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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周刊
纵横思想前沿 推进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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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教育里的款款深情
本报记者 徐倩

中国民航大学毕业典礼现场，校长董健康与学生合影。 杨文明老人和江苏大学受助学生一起走毕业红毯。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在江苏大学医学院的解剖楼里，30
名身穿学士服的毕业生正向“大体
老师”默哀、献花并鞠躬致敬。这
是学院给毕业生离校前上的最后
一堂“无声”的思政课。

医学生进入医学殿堂的一门重
要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就是解剖学，
而“大体老师”往往是他们的启蒙老
师。参加活动的毕业生王悦说，这并
不是他们第一次组织活动致敬“大体
老师”，但离校前能够再看一眼“无言

的恩师”，与伟大灵魂隔空对话，“感
到非常有意义，希望通过日后努力，
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来回馈
帮助过我们的这些老师。”

同样是毕业教育，山东师范大
学立足毕业生思想状况和学习生
活实际，紧密围绕学生成长成才需
要，通过精心打造“最后一堂励志
课”“最后一堂党课“最后一堂德育
课”“最后一堂专业课”等四门课
程，最后一次为毕业生把好理想信
念、思想政治、品德修养、专业学习

“四道关”，为即将踏上逐梦之旅的
青年学子点亮了远航灯塔。

相比于传统的课堂讲授，浙江
工商大学的 4000 多名毕业生的

“最后一课”则以“自学为主”。离
校前，该校的毕业生领到了大学里
的最后一本课本《廉洁从业手册》。

“从校园到社会的跨度很大，
未来会有更多诱惑，一旦犯了错
误，自身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吴炉
芬是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接到
手册后，现场翻阅起来，《廉洁从业

手册》给了每一位毕业生以警醒，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为人正直，廉
洁从业。“像是母校的亲切叮嘱，指
引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毕业离校前，到班级负责的校
园绿地草坪里拔拔草，将自己不再
用的书籍资料赠送给学弟学妹，把
住了四年的寝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组织学生社团的学生开展一次感恩
活动⋯⋯浙江农林大学通过加强对
毕业生的离校教育，使文明离校成
为该校每一个毕业生的自觉行动。

最后一课上千叮万嘱

各种新奇的小物件或小感动
凝聚着高校精巧的设计和深层的
寓意，获得师生纷纷点赞的同时，
更成为高校价值传递和温情的重
要载体。今年毕业季，南京晓庄学
院的毕业礼物让不少学生大呼意
外：这是一份为每个人私人订制的

“专属毕业报告单”。进图书馆多
少次、借书多少次、进食堂的时间、
每天消费多少⋯⋯报告单中记录
了每一名毕业生在大学四年生活、
学习的点点滴滴。

同样是传递数据，苏州大学为每
一位毕业生精心准备了“金钥匙”。

通过扫描“金钥匙”上的二维码，学生
能惊喜地查阅到选课信息、志愿服
务、食堂消费等个人数据。学校通过
这样的形式，让毕业生将四年大学时
光“珍藏”，勇敢步入社会。

从武汉大学的毕业礼盒套装，
到北京工业大学送出的一份相框装
裱的母校精美银杏叶，到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的私人订制印章，再到西
安石油大学“一滴原油”⋯⋯一份份

“暖心”的毕业纪念，专属订制，独一
无二，既别出新意，又饱含深情。毕
业礼物成为大学教育的延续，无不
让学子们惊讶、感动又爱不释手。

此外，毕业教育更需要多一点
人文关怀，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毕
业氛围。每年毕业季，扬州大学饮
食服务中心都会为每一名毕业生
送上一份“毕业粽”和一张私人订
制的贺卡作为毕业礼物。青葱甜
糯的毕业粽子成为母校最后一道

“舌尖上的祝福”。
“美食是最浓烈的乡愁。”扬州

大学副校长洪涛介绍说，以美食赠
送毕业生，是不需要任何语言翻译
的成长关怀。

相比于批量为每一名毕业生
赠送礼物，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特殊

需求，则体现出一所高校无微不至
的细致与关怀。日前，在南京特殊
教育师范学院举行的毕业典礼上，
该校首位视障本科大学生张琪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毕业礼物”——
学校专门为她订制的盲文版毕业
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她的证书夹在双层透明胶片
中，上层胶片刻有盲文，胶片的一
角可以打开。现场，张琪一字一句
地摸读证书上的盲文，当读到“成
绩合格，准予毕业”时，她情不自禁
地笑起来：“特别激动，这真是个意
外的惊喜。”

私人订制里别有深意

当最后一次上课铃声响起，一句“起
来”，一句“老师好”，都显得弥足珍贵。

近年来，每逢毕业季，都会有不少高校
私人订制的“毕业套餐”红遍网络。

或自发参与、或有意引导、或
传统使然⋯⋯2019 年毕业季，不
少高校的师生们在互动中传递温
情，为离别画上了一个个圆满的句
号。

“我来我来，我来这第一铲。”
西南大学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宋昱

儒戴着厨师帽，从食堂
胡师傅手中接过大锅
铲，略显笨拙地开始在
食堂大灶上做自己的
第一道菜。这是该校
毕业生党员主动跟食
堂大师傅学做菜，亲手
做出一桌原汁原味的

“谢师宴”，作为毕业生
的最后一堂劳动课。

“我们这道菜叫步

步青云，希望老师们事业有成、步
步青云。”“看看我们组的，这是一
帆风顺，因为白菜就像我们即将扬
起的风帆。”⋯⋯学生们给自己的
菜取了好听又有寓意的名字，借此
表达对师长们的感恩之情和对未
来的美好期冀。

整齐的桌椅，干净的床铺，明
亮的玻璃窗，一尘不染的地面，还
有窗台边精心摆放的鲜花正散发
着清香⋯⋯不久前，上海财经大学
2019 届毕业生离校后的寝室刷爆
了朋友圈。入学时带着梦想的行
囊，离开时留下感恩美好。这是该
校把毕业生离校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的一个生动缩影。

每一届毕业生离开，带走了知
识与祝福，但很多人更希望在母校

里留下纪念和回忆。扬州大学数
学科学学院搭建爱心传承平台，毕
业生将专业书籍、课程笔记、考研
宝典等传给学弟学妹，每个宿舍还
赠送一本纪念册留给宿管阿姨。
虽然即将启程离开，但一定要将知
识和感恩无限传递下去。

在中国药科大学，为了给学生
一个镌刻印迹的机会，学校为毕业
生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毕业礼物
——“毕业留声亭”。学生纷纷走
进“留声亭”，倾诉与母校、导师的
美好情谊和谢意。“毕业了，再不善
言语、不善告别的孩子，也可以在
留声亭里倾吐自己的内心，留下自
己的毕业感怀，以及对未来人生的
美好憧憬。”该校商学院党委副书
记郭志波说。

有的在美食里传递感恩，有的
在科技中见证成长，有的在行动中
种下回忆⋯⋯虽然倾诉离情的方
式千差万别，但始终不变的是师生
惜别的款款深情。

越来越多的高校重视毕业教
育，这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生
动缩影。毕业“最后一课”体现出
一所大学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
表达对知识、文化和人才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通过仪式引导学生加
强对母校的认同，自觉形成延续和
传递大学价值观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互动参与中传递温情毕业教育不仅是校方教职员工的“独角戏”，更
应该是师生互动的“大合唱”。

“能够支持他们完成学业，实在
是 太 高 兴 了 ， 了 却 了 我 的 一 个 心
愿。”不久前，在受助大学生的邀请
下，91 岁的镇江老人杨文明来到江
苏大学 2019 年毕业典礼现场，和资
助的大学生一起走毕业红毯，以家长
代表的身份观看毕业典礼，一起分享
毕业的喜悦。

2015 年下半年，退休老人杨文
明主动联系江苏大学，捐出 20 万元
设立“文清奖助学金”，资助2015级
本科学生。

杨文明告诉记者，这 20 万元是
自己和老伴曹清秀种田务农、开家庭
旅馆省吃俭用存下的，原本是为了没
有工作的老伴曹清秀准备的养老金，
2015 年 3 月曹清秀因病去世，他就
想到了要资助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儿
女也非常支持老人的想法，于是联系
到了学校。“贫困地区的家长把孩子
送 进 大 学 不 容 易 ， 我 想 要 帮 帮 他
们。”设立奖助学金时，杨文明特别
提出，主要资助来自云贵川地区的孩
子，首先要保证孩子们能吃饱饭。

“文清奖助学金”资助了 10 名
2015 级本科学生。四年过去了，10
名受助学生有 9 名顺利完成学业，1
名为医学生，在外地实习。

毕业前，他们决定把杨爷爷请到
毕业典礼现场，“我们的家长都不能
来参加毕业典礼，爷爷就像我们的大
家长，看到我们毕业了，相信爷爷肯
定会很开心。”受助学生胡颖说。

这四年来，杨文明每个学期都会
来学校，和 10 名学生座谈、聊天，
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

胡颖告诉记者，他们在和爷爷的
交谈中了解到，爷爷小时候由于战争
原因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从卖报、当
学校校工做起，工作期间在三位好心
人的帮助下才有了文化。“爷爷生活
非常朴素，省吃俭用，他就像我的精
神支柱一样。”胡颖说，大学里她遇
到了什么困难，就会想到爷爷。

来自贵州贫困山区的杨永强毕业
后将去上海工作，就读于汽车学院的
他大二时一个学期挂了五门课，差点
被学校取消受助资格。

一听说这个消息，杨文明非常着
急，一个人坐了 40 多分钟公交车，
找学校相关部门表示要继续资助杨永
强，又找到了杨永强谈心。“本来自
己挂科时还没有意识到什么，看到爷
爷这么着急，为我跑来跑去，实在是
太对不起爷爷了。”自那次后杨永强
再也没有挂科，努力学习补上了积欠
的学分，顺利毕业。

因为毕业繁忙，机械工程学院学
生李枫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爷爷了。典
礼现场，爷爷一看到李枫就拉住了他
的手，仔细地询问近况。来自云南的
李枫毕业后选择了回家乡工作，他认
真地告诉老人，“爷爷，谢谢您，这
四年您教给我的不仅仅是要关心别
人，还要努力去传递爱。”李枫说，
一个人不光有对家庭的责任，而且有
对社会的责任，“回到家乡工作后，
我会努力去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这
是我的心愿。”听到李枫的心愿，欣
慰的爷爷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四年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间，
杨文明已经成了 9 名毕业生的牵挂，
邀请爷爷一起参加毕业典礼，自己的
成长才是对爷爷爱心的最好回报。离
别在即，杨文明也表示，要和大家再
聚一次餐，给自己的这群孩子送行，
祝他们在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对
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
小的，有了你们，我看
到了更多的希望。”

九旬“大家长”
情暖毕业季

通讯员 吴奕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组织1734名师生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福州大学毕业典礼上，毕业生向老师献花。

六月是生命怒放的季节，六月也是学子离别时。

对于大部分高校，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也意味着

又一批大学生，即将告别校园生活，正式迈入社会

舞台。毕业赠言、毕业礼物、毕业典礼⋯⋯在这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衔接时刻”，或千叮万嘱、或

花样迭出、或意味深长⋯⋯毕业教育成为当下很多

高校绞尽脑汁想要上好的“最后一课”。

2019年高校毕业教育玩出了怎样的新花样、传

递了怎样的大学精神？本刊走进十余所高校，在形

式多样的毕业教育中感受高校临行前的“款款深

情”。

【关键词：一滴原油】
西安石油大学根据学校特色为毕业生准

备的毕业礼物是“一滴油”专属印章。校
徽、校训、原油，“一滴油”凸显石油大学
情怀，刻有毕业生姓名的印章彰显对毕业生
的深情厚谊，小小礼物赋予“团结勤奋，求
是创新”丰富内涵。

【关键词：名方印玺】
6 月 16 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毕业生

准备了毕业纪念礼物“名方印玺”。水晶印
玺中封藏了熟地、当归等中药材，寓意让学
生们常回学校看看。

【关键词：DIY帐篷纸雕灯】
今年是华东政法大学复校40周年，学校

以华政“大草坪上的帐篷”为元素设计的纸雕
灯，需要由毕业生亲手拼装，祝福毕业生携着

“帐篷精神”这一前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开创人生新篇章。

【关键词：毕业留声亭】
为了给学生一个镌刻印迹的机会，中国药

科大学为毕业生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毕业礼
物——一座“毕业留声亭”。毕业生可走进“留
声亭”，倾诉与母校、导师的美好情谊和谢意。

【关键词：275封明信片】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275名本

科毕业生收到了来自辅导员瞿海琴的一份特
殊的毕业礼物：每人一张手写明信片。275
封，两万余字。为了给学生送上这份特殊的
礼物，瞿海琴连续一个星期，每天下班后在办
公室写到深夜12点回家，才赶在学生毕业前
最后一天完成了所有明信片的书写。

【关键词：专属戒指】
西南石油大学为 8400 名毕业生每人订

制了一枚专属钛钢戒指。戒指外圈刻有校徽
和校名，内圈则是学生名字和学号。据悉，此
次收到戒指的毕业生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和
留学生，目的是为了让校友有传承和归属感。

【关键词：毕业餐】
坐拥 35 个食堂、上百种菜色，食堂数量

在全国高校排名都靠前的华中科技大学今年
为毕业生们准备了一份惊喜。首次为即将离
校的毕业生推出了 13913 份毕业餐，毕业生
都可以免费去品尝。

（徐倩 整理）

小礼物的大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