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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选择只是一次实践
课，年轻的你们还有时间、有
机会去修正。我希望同学们
可以通过这一课，理解选择
对人生是多么重要。未来，
你们还将面临更多的选择与
被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成就一番什么样的事业。

选择是对未来的预判，
只有时间才能检验它是否合
适。坚持选择，还是修正选
择，不但需要理性的思考，品
判性的思维，还需要豁达的
胸怀。面对选择，有人迟疑，
有人坚定，有人随遇而安。
面对选择的态度，恰恰体现
了我们内心的格局。一个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难免患得
患失；而一个有家国情怀的
人，更能获得内心的从容。
对于个体来说，任何一种选

择都有失败的风险，但从人
类整体来说，每一次失败的
尝试都是有价值的积累。人
类的每一步前行都不是个体
的成功，而是千百次失败后
的集体总结。

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确实，学无止境！我们只有
坚持终身学习，不断增益自
身能力，才能获得更多选择
的机会。各项能力中，学习
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最具长远
价值的。吉林大学的每一位
毕业生，都要不断学习，不断
完善自己，掌握最新的知识
与技术。让自己这颗螺丝
钉，坚定地钉在祖国需要的
岗位上。

（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希在吉林大学毕业典礼上
的讲话）

张希：

坚守内心 选择未来

▶名流观点

临别道珍重，长亭赠骊歌
杨文轶 熊智焱

炎热的夏季，也是一年一度的离别季。每年初夏，各地大学校园都会上演精彩纷呈的毕业盛典，拨穗正冠、毕
业合影、校长寄语渐渐成为典礼的标准化流程。这种图腾式膜拜的仪式，既彰显了独特的大学文化，同时也构成了
高校育人工作最具特色的一环。本刊收集了二十余所高校毕业典礼上的“临别寄语”，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高校的
“最后一堂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
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几乎所有的高校毕业致辞中都提到
要与祖国同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成为了大部分高校毕业典礼致辞的主旋
律。

“你们刚进石大的满怀期待是初
心，你们论文实验的通宵达旦也是初
心，你们节食减肥的白水青菜也是初
心，你们摇旗呐喊的绿茵对决也是初
心，你们关心恋人的多喝热水也是初
心，你们话别母校的依依不舍也是初
心。”西南石油大学校长赵金洲联系学
生生活，用平易近人的语句，解释了

“初心”的含义。

作为大学生活的过来人，校长和教
师们的毕业赠言饱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
和长辈的叮咛嘱托。“毕业后，你的角
色可能需要不断转换，这种转换可能常
会让你因措手不及而纠结、痛苦、迷惘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刘智慧在毕业
典礼致辞上与学弟学妹们分享人生感
悟，“面对岁月的考验，在遭遇挑战、
诱惑之时，你是否还能恪守自己的人生
目标？之所以希望大家不忘初心，是因
为面对挑战和诱惑，不忘初心可以让我
们以不变应万变，始终保持正确的航
向。”

毕业在这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大江
大河的漩涡中，跨越关口的攻坚期，高
校学子如何做到不迷失、不掉队、不放
弃，看到最美的风景，成就最好的自
己？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认为首先
要有定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顶

住诱惑，砥砺前行；坚持到底，就是胜
利。”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科大
人薪火相传的接力棒传到了同学们手
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院
士说道，“希望大家不忘科大创校初
心，牢记科教报国使命，始终与祖国同
行、与时代共进，跑好青春接力棒，接
力前辈科大人的报国之志、奋斗之举、
创新之思，坚定志向、勇于奋斗、乐于
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个人的青
春在追梦奔跑中美丽绽放，让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
接力奔跑中梦想成真。”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进而
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新一轮科技革命
突飞猛进，经济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不
忘初心，为的是满怀勇气，轻装上阵。

最高频词汇：不忘初心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所学校也有一千种校园生活。每一
所高校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沿革和校园文
化，学生在求学岁月里留下的足迹自然
也大不相同。临别之际，借着毕业典礼
的机会，校长与教师满怀着感慨，与学
生们共话“独家记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高
校越发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教育部印发 《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
新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进一
步明确了高校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和
路径。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校号召学
生怀三农之情，做乡村振兴的实践者，
学农、爱农、懂农、兴农，“希望你们
坚守初心，心系‘三农’，脚踏实地，
练就过硬的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在乡村振兴的大
熔炉中求得真知、锤炼本领，为农业、
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在全国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视频会议

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全力抓好
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
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
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一所师范
类院校，湖州师范学院重视学生品德培
养。2019 届学生是该校校长张立钦任
职后迎接的第一批新生，也是接受“君
子之风”教育的第一批学生。“如今，
你们即将完成学业，踏上新征程。作为
湖州师院的毕业生，我希望你们能把

‘君子之风’坚持到底，始终保持君子
的风仪、君子的气度、君子的傲骨。”
张立钦鼓励学生，效仿君子藏器于身，
待时而动。

“我们参与了海洋石油‘981’平
台、‘蛟龙号’载人深潜器、豪华邮
轮、大型挖泥船以及国防重点装备等一
批国家重点重大研发计划项目。”作为
一所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国防现代
化建设紧密相关的高校，江苏科技大
学 的 许 多 毕 业 生 进 入 到 了 船 舶 、 汽

车、能源等行业的知名企业、研究院
所工作，该校校长周南平嘱咐学生，

“一代代江科大人涵育了‘江海襟怀、
同舟共济、扬帆致远’的船魂精神，江
科大人就是要心系国家，服务社会，包
容他人”。

自 2014 年任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校长以来，杨灿明每年 6 月都会赠送给
当年的毕业生们一个主题词。今年谈

“美”，可谓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在
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们的回信中指
出，美育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
用。杨灿明希望学生们能够修炼美的灵
魂，拥抱美的日常，共筑美的社会，

“充分把握美好的青春时光，扬鞭策
马，奋进有为，在追求美的道路上不断
进取、不断收获”。

因材施教，实践育人。毕业生们的
身上，早已烙下学校深深的烙印，无论
走到何方，母校的期许都将是他们成长
的动力。

最特色寄语：因材施教

青春是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阶
段，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而奋斗是
青春永恒的话题，也是青年最为亮眼的
标识。

“从启蒙思想、救亡图存的爱国运
动，到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的建设岁
月，再到除旧布新、踏浪前行的改革时
代⋯⋯”通过回顾共和国 70 年的奋斗
史，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生动描述了中
国青年作为先锋力量，用青春之我谱写
的“救国”“建国”“兴国”的奋斗篇
章，同时希望大家带着母校的嘱托，以
担当砥砺强国之志，以创新展现强国之
才，以奋斗奉献强国之力，在成就“大
我”中升华“小我”，在实现强国梦的征
程中放飞青春梦想。

奋斗与担当从来就是并行的。在纪
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深情寄语中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
任，做新时代的奋斗者。武汉纺织大学
校长彭育园认为这不仅是对青年的殷切
希望，更是青年自身成长、实现价值的
必由之路。无奋斗，不青春。全力以赴

的样子，是青春最美的姿态。
“面对发展的不确定性，只有大力

弘扬自立自强的精神，把关键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牢牢把握创新主
动权和发展主动权。”武汉大学校长窦
贤康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爱国报国
的家国情怀和追求卓越的时代担当合并
成了武大精神的内核。“国家强盛和民
族复兴的重任，无疑落在包括你们在内
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而身处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也正是在不断奋进
前行的过程中，逐渐担当起民族复兴的
时代重任。

对于大部分大学生而言，毕业是对
求学生涯的一种割裂。从象牙塔走向社
会，直面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承受普遍
的压力和挫折，应对劳碌的生活和奔
波，难免会磨灭激情、淡忘梦想。在这
个拐点，毕业典礼也成了莘莘学子在校
期间最后的心灵加油站。

“你们处于人生发展的起步阶段，面
对环境变化和多样选择，难免会内心波
动、困惑甚至彷徨，一不小心就迷失方

向。”应对迷惑，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笃
定回应，“无论身处何地，希望你们始终
把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作为最大追
求，坚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同时他还要求复旦毕业生
要涵养一种大气，要有大格局、大智
慧、大气魄，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挑
大梁、干大事、成大器。

格局也是一种情怀。情怀，是一种
高尚的心境，更是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
寄托与向往。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
是这样理解的：“情怀之于理工大人，就
是要以一颗心灵、一种心境、一条心道
达到人生与社会的至善之境，达到‘心
所至，无所不至’的至高人生境界。”张
清杰叮嘱大家要以此引领自己的人生追
求，做有情怀的理工大人。

毕业之际，除了毕业证、学位证之
外，校长们更想装进学子行囊的还有大
学的精神，以及信仰的力量。正如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所说，“无论大家今后
身在何地、从事哪一份工作，都不要忘
记这份信仰与责任。”

最美好期望：奋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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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4年在北师大本
科毕业，并考上了研究生，但
是我只读了半年。而这半年
却为我打下了人生职业道路
的基础。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才
华重要还是平台重要。我认
为平台更重要。因为平台不
仅可以让大家展示自己，而
且还可以激发个人潜力。也
许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很平凡
的人，但是好的平台往往能
激发出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
潜力，完成你自己都无法想
象的成就。所以我们作为北
师大人，可以不生活在聚光
灯下，可以不生活在别人的
掌声里，但是我们要努力成
为一个好的平台的建设者，

在科学、艺术、教育等方方
面面，给我们的中华大地搭
起无数让我们的下一辈、我
们的学生能够发挥他们的潜
力和能力，让他们为人类文
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平台。

最后，我想以我的三位导
师为例，用三句话与大家共
勉：在条件艰苦的时候，我们
要成为文明火种的守望者；在
条件改善的时候，我们要成为
文明火炬的传递者；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如火如荼
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伟大事业
的建设者和成就者！

（摘自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所所长王晓东院士在北京
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
话）

王晓东：

做文明火种的守望者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
请你努力理解那些服务人
员、保洁人员、保安人员，努力
理解那些无权者和无钱者，努
力理解老弱病残群体，不要以
为你真是他们的上帝，不要以
为你真比他们高明，不要认为
你真是他们的救星，很多事情
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件区区小
事，而对他们来说，则可能是
令全家焦虑不堪的天要塌下
来的大事。

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穷
苦生活体验的人，永远不可
能真正明白穷苦生活到底意
味着什么；一个从来没有经
历过借钱难的人，永远不可
能真正体会到向别人开口借
钱的感受；一个从来没有抚
养过残疾孩子的家长，永远
不可能真正感受养育残疾孩

子所需要的各种付出和各种
滋味。

正是因为人们其实根本
不可能真正体悟到弱者的生
活现实和心理世界，因此，
我们更加需要保持一种态
度，也就是要尝试“像弱者
一样感受世界”。

卢梭曾说，“看到你们
这种端庄朴素的装束，谁还
不鄙视虚浮的奢华？”我想
对我们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毕
业生说，“看到你们的朴实
纯真，谁还不鄙视浮躁圆
滑？看到你们的高洁志趣，
谁还不鄙视精致利己？看到
你们对弱者的尊重，谁还不
鄙视强者的骄横？”

（摘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
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该院
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叶敬忠：

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

未来，你们将面对的生活，除了一
路坦途，也会有曲折坎坷。无论如何，
请记住，山断不了来路，水挡不了归
途。愿你们思如智者，永不惧海阔天
空；行如少年,永不知山高地远。

——兰州大学校长 严纯华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报考燕大时的初

心，让终身学习成为你们人生永恒的主
题，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
求；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敢于质疑和批
判，在人云亦云的社会里保持清醒，成
为真正内心强大、有思想的青年。

——燕山大学校长 赵丁选
这种“灿烂”，不一定要当大官，

也不一定要发大财，但是要努力成为具
有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人
文情怀的社会栋梁和工程英才，要到祖
国需要的地方挥洒汗水、建功立业，要
真正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不负人
民、不负时代、不负国家、不负青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聂宏
流浪地球需要温暖，温暖是一种可

以让你泪流满面的力量，做一个温暖世
界的人，这将使你永远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 叶美兰
希望大家能够用自己的生活热情感

染周围的人，哪怕给外卖小哥一句好
评，给保洁阿姨一个微笑，给公交司机
一声谢谢，在传递正能量中懂得：虽然
生活不易，但我们足够相信并热爱。

——青岛农业大学校长 宋希云
以品德润身、公德润心、大德铸

魂，恪守正道、严守规矩，诚实做人、
踏实做事。面对复杂的世界变局，有是
非之心；面对外部诱惑，有羞恶之心；
面对美好岁月，有感恩之心；面对病人
和家属，有仁爱之心。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元元
现实社会不会遍布鲜花和掌声，而

是努力与挫折、机遇与困难、认同与误
解并存，希望你们学会做事，学会共
处，学会做人，提高情感处理能力和深
度交流能力，在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
在逆境中保持容忍力和耐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杨宗凯
无论面对诗情画意还是暴风骤雨，

都能心怀感恩与包容，记得他人的帮助
与指引，秉承一份真性情，去理解生
活、去善待人生。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王稼琼
惟坚守真我者，方能诚于中、形于

外、敏于行；惟笃行始终者，方能守其
正道、成其远志、得其始终!

——浙江农林大学校长 应义斌
任何一个从事伟大事业的人都怀着

一颗敬畏之心，敬畏身边同事、敬畏社
会、敬畏未来，永远保持一颗平凡心。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王树国
如果说学校的发展是每个人的成就

加和，那么学校集体的自信则是我们每
个人自信的乘积。

——郑州大学校长 刘炯天
科学的魂是科学精神，是在求真知

过程中秉承并体现出的一种思维、一种
信念、一种文化，一种文明。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王瑶琪
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事业的一颗螺丝
钉，做好本职工作是根本。即使是本职
工作，也会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
决。

——广西大学校长 赵跃宇

毕业赠言·金句集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