握在每个中国人手
中，但终究是 握 在 每 个 青 年 人 手
中。”本领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获
得，希望你们继续崇尚梦想与奋
斗，投入学习与实践，并在知行合
一上下大功夫、下苦功夫、下长功
夫。

实干

李元元 吉林大学校长
骐 骥 一 跃 ， 不 能 十 步 ； 驽 马 十

驾，功在不舍。新一轮世界科技和产
业由追赶向并行、引领转变，重在孜
孜不倦地求知问学。你们与优秀人才
同场竞技，要谨记颜值不代表价值，
背景不决定前景，只有勤于学习，博
观约取，厚积薄发，始终保持更新知
识的紧迫感，才能担起历史重任，实
现中国梦。
郭东明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

人生价值最终体现在对时代贡献
上，落脚点是事业进步。本领成就事

业，学习提升本领，任何成长与进步都
需要积极进取、厚积薄发。希望你们永
保积极向上姿态，坚持追求理想和事
业，不因挫折而懈怠，不因失败而放弃，
坚持学习，把所学融会贯通于实践。
付贤智 福州大学校长

学无止境，臻于至善。学校到社
会，是人生一次重大转折。毕业并不意
味着学习结束，而是新的学习开始。学
海无涯，希望你们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养
成终身学习习惯及培养终身学习能力，保
持谦恭心态，用心实践，诚恳请教，从基层
做起，从小事做起，完善自我，追求卓越。

求知

胡敏强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
南 师 大 人 都 应 有 责任和担当意

识。对自己负责，秉承“工匠”精神敬业
精研，踏实前行；对家庭负责，赡养父母，
抚育子女；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结合“中
国梦”“创新创业”“互联网+”时代特征谋
划人生，顺势前行。你们要牢记“正德厚
生，笃学敏行”的校训，以执着信念、优良
品质、过硬本领和健康体魄，走在时代
前列，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

赵金洲 西南石油大学校长
担当作为一种责任，关系国家前

途、民族希望和个人成长，希望你们
能以志存高远的自信、累积跬步的执
着、飞流直下的气魄、惊涛拍岸的豪
迈、心宽似海的博大以及水滴石穿的
定力担负责任，拒绝满腹牢骚、愤世
嫉俗、袖手旁观及蹉跎岁月。大担当
方有大作为，担起你们该担的责任，
做有担当的西南石大人。

责任

段献忠 湖南大学校长
情怀，是无限大心愿的意气奋发，

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酣畅淋漓，是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抱负，是爱人修
己的品格，是坚定笃行的理想，是放眼
天下的气度。有梦想，善践履，是湖大
学子应有情怀，你们要坚守千百年来湖
大始终追求卓越的情怀，敢于竞争，乐
于奉献。
刘鸣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
分子应有情怀。梦想不分大小高低，无

论何时都要勿忘初衷，坚守良知，独善
其身，还要用实际行动坚守社会公平与
正义。希望你们秉承前辈之志，追求真
理，做社会良知的坚守者，为社会进步
增添正能量。
郑晓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国家发展除物质财富积累外，更需
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要求你们始终保
有知行合一、团结实干的高尚情怀。知
行合一，知是基础，行是根本，合一是关
键。希望你们始终知在责任和探索，行
在担当和创新，坚守梦想，做好自己。

情怀

许江 中国美术学院校长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

也，永以为好也。”是华夏民族心心相
报的至清意象，是心约誓盟的高尚境
界。感恩并非馈赠，而是一种素质。
当下是生机无限、竞争激烈、鼓舞创
新的时代，为你们成长提供了丰沛条
件，也报以殷切邀约。你们当涌泉以
赴，以感恩之心体察人生，品味亲
情，担当理想，以生命创造的云雨，塑
造一代人的辉煌。
宫辉力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

感恩，是天性的自觉、人性的芬
芳。感恩，是责任担当，责任让我们接

近信仰。希望你们能保持感恩习惯，感
恩父母、师长，感恩帮助过你们的人。
用你们生长在心底的善良和梦想、生长
在生命里的坚强与信仰，面对纷繁复杂
的大千世界。
邓新秀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

“勤读力耕，立己达人”是华农人
毕生坚守和践行的校训，希望你们秉
承华农精神，不被社会良莠不齐的文
化裹挟和同化。在继续索取时思考感
恩和回报，回报父母，回报母校，回
报社会；感恩家人，承担起对家庭责
任；爱岗敬业，承担起社会责任；心
系人民，承担起服务国家责任。

感恩

李晓红 武汉大学校长
在自我修炼过程中，你们要如“工

匠”般时时打磨自我，以端正品行、高
雅品味、高尚品格，擦亮人生品牌;在
追逐成功之路上，坚守诚信、正直与善
良，让灵魂紧跟;在实现个人价值奋斗
中，心系他人、胸怀社会，在关爱和奉
献中释放自己的能量！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校长

初心是种单纯的情感、内发的动
力；初心是人生起点的希冀、事业开
端的承诺及迷惘困苦时的坚守。当
初心与理想、志向及信念相联时，我们
的视野会更加宽广。希望你们保持一
颗追求理想的初心，尤其保有国家和
民族责任感的初心。带着最初的艺术
梦想，用“青春”见证成长的价值。
汪劲松 西北工业大学校长

一位少年曾怀着航空救国愿望，
先后求学于国内外名校的航空专业，

一手创建了西工大的宇航工程系。
96 岁高龄，病榻之上，捐赠毕生积
蓄支持学校发展。在首个“中国航
天日”，他走了，为航天而生、为航
天而去。他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和
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用一生诠释了生命真谛。希望你们
也去追求生命的意义，坚定信念、
不忘初心。
曹卫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

蒋梦麟先生曾说：“在社会上立
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更
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教育
反足以增加人生苦恼或转为堕落工
具，万不可希望以最少之劳力获最大
成功。”都市生活物欲横流，希望你们
牢记头顶的璀璨星空，切不可允许内
心杂草丛生，不逃避自我也不囿于自
我，不为藏好自己伤害别人，要让良
善进驻心间。

初心
万立骏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对 于 继 续 深 造 的 学 生 而
言，熟悉科研环境，把握世界
科学前沿，能提高发现和解决
问题能力；敢于挑战和创新，
能为科学发展做出新贡献。而
选择创业与就业的学生，要尽
快熟悉社会、工作环境和工作
情况，学习更多社会知识和专
业知识，甘做小学生，拜内行
人为师，多观察思考，总结经
验，在实践中提高能力，增长
才干，用科技成果实现现代化
的伟大事业。

张广军 东南大学校长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 ， 和 也 者 ， 天 下 之 达 道
也”，把握中庸之道的内涵，
体悟辩证思维之精髓，利于增
长智慧，打破惯性束缚，独辟
创新蹊径。小胜靠力，中胜靠
智，大胜靠德。高尚的道德情
操和崇高的大爱精神是一个人
最美的品格，是获取成功的基
石。心存敬畏，方能达到“身
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
止”“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绳
墨者章”的崇高境界。

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