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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周刊
纵横思想前沿 推进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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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凝练大学精神底蕴
本报记者 徐倩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进入新时
代，今天的新生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期，这
代人肩负着未来二三十年要代表中国走到
世界舞台中央去表演、去引领的使命。

“爱国”成为今年校长发言最热频词之
一。教导新学生们刻苦学习，崇尚学习。热
爱祖国、了解祖国、融入祖国成为校长们开学
典礼的“流行语”。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
中国好吗？”在今年的开学典礼上，南开大学校
长曹雪涛带领新百年的第一批本科生再次重
温了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他在致辞中29
次提到爱国。如何写就“爱国三问”的新时代
答卷呢？曹雪涛认为，答好“爱国三问”，当有
秉公爱国的大格局，当有学以报国的大担当，

当有实干强国的大作为。
“今年入学的新生无疑是幸运的一代，你

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
梦高度契合。”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元元叮嘱
学生，青年学生要追求卓越，要立鸿鹄之志、
怀家国之情。只有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
大我，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才能更好升
华人生境界，实现人生价值。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开学典礼
上对新生的未来寄予很大的期许，他期待
新生们能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发展紧密结
合在一起。在这个多元化、多彩缤纷的世
界中团结凝聚在一起，将是一个民族生生
不息、勇往直前、永放光芒的民族力量和民
族内涵。

除了在开学第一课上畅谈家国情怀，
很多高校更是在教育方式上不断革新。今
年，为了让学生深耕基础、开阔视野，同济
大学对本科生培养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
实行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和大类管理，希望
学生成长为引领未来的社会栋梁与专业精
英，成为支撑国家和民族的“擎天柱”。

“‘擎天柱’意味着意志坚定、顶天立
地、担当大任、实力卓越。”同济大学校长陈
杰在开学典礼上对新生说，希望学生立志
做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具有深远影响的
大事，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坚持与祖
国同行、坚持为人民奉献。我们可能面临
现实压力，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还可能
经历长时间努力却得不到成果的苦闷，但
成功属于有梦想、不放弃的人。

与祖国同行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金秋九月，硕果累累。这是一个

收获的季节，更是很多大学生播种希

望的日子。对于许多刚步入高校的学

生来说，开学典礼无疑是新生们大学

生涯的新起点，更是他们瞭望未来、

畅聊梦想的新舞台。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开

学第一课”上，各个高校绞尽脑汁，

或寄予期待、或饱含深情、或送出祝

福⋯⋯今年各大高校的开学典礼闪烁

着怎样的大学精神、哪些高频词汇成

为大学校长殷切的嘱托，本期我们走

进二十余所高校，听一听“大学第一

课”上的校长哲思。

“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
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
势。”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
会上强调了人才和科技的重要性。高校是
一流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近年来，大数
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颠覆性科技竞
相涌现，加速了知识生产和裂变。高等教
育的改革和创新使命越发迫切。为此，瞄
准前沿、争创一流、勇于创新，也成为高
校开学典礼的高频词。

大学是创新的源头、是 0 到 1 原创知识
的基地。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格外重视培
养新生们的创新意识。他在开学典礼中反
复强调，大学校园由于学术思想的自由使
得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

意识，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
设计、新发明层出不穷。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长徐晓飞直
言哈工大人才培养讲究“厚基础、强实践、重
能力、求创新”，“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奋进
精神”也是哈工大精神重要内涵；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坦言中国科大初建时
就以创新立校，“创新无处不在，熔铸在科大
人的灵魂里，已成为科大人开拓进取的一种
本能和内驱力”；东南大学校长张广军则希
望新生们传承东大“以科学名世”的勇气和
智慧，苦练自主创新本领，真正以创新进，以
创新强，以创新胜，以创新引领未来。

很多高校将培养创新人才融入师生工
作学习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正如南方科技

大学校长陈十一在开学典礼中向新生介绍
说，在南科大几乎没有两名学生的成绩单
上有完全一样的修读课程。想成为一名卓
越的科学家、工程师或跨学科人才，学生一
定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选择自己的课程、
科研和创新项目，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知识、
能力、思维框架。

“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一定是未来
高校人才培养的标配。”东北林业大学校长
李斌在致辞中说，随着创新型国家的持续
建设，现代科技的创新发展，生物技术、新
材料、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日新月
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发展，
尤其是 5G 时代即将来临，我们迎来了科
技创新发展、创造无限可能的机遇期。

与时代同行 瞄准前沿勇攀一流高峰

好大学的学生总结起来就是几个字：
越优秀、越上进，越成功、越努力。

——四川大学校长 李言荣

人生的改变，不是从改变思维开始，
而是从改变习惯开始。

——广西大学校长 赵跃宇

本科期间重要的不是你学了什么，而是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
习惯。

——天津大学校长 金东寒

从入学开始就要做一个与时间赛跑的
人，做一个会充分利用时间的人，这样美丽
的人生就会徐徐为你展开。

——燕山大学校长 赵丁选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其独特性，不应该
用一个标准的模板来测量人生的成功和失
败，只要将个人的志趣融入到为社会、国
家、民族、人类做贡献的事业中，每个人
探索的路径可以千差万别，成功的样式可
以万紫千红。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曾勇

了解一所大学，最为重要的是认知其
精神和品格。大学的精神和品格，对于师
生的成长成才、做人做事，起着方向引领和
潜移默化的作用。

——山东师范大学校长 曾庆良

大学是一个需要吃苦的地方，它是一
个练兵场，而不是一个安乐窝。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 李召虎

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驾驭知识的能
力、独立思考的性格、发现问题的洞察
力，将知识学习转化为能力，做到业有所
精、学有所成。

——东北林业大学校长 李斌

开学典礼，对于你们而言，既是一次
“清零”，又是一次“重启”，就是要让大家意
识到身份角色的变换，学习方式以及思维
方式的转变；就是要让大家以一种全新的
自我，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新的
学习环境和新的人生历程。

——常熟理工学院校长 江作军

追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荆棘载
途、艰难险阻必须迎难而上、百折不挠，
义无反顾向着梦想前进。

——青岛农业大学校长 宋希云

开学寄语·金句集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人正处于学
习的黄金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
方式。当前，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
共识。正如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所言，好
大学的学生总结起来就是几个字：越优
秀、越上进，越成功、越努力。

“跳出慵懒的舒适区，迎着风霜雨雪
野蛮生长。”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告诫学
生，人贵有志，学贵有恒。他呼吁全体新
生：坚持从每天早晨的“打卡”跑步做
起，从进科研团队、进创业苗圃做起，从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做起⋯⋯全面调动和
集中精力，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一个目
标接着一个目标去攻克，善于积小胜为大
胜。

华中农业大学在今年的迎新工作中去
掉了很多“保姆式”服务，就是希望学生

从入学报到第一天就学会独立，自主应对
新生活和新环境。该校校长李召虎表示，
大学是一个需要吃苦的地方，它是一个练
兵场，而不是安乐窝。

著名教育家埃德加·福尔指出，未来
世界的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不
会学习的人。天津大学校长金东寒向新生
们介绍了该校工程非线性振动专家陈予恕
院士的教学经历。在学生学习开始之前，
他一定会问学生这样的问题：“有兴趣
吗？愿意下力气吗？”陈先生要求学生

“勤奋学习”，自己更是
“勤奋”的典范。在 85
岁高龄时，还立下“将
继续努力，一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的誓言。

“在一个好大学里，
不是说老师都有多牛，

同学们有多聪明绝顶，硬件条件有什么不
得了，关键是有一种弥漫在整个校园里、
每一个角落中，人人都努力上进的氛围和
都有精益求精做好每一件事的标准。”四
川大学校长李言荣认为，只要在这样一种
环境下成长，以这样一种标准来要求自
己，这个标准就会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渗
进学生的血液中，并升华为一种做人的标
准，从而影响学生的一生。

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是一所大学沉甸
甸的嘱托，更是一所大学精神内涵的外
延。“学习”“创新”“爱国”⋯⋯校长们
传递的新观念、新思维和新方法，唤起了
新生们的心灵共鸣。不断激发着学生们刻
苦学习、崇尚学习、加强学习的奋斗热
情，也催发着他们勇于创新、争创一流的
精神品质。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征程上激荡青春的活力。

与奋斗同行 坚守一颗孜孜不倦的求索心

20 多年来，我一直在
铁路装备行业工作，作为
一名高铁设计师，我亲身
经历了中国高铁从追赶到
领跑的时代。我想结合

“和谐号”“复兴号”研发经
历，分享一些感悟。

一是看远，以大情怀
做眼前事。远大的志向、
博大的情怀是成就一番事
业的关键。在今天这个繁
华喧嚣的时代，我们更需
要情怀。

二是看透，聪明人肯
下苦功。高铁研发的经历
告诉我们，把产品做到极
致，绝非一蹴而就，而是沉

下心、不浮躁、百折不挠。
如果用高铁喻人生，我最想
说的是，速度不等于速成。

三是看清，基本功成
就真正的高手。高手都有
师傅，但是你能不能成为高
手并不在于师傅，而是取决
于你自己。眼高手低不成
事、夸夸其谈误大事，知识
的积累需要广度、深度，更
需要精度。只有练好基本
功，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

（摘自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梁建英
在同济大学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

梁建英：不驰于空想 不懈于奋斗

▶嘉宾观点

在浙江大学毕业后我
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学习并一直在航天领域
工作。因此，结合我的求
学和工作经历，与大家分
享一点体会。

首先，志向要宏远。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做
航天人，是在学习过程中
慢慢地对航天产生兴趣，
逐步认识到航天探索的魅
力，并发现自己能够在其
中发挥作用。

其次，基础要宽厚。
必要的知识、学习的技能
和基础学科才能筑牢人生
大厦。而且越是基础的学
科，其作用范围越大，也越
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
用。不要为了急于求成而
忽略基础，要结合工作和
实践的学习，不断积累专
业知识的厚度，更新拓宽

专业知识的广度，支撑起
属于自己人生的长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一点，要将个人的发展与
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
起。长征二号 F 火箭是我
参加工作以来从事的第一
个航天项目，为了满足载
人飞行高可靠的要求，我
们花了数十年时间，持续
提高飞行控制的可靠性，
将单故障点从几千处减少
到 7 处。有将近 8 年的时
间，外界不知道我们在干
什么，许多同学和朋友都
说找不着我了，消失了。
但当火箭载着神舟飞船奔
向太空时，一切的辛苦都
值得。

（摘自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十二所副总工程
师宋征宇在浙江大学开学
典礼上的讲话）

宋征宇：仰望不一样的星空

我最感激我硕士生导
师的其中一点就是，他经
常在我很顺利的时候给我
泼冷水甚至泼冰水。

我的导师李荣宝教授
是出了名的严格。我刚开
始发表论文时都是投普通
本科学报，连续发了好多
篇，见导师时还挺得意的，
心想终于可以让导师夸我
两句了。

结果我导师说：“你发
那么多普通本科学报论文
干什么？你就是发 100 篇
都没人理你。你如果能在
权威期刊上连发三篇论文，
出去开会的时候就会有人
握着你的手说：久仰久仰。
要生产原子弹，别整天折腾

手榴弹。”
后来，我经过五年努

力，真的在权威期刊上连
发了三篇论文，出去开会
时，虽然没有人说久仰久
仰，但我还是副教授时，教
授们见了我，都会由衷地
客气谦让。

不能只听得进表扬，
就听不进批评。只有负责
的老师才会顶着种种压力
和风险，去苦口婆心或大动
干戈地管教你。他期待你
成才变好，才如此吃力不
讨好，这是传道授业的悖
论，也是为人师者的深情。

（摘自华侨大学外国
语学院院长毛浩然在华侨
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毛浩然：珍惜给你泼冷水的人

1.

2.

3.

武汉纺织大学开学升旗仪式。 东北林业大学开展“千万大学生，青春告白祖国”活动。

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学典礼上学生宣誓。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开学典礼上师生观看升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