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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思想前沿 推进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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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是牢笼，在各
行各业，你有实践力——
把科技、现代化及工业化
的优势，糅合成新。你有
检视力，知道如何守常持
变，厘清障碍；面临抉择，
掌握进退，处变不惊。

现代环境的新挑战因
循难立新，在平庸圈套的
死胡同徘徊，徒然浪费资
源事倍功半。要探求不一
样的方法，才可寻找到有
价值的量变。

建立自我，关键态度
是“谦卑、谦恭、谦虚”。谦卑
具有修复、激励功能，它是
虚伪自大和傲慢综合征的
预防针。有思想，有智慧带

谦虚修为的人，是有量度、
能长期处理复杂压力的问
题解决者，他们意识到自己
的观点，并非唯一有效可行
的选择。谦恭的人常带好
奇、开明，自胜者强是充实
人生的灵丹妙方。

立 志 要 改 变 世 界 的
人，有实质良心和才华同样
重要，你的领导能力能否服
务好理想？你的深度与宽度
决定你是解决问题的人，还
是问题本身；区分你是启发
别人的天使，还是把主观强
加于别人的牛魔王。

（摘自汕头大学校董
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在汕头
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李嘉诚：建立自我

▶名流观点

“最后一课”里的大学品格
本报记者 徐倩

校长讲话、拨穗、毕业合影……一年一度的
毕业季悄然而至。在这告别校园、踏入社会的
“衔接时刻”，校长们的毕业赠言无疑饱含着一所
高校最真挚的智慧与希冀。或追溯反思、或劝勉
激励、或展望畅想……内容不尽相同，折射的恰
是大学精神的千面万化。本刊带领大家走进二十
余所高校的毕业典礼，从不同角度，领略“最后
一课”里的大学品格。

在毕业生即将离校之际，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通过一些数据来回顾本科生的成
长历程：你们平均每人每年在餐厅就餐消
费 5556 元，体重却只增加了 0.63 千克，说
明你们善于将能量转化为知识；大学期间，
你们平均上了 2368 节课，参加了 79 次课
外活动，读了34.4本课外书⋯⋯

“现在大家或许明白时间都去哪儿
了。”该校校长郝芳说，“经过几年的大学生
活，你们的长跑（男同学 1000 米，女同学
800米）平均提升31秒，跳远提升24厘米，
可见，大学不仅丰富了你们的知识，还给
了你们有力地冲向远方的力量。”

当前，足球世界杯正踢得热火朝天，
墨西哥 1 比 0 战胜德国，冰岛 1 比 1 战平
阿根廷，上演了绿茵场上以弱制强的奋斗
传奇。奋斗，也是今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
上的高频关键词。

什么是奋斗？奋斗就是努力把不可能
变为可能。

“我 16 岁跨入大学，同你们现在一
样，实现了人生第一个奋斗梦想。”中国
矿业大学校长葛世荣回顾了自己的奋斗
史，“40 年来，我的奋斗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无论是 29 岁当上教授，还是 34 岁
担任副校长，唯有奋斗才能把新梦想变为
现实。从中，我领悟一个道理：时间是奋

斗的试金石。每个人的奋斗都会经受时间
检验，最终在时间这块试金石上留下不同
成色的人生。”

追溯四年的成长历程，似乎每一个人
内心都多少有些遗憾。有的同学感叹还没
跑遍校园，有的同学后悔还没谈过一场校
园恋爱，有的同学还觉得大学生活不够完
美。但在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看来，每一
名毕业生身上早已留下了鲜明的大学印
记，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多彩的青春
篇章，认真走过四年大学的人，都没有辜
负青春。

是的，遗憾使我们期待更好，未竟事
业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

“回首求学的这几年，我们的校园也
在伴随着你们的成长而不断进步和变化，
各项工作这些年一直保持高质量发展，稳
中求进、态势向好。”吉林大学校长李元
元带领全体毕业生反思四年变化时直言不
讳，“但我知道对照同学们日益变化的需
求，还有一定差距。我们教育综合改革的
步伐需要继续加快，探究式、互动式的教
学模式需要不断探索，各校区的办学条件
还需要持续改善，新体育馆和功能先进的
工程训练中心还需要加快建设⋯⋯”

种种不尽如人意，既是目前学校未竟的
事业，更是激励我们奋发有为的不懈动力。

追溯与反思：

用青春丈量生命的厚度

社会的运行规则也与校园不同，竞
争和淘汰异常激烈，各种不公的存在也
不断地刺激着年轻人的神经。走入社
会，柴米油盐、人情世故、奔波忙碌将
毫不客气地把时间切割；工具主义、功
利主义等思想将持续触及观念灵魂；纷
争、彷徨、冷漠、挫败等负能量将时常
磨灭内心豪情，使人淡忘梦想，放弃诗
意，活成油腻中年。

大学是社会的脊梁，我们将带着一
颗怎样的初心离开？如何面对那些生活
的纷纷扰扰？下一个归来你是否仍是少
年？每年的毕业典礼，校长乃至全校的
教师都会倾尽哲思，只为临行前的最后
一次叮嘱。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和持久的情
感，是一个人的立德之源、立公之本、
立身之基”，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殷切地
嘱咐毕业生，希望你们牢记“公能”校
训，坚守爱国情怀，不论今后走到何
方，一定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华民族的
杰出儿女，是祖国和母校南开的骄傲，
更请你们时刻铭记，“爱中华、复兴中
华”是新时代南开人终其一生、为之奋
斗的信念和追求。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和社会，唯有
启智才能自立自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校长朱泽飞说，“希望大家明辨与善思并
行，质疑与审视并重，涵养践行家国情
怀，修炼向美向真向善向爱的慧心，求
真理、悟道理、明事理，守望价值层面
的常识与确信，厚实驾驭人生事业的智
慧。”

不可否认，现在在，，抢红包的多了抢红包的多了，，
情感表达少了情感表达少了；；脸盲陌生的多了脸盲陌生的多了，，见字见字
如晤少了如晤少了；；旁观冷漠的多了旁观冷漠的多了，，热情热情帮助

少了。某种程度上，智能机器人时代的
人们似乎变得缺少温度和热情，人与人
之间越来越冷漠。

“ 唯 一 不 能 退 让 的 就 是 对 爱 的 坚
持。”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对毕业生
说，不管技术更迭多么层出不穷、眼花
缭乱，但在所有高科技和黑科技面前，
人类唯一不能退让的，就是对爱的坚
持；人类坚决拒绝的，是技术的方兴未

“爱”。诸位一定要有恻隐之心、同情之
心和同理之心，要推己及人、奉献爱
心，多做善事和公益，让彼此关爱和关
怀的精神薪火相传。

“与校园这个安宁的港湾相比，现实
社会带给大家的冲击恐怕要比校园中遇
到的不便猛烈得多。能够让我们藐视前
进道路上的风浪，指引我们人生的航船
驶向成功彼岸的，唯有坚定而正确的志
向。”最后一课，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
寄对毕业生们殷切期盼，希望学生在毕
业之后一定不要空谈理想，空谈目标，
而应该勇敢地融入社会，在摸爬滚打中
触摸真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不断的历
练中反思所失所得，磨砺意志，凝练目
标，校准自己的人生志向，不为风雨所
困，不负时代所托。

除 了 照 顾 好 自 己 ， 更 要 兼 顾 好 他
人。在每个人的人生维度呈现出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趋势。正如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所说，大家要从自
我激励转向合作发展，始终涵养包容心
态、始终秉持博大胸怀、始终遵循开源
思路，充分展示学校推进全球开放发
展、共建发展共同体的情怀，继承“海
纳江河”的自然基因，不断开拓人生的
高远境界。

劝勉与激励：

倾尽哲思只为最后的叮嘱

从现金交易到移动支付，从招手打车
到网约车出行，从提前占座到“斗鱼”直
播⋯⋯我们正处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创新、也更能成就创新的时代。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的历史研判。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将面临怎样
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承担新使命，奋力新
作为？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对新时代的
展望和畅想成为各大高校探讨的热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
构世界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说，创新已成为引
领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早已存在于
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面临的时代，
唯创新者胜、唯创新者强。未来，无论从
事什么职业、选择怎样的生活，你会发
现，在人生旅途中，推动人们不断前行
的，永远是那一份勇于探索、不甘平庸的
创新精神。

“当下，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传媒
正在进入急剧裂变时期，媒体的智能化进
程正在全面提速。大融合、大传播、大变
革的大传媒时代正在到来。”中国传媒大
学校长廖祥忠认为，这将是一个面临着巨
大挑战的时代，但更多的是机遇。“我相
信，大家完全有能力把握这个时代，这是
由咱们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什么是文化
基因？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忠诚、自
信、包容、竞先’八个字，这源于从广院
到中传六十余年办学历程的深厚积淀，践

行于一代又一代中传人的事业追求，铭刻
于每一位中传学子的内心深处。”

今年“五四”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
切寄语广大青年学生：“我们面临的新时
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
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
时代，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也承载着伟大的时代使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正如武汉大学校长
窦贤康向全体毕业生发出的号召，“时代
强烈呼唤所有武大学子，主动融入国家
发展，把握时代发展方向，做时代的领
跑者！担当时代的领跑者，就必须立爱
国志，传承报国精神。担当时代的领跑
者，就必须创所未创，勇做开路先锋。
担当时代的领跑者，就必须练真本领，
永葆坚毅之心。”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未来，大家依然要面对很多次

“考试”，因为“人生处处是考场”。我们
每个人都是马不停蹄的“赶考人”。

那 么 ， 我 们 该 如 何 当 好 时 代 答 卷
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呢？中南民族
大 学 校 长 李 金 林 对 全体毕业生千叮万
嘱，要勤于学习，答好“填空题”，要勇
于担当，答好“简答题”，要志于初心，
答好“论述题”。只要大家胸怀远大理
想、长存进取之志，努力践行“爱国、励
志、求真、力行”，就能答好人生考卷，
谱写精彩华章。

展望与畅想：

新时代怎样奋力新作为

请一定要大胆扶起摔倒的老人，以暖
心之举驱逐冰冷麻木。也不要轻易给迟到
几分钟的外卖小哥差评。人生着实不易，
宽容他人也是在照亮自己。

——黄淮学院校长 谭贞

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很多门第，但只有
一种门槛。努力到了就是门，努力不够就
是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杨宏志

毕业只是一种学习状态和方式的转
场，社会是比学校更大的课堂。时代是出
题人，你们是答题者，现实是考评官。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丁烈云

毕业是个动词，意味着离别的转身；
毕业是个名词，象征着转变的身份；毕业
是个形容词，代表着六月的心情。

——湘潭大学校长 周益春

面对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我希望你
们能够加快节奏，走在时代前列。但是，
在急速行进的同时，要注意回归本真，倾
听来自内心简简单单的声音，重温显而易
见的道理，让灵魂跟上脚步。

——山东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王邵军

诚信是奋斗者的精神名片，一定要像
爱护眼睛一样呵护你的信誉，拥有诚信才
能使你得公信、树威信、赢自信，使你在
奋斗的路上胜似闲庭信步。

——淮阴师范学院院长 焦富民

90 年来，我们与祖国共命运，与人
民同呼吸，与时代共发展。我们把责任扛
在肩上，尽管还不是研究型大学，但一直
没有模糊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郑州大学校长 刘炯天

挥手自兹去，此去千万里。山一别，
水一别，难别小蠡湖旖旎风光；风一更，
雨一更，更忆曲水桥流年芳华。

——江南大学校长 陈坚

且听岁月像旋律永恒，一直陪伴不断
聚散的旅程。母校始终开着一扇门，一直
等待永远青春的归人。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蒋传海

心中端起一杯送行的酒，敬往昔、敬
未来、敬现在，祝愿大家超尘逐电、气贯
长虹、人生有趣、幸福一生。

——燕山大学校长 刘宏民

在你们的毕业证上，我签上了名，盖
上了章，不管你们将来走向哪里，也不管
你们将来路在何方，已经给你们打上了川
师大的烙印。这不是刺配沧州，这不是发
配恩州，这是把你们送配到祖国的神州。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 汪明义

毕业赠言·金句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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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要珍爱“三个年
龄”，第一个是“生理年
龄”，身体素质决定生理
寿命长短，科学在发展，
寿命在延长，100 岁应成
为我们追求的下限目标。

第 二 个 是 “ 快 乐 年
龄”，保持时刻快乐，是美
容养颜、幸福长寿的秘
方。要快乐，就要大气对
人，生活不比较，名利不
计较；要快乐，就要善心
做事，不结仇怨，要有

“化敌为友”的胸怀和智
慧。

第三个年龄是“价值

年龄”，国内外政治家、科学
家和哲学家等，都对社会作
出杰出的贡献，对历史产生
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等虽生
命不在，但价值长存。

进入新时代，坚信新
一代的西南石大人，“梦
想不抛弃、理想不放弃、
生活不生气”，努力做一
个“有非常规思想”的
人、做一个“有非常规时
间”的人、做一个“有非
常规价值”的人。

（摘自中国科学院院
士邹才能在西南石油大学
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邹才能：三个年龄

请大家原谅，因为我
要说，所有的大学，而不
是某一所大学，都越来越
像培训学校了，陈寅恪所
讲的自由之精神都被丢掉
了，连加拿大学者所讲的，
大学应该教授的是常识的
课程，也被丢掉了⋯⋯

请大家原谅，我要说
的是，我非常反感那些信
口开河，哗众取宠，在课
堂上灌水的老师，也为那
些懒懒散散的学生感到可
惜。对学生来说，大学是
会影响他们的命运的，因
为大学时的经历，就仿佛
人生有千万条道路，你选
择了其中一条，你就必须
走下去，而老师恰恰是引

领你选择道路最初这一段
的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阶段的老师非常重要。

我 要 请 你 们 大 家 原
谅，正是因此，有时候我
们可能过于严厉，有时候
我们可能过于焦急。大学
不是养鸡场，大学也不是
歌舞厅，大学更不是股票
交易所。它就是一个传授
知识和保存理想的地方，
希望你们在人生道路上能
够回过头来意识到，大学
所传授的知识和倡导的思
想对你有多重要。

（摘自复旦大学文史
研究院创始院长葛兆光在
复旦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
话）

葛兆光:三个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