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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云端””毕业季毕业季
本报记者 李澈 程墨

无论2020年如何特殊，有些事还是会如期到来，比如高校毕业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国高校874万毕业生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在寒假结束后如

期返校。春节放假前离开学校时，没人会想到，这原本寻常的短暂离开竟然会直通毕业。
如今，尽管“云”早已嵌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谁承想，有朝一日它竟与“毕业”二

字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求职面试、写论文、毕业答辩⋯⋯毕业季最重要的事一件件从
“云端”滑过，直到毕业典礼。

没有散伙饭上的举杯抒怀，没有精心筹划的毕业旅行，也没有身着学位服的集体合影⋯⋯
种种“保留节目”都未出现，通往人生下一阶段的大门就已打开。

微博上“又到毕业季”这个话题中，有一条留言得到大量点赞：疫情下这段经历，像
学生时代最后一场大考，通过了才能更有底气地迎接未来。

随着交卷“铃声”响起，每个应考者已经写下自己的答案。

6月20日上午，武汉大学在学校
“九一二”操场举行2020年毕业典礼。

典礼中途飘起的小雨引来了不
少调侃：举办雨中毕业典礼是学校多
年来的传统。

660 名毕业生代表幸运地获得
了到现场的机会，余下一万多名毕业
生则隔着屏幕收看典礼直播，他们的
影像会交替显现在现场的大屏幕上。

疫情防控的压力迫使各高校不
约而同地选择把毕业典礼搬到“云
端”。像武大这样，选取少数学生代
表到现场，多数人“云端”参与的模式
是其中的主流。

典礼增设了一项特别环节——所
有人起立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牺牲烈
士和逝世同胞默哀。无论直播间里还
是整个网络上，这一幕都引来了瞬间刷
屏：“感动”“看了就忍不住流泪”⋯⋯

这种人情味还体现在典礼很多
细节上：回顾疫情以来的感动瞬间，
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专门提及安徽
援鄂护士周国红的故事，并表示，明
年武大樱花季将为医护人员专场开

放一天。
随着毕业季临近，“云毕业典礼”

这个新词悄悄爬上了各网络平台的
热搜榜。

“这段时间有一句歌词总是闪过
我的脑海：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
声再见。很遗憾，还是以这样的方式
主持你们的毕业典礼。”河南一所高校
的校长日前在抖音上对毕业生说。

对这种无奈之举，毕业生普遍表
示理解。不过，缺了穿上学位服接受
拨穗正冠这个环节，学生时代的句号
画得终究不算圆满。为了尽可能帮学
生减少遗憾，很多高校尝试了各具特
色的方法。

“请拨穗人将代表学业成熟的流
苏从右侧拨到左侧，完成这一光荣时
刻。”举行“云毕业典礼”前，哈尔滨工
程大学提前将学位服寄送到毕业生
手中，校长姚郁在典礼上发出指令，
授权毕业生父母为其完成“拨穗礼”。

中国传媒大学的“游戏毕业典
礼”是又一个“网红”之作。在这场用
电子游戏场景呈现的“数字毕业典

礼”上，中传校园的花草树木和“校
猫”都有模有样。典礼进行中，校长
提醒学生们“不要在红毯上飞来飞
去”，主持人提示大家“从房顶上下
来”⋯⋯“以为是霍格沃兹（《哈利·波
特》中的魔法学校）的毕业典礼。”不
少网友感慨道。

事实上，这场“毕业典礼”是该校
2016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线上毕
业设计展，主创团队均是今年的毕业
生。“原计划专业内‘自嗨’，没想到会
意外走红，引来这么多网友围观。”团
队指导老师说。

从另一个角度，“云端毕业典礼”
又意外地打破了高校原有的“围墙”，
使原属于少部分人的仪式变成了更
多人参与的线上盛会，不少名校的毕
业典礼直播观看者都超过千万。特
殊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却意外地给更
多人带来了一次沉浸式体验。

相比其他省份，北京高校的毕业
季无疑更特殊。

6 月 6 日凌晨，北京应急响应从
二级降为三级，随后，在京各高校毕
业年级学生开始分批踏上返校路。

然而，随着北京疫情出现反弹，
全市应急响应级别于 6 月 17 日重新
调整为二级，各高校的返校工作跟着
按下了停止键。

空置了半年的校园原本已被装
点一新，为了尽可能给这届有太多特
殊经历的学生，留下一份值得回味的
毕业记忆，各校都颇费了一番功夫。
然而，多数毕业生最后只能在“云端”
遥望母校的“毕业礼物”了。

“这种感觉就像，原本准备了一场
盛宴，最后宾客都没来。”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校长金计标对媒体说。

由于寒假离开时毫无准备，几乎
所有未返校毕业生都有大量个人物

品留在学校。不少学校为此发动教
职工全员上阵为毕业生打包邮寄，整
个过程与毕业生一对一沟通，全程向
学生直播。

这学期开始时摸索着掌握网络
直播的教师们，此刻又“解锁”了从直
播验货到包裹封装等诸般新技能。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一位教
师完成一天的工作后，特意给摆放

整齐的快递箱拍了一张照片，不无
得意地展示在微信朋友圈：“6 个男
生宿舍的东西，手法越来越熟练，
可以转行了。”

“我是发自肺腑地说，给他们（学
生）收拾东西是幸福的，在这种特殊
的时期，用这种特殊的方式送别，希
望他们能记得母校。”北京联合大学
艺术学院辅导员曹海娟说。

特殊的毕业典礼

三个毕业生的故事

“当我们读过了抗疫这部教科书，汲取的成长力
量也会不一样，未来路上再遇到困难相信我们的应对
会更加有模有样。”武大泌尿外科专业2017级博士生
沈昊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关于学校毕业典礼报道时写
下的这段话中，浓缩着他毕业前这段日子里在抗疫一
线的点滴。

腊月二十八（1 月 22 日），沈昊结束了春节前
在武大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最后一次值班，他打算
当天动身去荆州和在那里的妻儿团聚。

在彼时面貌尚不清晰的新冠病毒攻击下，越
来越多病人和医生开始倒下。沈昊所在的科室很
多医生都被调往发热门诊、呼吸科和感染科支
援。

未经太多犹豫，沈昊主动请战要求留下，读博
士前在荆州市中心医院的6年工作经历给了他足
够的底气，“我相信自己帮得上忙，不会给科室添
乱”。

从泌尿外科轮休下来后，沈昊在2月下旬接
到了新的任务：前往武昌区胜家玫瑰酒店疑似病
人隔离点支援。由于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到隔
离点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医疗组组长。

隔离点的工作看似风险不高却毫不轻松，面对
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医护人员要打起十足的精神，
丝毫不敢大意。考虑到其他工作人员防范感染经验
不足，隔离点有限的医护人员，除了要密切观察记录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还要承担起发放一日三餐和生活
用品等工作。

每到饭点，沈昊和队友们要抬着十几公斤重
的保温箱逐一给隔离观察者送饭。密不透风的隔
离服包裹下，身体一动起来极易出汗，一圈转下
来，每个人的护目镜上已经布满水汽。

3 月中旬，随着最后一名隔离观察者离开，
隔离点转为接收已治愈患者的康复驿站，再往
后，康复驿站也关闭了，沈昊又在5月投入到社
区核酸检测工作中⋯⋯他在抗疫一线岗位的变
化，如同标示着疫情防控形势日趋好转的晴雨
表。

“我是一名党员，至今非常清楚地记得2005年
入党宣誓时那句话‘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此时不上更待何时？”老家在新疆的沈昊2004年上
大学时起便到湖北求学，“武汉遇到困难时本能地想
要去帮忙。”

如今，已经和武汉市中心医院签约的沈昊将
会续写与这座城市的缘分。

武汉大学2017级博士生沈昊：

一线抗疫的毕业时光

毕业前没能回到学校，中国石油大学 （北
京） 2017 级硕士生王财忠有些遗憾。原本他想
再在度过了7年的校园四处走走，北京意外的疫
情反弹阻断了包括他在内众多毕业生的返校路。

1月中旬从北京返回贵州毕节老家时，火车途
经武汉有不少乘客上车，到家后不久，疫情暴发的消
息传来，他一度很焦虑。所幸，居家隔离期满，一切
正常。

这个业余时间喜欢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
工科学生，在他就读的石油工程专业显得有些

“另类”。王财忠不是单纯地捧读经典，他更乐于
用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现实问题。在学校里，他
常被请去给学弟学妹们讲党课、团课。

疫情期间，王财忠把课堂开到了所在的村子
里。虽然周边并无感染病例，但外面传来的消息
还是让村民们有些紧张。王财忠经常给大家分析
形势，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村民要对党的领导
有信心。村民们都很信服这个村里少有的大学
生，几次交流下来就都安心了。

随着中小学线上开学，王财忠又客串起辅导
老师。村里不少孩子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留
守儿童，老人年纪大了不会用智能手机，更不懂
怎么装各种需要用的软件，王财忠就挨个帮他们
解决。

村子在山上，周围信号不好，王财忠干脆让
没处上网的孩子来家里，又贡献出自己和弟弟的
手机、电脑供孩子们上课，网课上完谁有不懂的
问题，他都耐心地给讲解。在他看来，这些孩子
像极了小时候的自己，他希望他们都有机会走出
山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从学校寄回的个人物品中，王财忠非常珍视
一份北京市教委颁发的“毕业生到基层工作证
书”。已和贵州一家航天系统单位签约的他，坚
信“好工作是干出来的，不是挑出来的”。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17级硕士生王财忠：

到西部基层扎根

哪怕多次告诉自己“要克制”，在毕业典礼上，华中师
范大学英语专业2016级本科生张聿佳还是哭得很凶。

触动她泪点的是校长那句：“欢迎你们返校参加今后
任何一年的毕业典礼，我在桂子山上等你们回家！”

张聿佳这次回校行程非常匆忙，满打满算也只有 4
天，“以前从没想过毕业季会这么短”。她安慰自己：没
关系，反正不久后还要回来的——已经保送本校研究生
的她将先赴西部支教一年，而后返回学校继续学业。

武汉疫情愈演愈烈时，虽然早在 1 月初便已回到天
津家中，张聿佳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看疫情
的报道，跟学校周边有关的消息更会反复地搜索，“一直到
各地援鄂医疗队陆续赶去驰援时，才感觉松了一口气”。

作为一个地道的北方姑娘，因为气候和生活习惯上
的差异，张聿佳尽管很喜欢武汉，以前却没打算毕业后留
在这里。“但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会说我
愿意留在这里。疫情过后，我对武汉的归属感更强了。”
张聿佳说。

尽管不需要每天搜寻各类招聘信息，也不用为考研
复试做准备，但毕业前这段日子，张聿佳过得并不轻松。
辅修了历史专业双学位的她，要同时准备两个专业的毕业
论文。此外，她还和党支部其他学生党员一道，建起了一
个为中学生辅导英语的 QQ 群，大家轮流值班在群里答
疑。随着知名度增加，这个最开始主要面向医务人员子女
的群，如今已有全国各地几百名中学生。尽管学生水平参
差不齐，大家却乐此不疲，相约要把这个群一直维持下去。

马上要动身去支教的张聿佳，时常会思考未来一年
除了教学生英语，还能带给他们些什么，“听去支教的学
长学姐说，很多孩子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我想激发他们
的好奇心，有机会还要带他们来学校看看”。

华中师范大学2016级本科生张聿佳：

对武汉的归属感更强了

与多数毕业生相比，家住武汉的北京
邮电大学2020届硕士毕业生陈明（化名）
的经历要惊心动魄得多。

1月21日从北京回到武汉时，正在
某互联网“大厂”实习的陈明，想的是
春节过后尽早回北京，争取早点儿把入
职的事定下来。

彼时，尽管关于疫情的报道已经频
频在网上刷屏，身处风暴中心的陈明并
未特别在意，“当时就想总不会比‘非
典’更严重吧”。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为阻止疫
情蔓延而“封城”。不久后，陈明和家
人先后出现了发烧、咳嗽等症状，小区
出现的几例确诊病例更加重了他们的不
安。短时间内的医疗资源挤兑导致寻医
问诊一时间变得异常困难，病情尚不算
严重的一家人只能暂时把自己封闭在家
中，焦急地关注着彼此的病情。

那段时间，陈明每天做的唯一一件
事就是不停上网查询新冠肺炎的症状，
与自己和家人的情况相对照。网上一些
危言耸听的说法不断拧紧他神经的发
条，让他陷入紧张、焦虑、沮丧的旋涡中。

所幸，不久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陈明和
家人并未感染新冠病毒，只是普通流感。

如释重负的陈明决定走出家门为战疫做
点儿什么。他报名加入了社区的志愿服务队，
为出入者量体温、帮居民采购所需日用品。

冬去春来，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新的焦虑却向陈明不断袭来——论
文还没完成，求职也没有着落。

同样被这种焦虑包裹着的，还有全
国数百万名毕业生。

过去，这样的求职经验一直在应届
毕业生中口口相传：头半年没找到合适
的工作没关系，转过年的 3 月 4 月还会

有大量机会，俗称“金三银四”。
然而，2020 年春天的招聘高潮，

没有像往年一样如约而至。
受疫情冲击，作为招聘主力的各类企

业普遍面临着运营成本增加、业绩缩水的
压力，招聘意愿大为降低，而疫情对人员
流动的限制也客观上影响着招聘。

好在，陈明此前实习的那家互联网
公司复工后急需用人，考虑到他前期出
色的表现允许他在线继续参与工作，并
在3月初明确了录用意向。

陈明的毕业论文完成过程则坎坷得
多，他做的研究课题需要调用学校实验
室的大型计算机进行运算，之前完成的
一部分实验数据又都留存在学校，只好
跟导师和负责实验室的老师商量，远程
运算了一个多月。

类似的波折在这个毕业季并不罕
见，各种前所未见的“新常态”如今反过
来甚至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常态”。“剑
未佩妥，出门已是江湖”，对这届毕业生
来说，考验来得异乎寻常地早。

相比之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 2020 届硕士毕业生曾繁尘的求职等
待期更加漫长。

正月初二回到学校后，他买了足够
吃两周的方便食品，而后把自己封闭在
宿舍，一边写论文，一边关注着疫情发
展和求职信息。

关于疫情防控的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传来，心仪单位的招聘却一直不见动静，
跟不在学校的导师线上沟通起初也不是
很习惯，曾繁尘一度有些焦虑，他甚至考
虑过如果今年合适的就业机会一直没来

“要不要主动申请延期毕业一年”。
等待终于有了结果，4 月份，曾繁

尘通过在线招聘的笔试面试环节，收到
了毕业季第一个录用通知，尽管只有一
个，却是他一直心仪的单位。

迷茫渐减，勇气加倍。经历了这个
特殊的“云端毕业季”，今年的毕业生
成了这个时代特殊的见证者。

“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遇到困难都
是难免的，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陈
明说，几个月来的体悟让自己更有勇气
迎接人生路上可能到来的风雨。

在毕业论文结尾致谢中，他写下了这
样一段话：“从未想过20世纪20年代的第
一个夏天竟会如此度过，这个毕业季足够
漫长——从寒假便已开始，又短得不可思
议——甚至来不及当面和老师同学道
别。我想，很多年后我仍会清晰地记得这
年抗疫勇士们逆行的背影，记得连再见都
显得很仓促的7月。愿我们都能在人生路
上不惧风雨，向着未来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向未来

疫情之下，没人能置身事外。尚在象牙塔里的毕业生们也在抗疫这场“战争”中寻找着各自的坐标，汲取着成长的力量。

6 月 20 日，武
汉大学的毕业典礼
上，660 名毕业生
代表为新冠肺炎疫
情中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默哀，未能
到场的毕业生则通
过直播方式“云”
毕业。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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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88日日，，北京理工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北京理工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部分在校毕业生现场参加部分在校毕业生现场参加，，更多毕业生通过线上直播参与更多毕业生通过线上直播参与。。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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