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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艺术团承载了大学生活最温暖的记忆，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穿这套演出服，但大学里修
得的文化与气质将伴随未来岁月。”刘彦君说。

刘彦君是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艺术设计专业
大四学生，她一直都是学校礼仪团和青花艺术团
的团员。她和团友们在杨柳青老师的指导下，除
了刻苦训练表演基本功外，还学习“针线活”。
通过她们灵巧的双手，让每套服饰都凸显了陶瓷
元素，如青花系列，原型就来自青花瓷盘的形
状；玲珑瓷系列是在镂空的婚纱上将蓝色灯线、
自制电源用透明胶、针线手工缝制而成。她们作

为表演嘉宾，多次参加学校重大国际学术活动及
各种典礼仪式，在舞台上的她们，举手投足间都
流露出曼妙的东方古韵，成为彰显学校办学特色
的有生命色彩的“名片”。

中国陶瓷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让陶瓷文化助
力学生成长成才?景德镇陶瓷大学一直进行有益
的探索和尝试。该校结合陶瓷和艺术特色组织了
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如拉坯体验、大地彩绘及
画说哲理等。“学校正在探索陶瓷教学特色的通
识教育课程，激发更多师生在特色办学文化引导
下勇于创新创业。”党委书记郭杰忠说。

景德镇陶瓷大学

青花瓷礼服“缝制”大学记忆
通讯员 李明文

“以后回到家乡可能再也喝不到学校食堂里
这么好喝又便宜的粥了，我会一生回味粥的味道，
而艰苦奋斗的内涵则要一辈子去践行。”管理学院
2016 届毕业生朱卓琳来自浙江舟山群岛，因为上
大学才来到东北，现在要离开了反而特别不舍。

6 月 22 日吉林师范大学毕业典礼当天，很多
毕业生在离校前特意早起去食堂喝一碗母校的
毕业粥也称为艰苦奋斗粥。起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建校初期，由于条件艰苦，那时食堂能为师
生提供的主要饮食是窝窝头和白菜汤，师生戏称
为“顽固不化的窝窝头，死不悔改的白菜汤”，能

喝上玉米碴混合着大米的稀粥就算改善生活
了。后来生活条件逐渐改善，窝窝头和白菜汤伴
随着忍饥挨饿的经历早已远去，而玉米碴大米粥
寄托的美好记忆和吉师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永
远流传了下来。每到毕业季，即将离校的毕业生
都会穿着学士服来食堂喝粥，并拍照留念。

“早上早点起床，去食堂喝一碗粥然后开始艰
苦奋斗的一天。”吉林师范大学王桂波教授告诉学
生，早起喝一碗粥后开始一天学习的经历是她那个
年代大学生活的主要回忆。“将来你们回忆起来，奋
斗过的青春会伴有一股特别的香醇。”

吉林师范大学

离校前再喝一碗艰苦奋斗粥
通讯员 何正泷

6 月 26 日，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近 400 公里
的商洛市柞水县杏坪镇中山村，举行了一场特殊
的毕业典礼。

身着学位服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
信，来到毕业生王功娜家，为因意外残疾的学生王
功娜拨穗并颁发学位证书，代表学校赠送一万元
慰问金。

王 功 娜 是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葡 萄 酒 学 院
2010 级本科生，父母皆逝。2013 年暑假，她在赴
家乡所在地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手续的路途中，
搭乘的摩托车翻入山沟，导致脊骨损伤，腰部以下
失去知觉不能自理。经过两年医治后，她提出复

学申请，但她的身体条件仍然无法进行正常的学
习与生活。学校为她调整专业方向，组织开展网
络教学和视频答辩。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王
功娜顺利完成本科学业，成为 2016 届毕业生的一
员。

“我一定会用学校对我的这份大爱之心，鼓舞
自己迎难而上，用大爱照亮未来的前进道路！”面
对着来之不易的学位证，王功娜喜极而泣。

“大学之大，不仅要有大师、大楼、大治，更要
有大爱之心⋯⋯传承大爱的精神，弘扬大爱的文
化，让每一位同学感受大爱的力量，这是我们挚爱
的这所大学的道德价值观。”孙其信校长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一个女孩的毕业典礼
通讯员 杨远远

教师

王涌 中国政法大学

一代人的成长节奏与一个国家的成长节奏
不期而遇，90 后的哲学注定不是幸福哲学，
而是英雄哲学。所谓英雄，是心灵的英雄，能
驾驭心灵者是英雄，被驾驭者必然沉沦。是思
想的英雄，客观理性和民族利益是发现真理的
两只眼睛，你们必须向 21 世纪的中国贡献精
纯的思想。是行动的英雄，是政治的英雄。你
们禀赋独特，会怀疑，会判断，有情怀，有智
慧，有见识，要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不仅
现在，而且将来。

赵洪珊 北京服装学院

命运取决于其时间规划与运用。每天多努
力一点会怎样，每天怠惰一点又会怎样？1.01
的 365 次 方 是 37.78， 0.99 的 365 次 方 是
0.026，它们之间是 1500 倍。有目标的努力，
会使琐碎的现实得到升华，诗和远方一直在奋
斗者的心中。

韩高年 西北师范大学

“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
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
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愿再见面时，还能看
到你们灿烂笑容！

夏昆 中南大学

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前路或许曲折，但光
明永远都在等着你；做一个梦想主义者，只要
坚持，梦想就会伴着晨光照进现实。

学生

唐凯旋 电子科技大学

大一暑假期间 20 天的支教经历，在海拔
3000 多米的一个山村小学，每天吃土豆，没
洗过一次澡，经常停电⋯⋯作为一个生活在
5G 试验场校园的大学生，亲身经历这一切
时，万分震惊。这段经历成为促进我4年努力
学习的动因。

马杰瑞 （美国） 中南大学留学生

每个人都有许多梦想，我的一个梦想就是
到中国寻梦。2009 年，我申请到清华大学学
习中文，半年的学习生活让我收获很多，我的
第一个中国梦由此实现。来中南大学学习是我
第二个中国梦的开始，虽然毕业了，但我的中
国梦还在继续，期待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作出
贡献。

冯芸 西北师范大学

再一次看到丁香花落时，便知道要毕业
了。回首求学时光，我时常问自己：西北师大
这所百年老校，究竟教会了我什么？——大
学，虽然不能让每个学子都卓尔不群，但教会
我们：努力应该成为习惯，用行动抵消抱怨，
优秀是一种必然。

李晓宇 福州大学

在蕴藏智慧结晶的图书馆，在明亮宽敞的
教室，在日夜奋战的实验室⋯⋯校园每个角落
都有着我们青春记忆。假如学校是一片沃土，
我们就是沃土上孕育而生的秧苗。向着未
来，我们思想延绵攀升，梦想开花结果。

卢嘉伟 东北林业大学

我们因思考而学会独立，因热爱而学会坚
持。明天我们即将走向社会，我们会牢记前行
的方向，带着一颗勇敢的心，与东林精神相
伴，向着理想与未来出发。

周韵桐 西南石油大学

有时我们拼尽全力，才触摸到的天花板，
却只是别人的地板。是树，就没有不向着太阳
和天空攀升的理由，是生命，就应该向着光明
和梦想之处呐喊，这就是成长的全部内涵。让
我们如初般守护梦想，用决然的勇气和力量，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奔跑。

校友

许开华 格林美公司董事长（中南大学）

创新创业，是爬坡过坎的过程，要勇于坚
守梦想，不忘初心，坚信社会正能量，善于务
小，敢于务大。人生需要设计，光阴不应虚
度。我们必须感恩时代以及给予我们机会的
人，宽容负能量，把握正能量，让努力和智慧
与国家意志和时代精神相一致。上善若水，得
道多助。

李洪利 威可多男装设计总监（北京服装
学院）

职业只是一个开始，它并不是人生的全
部。你必将同时兼具几重身份，而这些身份，
赋予职业更多意义。毕业既是一个结束，更是
一种开始。开始求取人生真经的征程，路途艰
难险阻，责任与担当是职业基石。

永远怀有赤子之心
——2016毕业季师生代表微言

毕业照故事

在浙江大学，不少毕业生会把没有在启真湖
中划过皮划艇列在大学遗憾清单中。

张弘斌毕业前是浙大皮划艇队和龙舟队的队
员，也是浙大水上俱乐部的副社长。“一开始加
入水上俱乐部更多是因为好奇，但接触之后不仅
感受到了水上竞技的魅力，同时也找到了观察世
界的独特视角。”水上运动贯穿了张弘斌的大学
生活，也让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毕业
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的他，计划把第一个月的工资
用来买皮划艇，带动家乡人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
和魅力。他憧憬——未来水上交通能成为浙大师
生的日常应用。

“第一次开了两个班，有六七百人报名。上
第一堂课时我们还没有码头，只能在湖岸边上
课，尽管上课条件艰难，但学生却从未缺席。”
授课教师前国家皮划艇队队员、世界冠军许亚萍
介绍，“浙大两年前开设了国内首个皮划艇通识
课程。”

水上运动在浙大紫金港这座新在“湿地”上
建起来的大学城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融入学生
的学习生活中。只要天气合适，学生便会在许亚
萍的指导下开展皮划艇、龙舟、皮艇球等各式各
样的水上运动，这些也成为浙大毕业生难忘的校
园生活。

浙江大学

最后去划一次艇
通讯员 周立超

卢政是东华大学毕业生。20天前，他和他的
团队带着毕业设计作品来到伦敦，参加第 25 届
伦敦毕业生时装周。他们的作品凭借讲究细节的
设计创意、纯手工面料打造及复合材料应用等元
素受到国际评委的认可。

卢政及他的团队毕业参选作品为“犯罪现场
调查之系列”，与潮流接轨，折射社会现实问
题，通过“犯罪嫌疑人”这个概念，探索社会信
息安全。

如何将灵感来源转化为具体的服装设计元
素？卢政有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本科期间积累

的“灵感集”，里面或写写画画或剪剪贴贴，各
种符号记录了卢政及团队成员的创作思路。对于
创意服装而言，从材料到实物的具体实现需要大
量实验，团队买来编织机不断变换各种纱线试织
面料，并在指导老师周洪雷的点拨下，将原先线
圈织的毛衣拆解，通过梭织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
起，最终达到所需效果。

从服装作品的初成，到饰物与鞋帽的拼接搭
配，再到时尚传播，卢政认为：“团队最大程度
地发挥了资源整合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不同专
业背景碰撞出了创意和灵感的火花。”

东华大学

伦敦时装周里的毕业作品
通讯员 虞晨洁 段然

碎影中的青春流年
毕业语思

“咱们动作快点，后面还有同学等着和民主
湖合影呢！”“快看看我衣服正了没，一定要在
民主湖留下我在大学最美的样子！”六月的重
庆骄阳似火，重大毕业学子顶着烈日来到民主
湖畔合影。

在这里，他们曾迎着清晨的第一抹阳光早起
吟诵，刻苦学习；也曾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在湖畔
的水荷柳荫处闲坐，缓解学习压力。离别在即，湖
边盘根错节的老黄桷树，饱经沧桑的粗壮树干温
柔地托起可爱的毕业生。

民主湖畔不仅有美丽的风景，更有动人的故
事和烙在重大人心中耐劳苦的精神。

为避免断水，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学原校长
郑思群带领学生挖田造湖。为顺利运出一担担沉
重的稀泥，这群工科学生将滑轮挂在塘边的老黄
桷树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下子变成了有趣的
物理实验。但是承载着滑轮的老黄桷树也累得压
弯了腰，至今还在民主湖的它，树身几乎匍匐在了
水面上。

上世纪 50 年代，当那群充满干劲的知识分子
卷起裤管一铲铲挖掘这个湖时，他们怎么也不会
料到当年为了蓄水而开挖的湖已然成了培育学术
的沃土和思想的摇篮，成了重庆大学具有灵魂的
风物。

重庆大学

民主湖畔诉离别
通讯员 聂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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