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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毕业”里的别样离情
本报记者 徐倩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
几年前还略显陌生的概念，已成为
当下耳熟能详的时髦词。尤其是当
前的年青一代，更是伴随着科技的
发展同步成长。疫情虽然隔断了师
生彼此当面道别，但成长在“云科
技”里的“95后”们，却是线上互动
最先试水，也是最快适应的一个群
体。

升国旗、奏唱国歌、迎校旗后，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带领现场全

体师生起立脱帽，向新冠
肺炎疫情牺牲烈士

和逝世同胞默哀。6
月 20 日，武汉大学

2020届毕业生在雨中接受了洗礼，
660名毕业生代表身着礼服、雨衣，
接受恩师拨穗，和母校告别。毕业
典礼现场与5G直播同步进行，让
未能到现场的学生感到一丝欣慰。

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典礼现
场，两个身着硕士服、头戴学位帽的
机器人轮流移动到校长面前，机器
人头部位置的一块显示屏对应着每
个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校长将机
器人头顶学位帽的流苏从右边拨到
左边，并将毕业证颁发到机器人手
中。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毕业生通过
手机程序即可在“掌中”体验完成整
个毕业典礼过程。只需要进入互动

程序，选择证书并比画出对应手势，
校长就会在手机屏幕上出现为拍摄
者拨穗，还可将这一刻作为视频保
存。

每年毕业季，拍毕业照都是高
校毕业生告别校园不可缺的环节。
为弥补毕业生不能回校拍毕业照的
遗憾，江西农业大学上线了“AI云毕
业照”尝鲜版，只要上传自己的照
片，就可以在手机上生成一张属于
自己的毕业照。除了“单人尝鲜
版”，他们还推出了“班级合影”模
式，毕业班全班同学只要输入学号，
根据AI图像识别和人脸融合，就
能自动生成全班同学班级合影。

除此之外，渤海大学为4000多
名本科毕业生定制了专属的云毕业
照，华中科技大学开发的一款主打
线上合影功能的微信小程序圆了毕
业生合拍毕业照的心愿，中南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南阳师范学院、重庆
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等高校学生利用
手绘、PS等技术，为毕业生设计了
一套“云毕业照”。

科技让“云毕业”天涯变咫尺。
拉近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更是未来即将浓缩在“云端”的前奏
和序曲。未来已来，而刚刚走出校
门的他们，注定将在这一场变革中，
成为滔天翻涌的巨浪。

科技开花让“云毕业”天涯变咫尺

尽管疫情阻挡了毕业前的相
聚狂欢，但是各高校仍竭尽所能以
最温暖的形式，为毕业生提供了暖
心、贴心、走心的系列服务，与毕业
生温情道别，力求让毕业生充分体
会到母校的深情关爱。

今年毕业季西北师范大学在黄
河游轮以及黄河兰州段两岸启动了
以“扬帆追梦正当时”为主题的毕业
季特别活动，被称为“史上最豪华的
毕业盛典”。该校师生代表将完成游
轮小型节目表演、教师寄语、云合唱、
毕业生对母校说等环节的录制和后

期包装，在毕业典礼当天，以网络互
动的形式，感谢恩师，惜别同窗。

为了不让毕业生留有遗憾，很
多高校为“最后一课”做足了暖心护
航。有的结合专业特色，如华中农
业大学用农机装备为毕业生巡礼；
有的做出郑重承诺，弥补缺席遗憾，
如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计划在学校
60周年校庆前，到全国各地校友会
为缺席学校毕业典礼的毕业生们拨
穗授位；有的则开出长期支票，如武
汉大学承诺未参加毕业典礼的学
生，可以在未来三年内申请到校参

加一次毕业典礼。
离情与温情交织。“当四年来一

直教育关心爱护我们的学校领导和
老师全体起立，用长时间的掌声目
送我们离场时，我的泪水再也抑制
不住……”合肥工业大学毕业生尹
菲感动地说。当毕业典礼闭幕曲响
起，该校领导、部门和学院负责同志
和与会教师全体起立，用持久不息
的掌声，欢送他们离开会场，开启新
的征程。

“请拨穗人将代表学业成熟的
流苏从毕业生的右侧拨到左侧，完

成这一光荣时刻！请拥抱你的父母
家人，感谢他们人生路上的养育之
恩。”屏幕这端，校长宣读拨穗流程，
屏幕那端，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完
成了拨穗仪式。为了弥补学生不能
现场参加毕业典礼的遗憾，哈尔滨
工程大学授予了父母为毕业生拨穗
的权利。

各显神通让远程离别不留遗憾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毕业季
少了很多仪式感，不少毕业生无法
再回来好好感受校园。”烟台大学
数学院辅导员张昊介绍说，“鉴于
毕业生内心存有遗憾，我们便征集
了毕业生的心愿单，发现很多同学
因为没有参加今年的毕业典礼感到
难过，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份特殊的
礼物——标注永

久时效的电子‘毕业典礼邀请
函’，意味着这届毕业生可以参加
以后任何一届毕业典礼。”

大连理工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罗利为运
载学部本科毕业生送上特殊“毕业
礼物”。从6月1日开始创作为333
名毕业生和1位辅导员绘制速写肖
像，用334个人物速写组成的这幅
长卷来弥补不能拍摄毕业合影的遗
憾。

广西医科大学建校以来不同年
代使用过的校徽，这些校

徽从造型、字样及名称，全面涵盖
了学校建校85年的发展历史。在
校徽纪念盒上，还印刷着一个二维
码，毕业生用手机扫码就能随时观
看学校领导录制的毕业寄语祝福视
频。而这份精致的纪念品，全体毕
业生人人都有，是学校弥补学生们
没有毕业典礼的一份心意。

湖南科技学院理学院毕业生陈
鑫到学院领取毕业
证时，收到了辅导

员杜俊杰送给他的一份特别的毕业
礼物。在毕业生离校前夕，杜俊杰
为全院240名毕业生每人精心准备
了毕业礼物，其中包括精心制作的
信封、一封写给240名毕业生的
信、一张合影、一个院徽。手写毕
业信在一定程度上让毕业生看到了
来自母校的关注与关心，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毕业生不能回校的遗憾，
让师生之情穿越云端，成为一个永
远的温暖纪念。

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为
2020年春季硕博毕业生制作了带
有该校 LOGO 的学位服，总计
1604 套，并将 1510 套满载母校
浓情的学位服，邮寄到不能回学
校的毕业生手中。“在2020这个
特殊的毕业季，学校陪着我们走
过了艰难，见证了历史，没有遗
憾，只有感动。”毕业生黄永恒
说。

“毕业即始业”，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结束，事实上任何人、任何
一个学业都没有完结的时候。无论
是举办“云上典礼”，还是费尽心
思开展“花式送别”，背后折射的
是一所高校对临别学子的关爱，更
是对新起点的祝福。

创意无限让青春的拐点暖意融融

毕业季是一个浪漫而忧伤的季节。
尤其是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
毕业生只能通过“云毕业”的方式接受学
校的最后一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里，大学校长们的毕业致辞折射出“最后
一课”上的大学精神。或期待，或不舍，
或嘱咐，或关怀……2020 年，我们撷取
部分大学校长的毕业致辞，听听那一段
话，点亮青春临别前的新航程。

关键词：守住初心

想要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并不容
易，困难、诱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都
可能让人犹疑、迷茫和摇摆。决定选择
的是内心的价值标尺，而擦亮这把标尺
的是矢志不渝的初心。初心是至真至纯
的赤子之心，坚守初心就是坚守职责。
无论作出怎样的人生选择，肩上的职责
永远不舍，肩负的使命必须达成。

清华大学校长 邱勇

作为传媒人，希望你们谨言慎行，不
要随心所欲，更不要人云亦云。要好好
丈量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记住，一夜爆红多半是过眼云烟，守住初
心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廖祥忠

关键词：磨砺自我

如何战胜困难，实现明天的成功？
今天，想结合过去近 200 天这一段不同
寻常的岁月，与同学们分享一下我的体
会，那就是：学会用行动战胜困难，做好
人生的“行动派”。面对困难，能够做到
及时行动、协同行动、创新行动和可持续
行动，在困难中磨砺自我，在挑战中愈挫
愈勇。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董奇

生命，既有生物学的定义，也有社会
学的意义；既是有限的，也是永恒的；既是
个体的，也是联通的；既有长度，也有深
度，更有高度。不同的人对生命有着不同
的理解，都在以不同方式诠释自己的生命
价值。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面对疫情，
面对逆境，大家要学会勇敢地与之斗争，
学会坚苦自立，学会在磨砺中绽放生命的
光彩，绽放出夏花般绚烂的光彩。

扬州大学校长 焦新安

关键词：创新思维

主动拥抱变局就是抓住机遇、主动
创新。希望毕业生永远秉持创新意识和
创新思维。变局之下人人都会有困惑和
迷茫，现实生活中的冲击正是激发创新
灵感的摇篮，谁先迈出创新的一步，谁就
能走在时代的潮头。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王稼琼

在这样一个变化与创新的时代，希
望同学们站高望远，准确把握形势，及时
发现机遇，知变应变谋变善变；坚持“向
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加强学习、提升本
领，不但要及时更新知识，更要及时更新
观念；要发扬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敢担
大任、勇攀高峰的精神，强化创新思维，
参与创新实践，以自己的专业所学回馈
社会。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元元

关键词：雄心壮志

志向的高度决定着人生的高度，“会
当凌绝顶”后方可“一览众山小”，眼望星
辰大海，才会直挂云帆、笑傲人生。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此时此刻，我
们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交汇点上。愿风华正茂的你们，把凌云
壮志融入新时代的澎湃洪流，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建功立
业、奉献青春。

青岛农业大学校长 宋希云

我们相信这场疫情的战斗必将胜利，
就像相信春天从不会缺席；我们相信总有
一种力量激励我们前行，就像相信曙光一
定会到来；我们相信奔涌的后浪一定能汇
聚成汪洋大海，推动中国这艘大船在时代
的潮流中乘风破浪。借用《后浪》里一句
话：“我们这一代的想象力不足以想象你
们的未来。如果你们依然需要我们的祝
福，那么，奔涌吧，后浪！”

江南大学校长 陈卫
（徐倩 整理）

“最后一课”
上的大学精神

从云课堂、云科研到云应聘、云答辩，再到

陆续开展的云毕业，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让寒假前说的“下学期再见”变成了

再也无法实现的诺言。但作为人生转折的一

个重要拐点，毕业典礼依旧是大学教育中最重

要的“最后一课”。

虽然没有了以往现场拨穗、演讲和抛帽，

但各高校依然通过各种形式，弥补远程离别的

珍重与关怀。或秀科技，或秀温情，或秀创意

……“云毕业典礼”上，各高校各显神通为青春

送上一次别样离情。

最有“排面”的祝福
在湖南农业大学2020届本科生“云

端”毕业典礼上，袁隆平、官春云、印遇
龙、邹学校、刘仲华5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为该校毕业生送上25个字的“五新”
祝福。“院士天团”鼓励毕业生奋进新征
程、谱写新篇章、引领新发展、建功新农
村、逐梦新时代。

最高龄的毕业生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64岁研究生

朱宏伸今年迎来毕业。谈及自己以64
岁高龄毕业的经历，朱宏伸说，每个人
除了生活的基本需求，更有精神和思
想上的需求。于他而言，学习是莫大
的享受。

最暖心的拨穗
“请拨穗人将代表学业成熟的流苏

从毕业生的右侧拨到左侧，完成这一光
荣时刻！”屏幕这端，校长宣读拨穗流
程，屏幕那端，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完
成了拨穗仪式。为了弥补不能回学校
参加毕业典礼的遗憾，哈尔滨工程大学
授予了父母为毕业生拨穗的权利。

最励志的成长
扬州大学大四学生刘威麟收到了

学校为他准备的专属“升学大礼包”。
他为何能得到特别“优待”？刘威麟是
一位脑瘫男孩，四年来，他用惊人的毅
力，克服重重困难，以专业综合第一的
优异成绩考取了该校研究生，实现了他
四年前开学报到时立下的承诺。

最长时间的离别
日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

行首场毕业典礼，为避免疫情期间聚
集，800名返校毕业生分成40个小组，
每隔1小时举行一次典礼，毕业典礼持
续举行6天。这种细致的关怀感动了很
多师生，这场毕业典礼被师生们称为史
上最长时间的毕业典礼。

最专业的礼物
电子科技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为即将毕业的学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嵌入一枚芯片的钥匙扣。毕
业礼物里的芯片都是学生们在特色实
验课程“一条龙IC综合实验”流片后做
出的成品，更是学生们在集成电路职业
生涯道路上设计的第一枚芯片。

最复古的典礼
端午节当天，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求

索书院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祭屈原。该校国学
馆执行院长黄亚兰介绍说，每年端午节
期间，师生们都会来到这里，开展丰富
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

（徐倩 整理）

毕业七宗“最”

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举行“异曲同工”2020年现代农业装备
巡展，为毕业生送上最后一堂专业实践课。 刘涛 摄

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泌尿外科刘修恒教授（左）为博士
毕业生沈昊（右）举行了简易的“拨穗礼”。 单艺伟 摄

“花式送别”，折射的是一所高校对临别学子的
关爱，更是对新起点的祝福。

无论是哪种形式，高校各显神通的背后，是为了
让毕业生在这场特殊的毕业季里不留遗憾。

今年毕业季，各个高校通过“新科技”链接祝福和
嘱托，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6月28日，复旦大学2020届学生毕业典礼在线上举行，
校长许宁生通过网络向毕业生表示祝贺。 王玥 摄

西北师范大学在黄河游轮以及黄河兰州段两岸启动了以
“扬帆追梦正当时”为主题的毕业季系列活动。 高文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