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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用“陪姑娘”的心态送毕业生

■

刘会元

我们老家有一种风俗 ， 女儿出嫁前

头一个夜晚， 闺女房里的灯火彻夜通明。

亲朋好友们聚在这里———“陪姑娘”。

大概是往后姑娘就是人家的媳妇了

吧， 大家不免有点难舍难分。 父母除了

陪以外， 得搬出事先准备好的糖果、 点

心、 香烟等， 用盘子盛着， 端到女儿卧

室里去 。 “陪姑娘 ” 涉及的话题甚广 ，

除了展现美好回忆， 彼此眷念之外 ， 便

是告诫 姑娘 ， 以后就 是 人 家 媳 妇 了 ，

得夫妻 恩爱 、 赡老爱 幼 、 共 创 未 来 。

分别在即 ， 这是心与心的碰撞 ， 情与

情的对接 ， 因此 ， 气氛十分友好 。 哪

怕是性格刚烈 、 倔强的女性 ， 都会在

依依惜别的情景下 ， 受到一次良好的

情感方面的教育。

毕业典礼也一样， 孩子们从这里出发，

走向高一级学校或社会。

十几年前， 那是一次心碎肠断的毕业典

礼。 还没有到往常上课的时间， 孩子们便把

教室布置得井井有条了。

典礼开始时， 唐宾的那张桌子上摆放着

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唐宾” 两个大字。 不

久前， 他因车祸身亡。 同学们忘不了他， 有

“他” 的参与， 毕业典礼笼罩着悲哀的气氛。

孩子们没有兴致去分享糖果， 更没有雅兴去

跳舞、 唱歌。 他们望着燃烧的蜡烛， 陷入了

悲哀之中。

我环视了一下大家， 并没有人在捣蛋，

有意破坏我们的情绪。 我看了看杨辉辉和王

乐， 他们也一样， 对唐宾的离去， 表现出一

种抹不去的痛苦与思念。

带着泪花， 教育的机会来了。

提起杨辉辉和王乐 ， 简直让我操碎了

心。 他们俩是不错的孩子， 聪明活泼， 智商

也高， 可成绩却平平。 尤其让我心烦的是，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理念———玩闹可以开发智

力。 有了这个理念， 给班上带来了好多麻

烦。 王乐从学校后面那棵大槐树上摔下来造

成骨折， 住院二十多天。 杨辉辉过马路时一

阵猛跑， 和汽车抢道， 险些酿成车祸 。 对

此， 他们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认为这是尝试

“刺激” 和 “冒险” 的最佳方式。 在这种行

为的感染下， 其他一些同学也跃跃欲试， 以

身试险。 面对愈演愈烈的态势， 我落入了黔

驴技穷的窘境， 我只好暗地里祈求孩子们平

平安安， 早点毕业。 唐宾的去世， 算是一次

沉痛的教训了。

我站了起来， 和同学们一道， 对着蜡烛

默哀。

十几分钟过去了 ， 我从悲痛中走了出

来， 在黑板上写下了 “活着真好 ” 四个大

字。 为了让孩子们领悟其间的含义， 我列举

了很多的事例， 阐述了求生的艰难、 求死的

容易。 这样， 在求生与求死的巨大反差中，

不但给孩子们深刻的警示， 还让杨辉辉和王

乐这些不顾安全喜欢冒险与刺激的孩子， 在

沉重而又惨痛的事实面前， 好好反思， 学会

珍惜生命， 珍惜生活。

孩子们被我这席话感动了， 他们望着燃

烧的蜡烛， 哽咽着， 肩膀也一起一伏的。 我

有意看了看杨辉辉和王乐， 他们两人的头已

经低得不能再低， 长时间没有抬起来。

两年前 ， 我收到王乐一封寄自重庆的

信。 信中写着一段文字 “我已是公司分管质

量、 安全的副总了。 是您苦心孤诣的告诫，

让我铭记生命的重要。 从毕业典礼那一刻

起， 我走上了自己该走的路……”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觉得带着泪花的

劝勉犹如春风细雨， 带着离别的鼓励更有撼

人的力量。 希望我们的学校管理者， 都能用

“陪姑娘” 的心态去送毕业生， 让他们在春

风化雨中迎接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 湖南省洞口县石江镇中心

小学）

【实录】

程序化的毕业典礼成“鸡肋”

■

李兴圃

我参加过许多次中学毕业典礼 ， 从

大场面上看， 这些毕业典礼应该说是非

常隆重的， 学校领导端坐主席台上， 有

时还邀请上级领导， 学生排成方阵， 会

场上彩旗飘扬， 口号响亮。 班主任一般

坐在各班后面压阵， 有专门人员检查记

录学生的纪律情况 。 师生们认真听讲 ，

鸦雀无声， 时而热烈鼓掌。

毕业典礼的程序都是预先设定的 ，

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一般有这几个项

目： 全体起立奏国歌、 学生献词、 校长

致词、 毕业班教师发言、 毕业生代表发

言、 在校生代表发言， 有时也有毕业生

代表向母校赠送纪念品、 校长向毕业生

代表颁发毕业证等仪式， 一般由一名副

校长主持。 校长的讲话内容一般是赞扬毕业

生对学校的贡献、 祝愿他们顺利升入高一级

学校、 毕业后多与母校和老师联系等， 毕业

班教师发言多是赞美学校、 赞扬毕业生， 毕

业生代表多是感激母校和老师的培养， 在校

生代表多是向 “学哥”、 “学姐” 学习等，

大都是些溢美之词， 所有的讲话和发言都是

事先拟定好的， 冠冕堂皇， 无可挑剔， 但充

满了官话、 套话， 甚至这些讲稿是多年沿用

下来的， 用时略作修改。 这样一来， 各种讲

话和发言就成了 “新瓶装旧酒”， 了无新意。

这种毕业典礼表面隆重， 但过于追求形

式， 过于程式化， 其实是单调呆板， 给师生

们留下的可资回味的东西并不多。 因为师生

大都是 “看客”， 师生、 生生之间没有接触

和互动交流， 坐在后排的学生甚至看不清学

校领导的模样。 师生表面上是认真倾听， 其

实是 “一个耳朵听， 一个耳朵冒”， 难以在

心中荡起涟漪。 如此之下， 毕业典礼如同走

过场， 一道大餐其实是 “鸡肋”。

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都要以实现教育功

能的最优化为目的。 任何一种教育活动， 如

果没有互动交流， 就不能滋润人的心灵， 其

教育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学生在中学阶段经

历了身心剧变， 在这个即将迈出校门的时

刻， 有许多激情需要释放， 有许多酸甜苦辣

需要诉说， 有许多成长的故事在心头荡漾，

有许多校园生活的点滴铭刻在记忆深处。 与

母校、 老师、 同学就要分手了， 哭与笑、 困

惑与迷茫， 甚至牢骚， 都是正常的， 应该有

一个宣泄的出口。 毕业典礼作为一个重要的

教育事件， 会让人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其教育意义不可小觑。 遗憾的是， 这种毕业

典礼却没有提供这个机会。

中学生的毕业典礼为什么会陷在程式化

的迷途中呢？ 以我的观察分析， 主要由于以

下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中学生学习任务重，

学校舍不得拿出时间搞活动； 二是学校重形

式， 轻内涵， 喜欢把每个活动搞得隆重、 井

然有序， 外观好看一些； 三是把程式化当作

常态， 形成了一个可怕定式。

作为学校最高行政领导， 校长应该通过

毕业典礼为师生创造一个互动接触的机会，

形式要有所创新， 要让所有师生都能参与其

中，或放手让师生自行组织，只要形式隆重不

失活泼、内容健康充实，都应该给予支持。毕

业典礼可以娱乐化，如狂欢、联欢，做成派对、

聚餐会也未尝不可。欢声与笑语荡漾、唾沫与

泪水横飞，也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作者为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校长）

【现象】

编者按： 毕业典礼是学生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精神洗礼。 然而， 在一些学校， 每到学生毕业时， 竟然见不到毕业典礼的踪影； 有的学校即使举行毕业典礼， 也是

漫不经心、 走个过场。 又到一年毕业季， 如何创新形式， 给学生一个温馨感人的毕业典礼， 是中小学校长的神圣使命。

上好触摸学生心底的“最后一课”

一曲深情的毕业之歌

■

胡征和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在教室里荡漾。

学生主持： “轻轻地我走了 ， 正如

我轻轻地来。 轻轻地临走之际， 我要深

情地向你倾诉： 那些过去了的， 将会成

为亲切的怀恋。”

学生甲： “毕业了 ， 回忆起逝去的

日子， 一个个同学历历在目。 亲爱的霞，

虽然你的疯疯癫癫有时令我烦， 但要是

突然有一天， 我的身边没有了你那傻傻

的样子， 我会不会不习惯呢？ 你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 一激动就会使劲拍打我的

左臂， 可怜疼死我了你也全然不知， 要

是突然有一天没人拍打我的左臂， 我会

不会觉得左手边空空的呢？ 我亲爱的雪

姐， 虽然我们是同学， 可你总像大姐姐

一样， 我很喜欢靠在你身上， 听你姐姐

般的安慰 ， 要是哪天没有了你的肩膀 ，

我会不会很寂寞呢？ 体育课上， 当我跑

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时， 你总是第一个

给我坚实的怀抱， 要是有一天没有了你

张开的双臂， 我会不会失去重心呢……”

歌声响起：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无论天涯与海角， 神州万里同怀抱， 共

祝愿祖国好， 祖国好……”

同学齐唱： “难忘今朝， 难忘今朝，

无论天涯与海角， 神州万里同怀抱， 共

祝愿同学好， 同学好……”

学生乙 ： “难忘今朝 ， 岁月如歌 。

唱着唱着， 就接近分别了， 初中的

3

年一

眨眼就过去了 。

3

年里 ， 我们学会了很

多， 经历了很多， 收获了很多。 最难忘

的是那如火如荼的比赛场上， 我们班的

运动员团结一心 ， 跑的 、 跳的 、 投的 ，

个个憋足了劲； 拿衣服的、 送水的、 搀

扶的， 拉拉队在欢呼加油的同时， 不忘

抢着为队员们服务。

3

年很快过去了， 可

友谊地久天长， 有缘我们还会相聚。”

音乐 《友谊地久天长》 响起。

学生丙：“从没想过

3

年的生活不过是

一瞬，就如指缝间的流水，想留也留不住。

且回头，那一幕幕同学间的友谊，清晰得

让人流泪。但流泪的同时，可千万别忘了

赶路。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应该珍惜的

东西实在很多，前方有友情、爱情、青春、

健康、知识、学业、本领、事业，甚至酒肉。

如何取舍，孰重孰轻，相信富于智慧的同

学们一定有一双火眼金睛。我们要把今天

的友谊，化作前进的动力，勤学苦练，我们

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田汉的 《毕业歌 》 响起 ， 同学齐声跟

唱： “同学们， 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

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

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 ‘战 ’ 还是

‘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

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

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

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

巨浪， 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 同学们！ 快拿

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往年的 “毕业典礼”， 都是由老师包办，

老师在上面大放豪言， 学生全在下面 “被认

真” 地听着。 今年的 “毕业典礼”， 我们一

改过去的套路， 让学生自己参与 、 自己操

办。 不过， 老师也不是偷懒做甩手掌柜， 而

是积极参与前期的筹划。 先是找好几个牵头

的同学， 同他们商量， 定下调子 ， 不能把

“毕业典礼” 开成哭哭啼啼的分别会， 毕业

不是结束， 它是人生的驿站， 是新的起点，

既要回想过去， 又要展望未来， 既要珍惜友

谊， 又要攒足力量赶路。 因此， 才有了这场

由部分学生担纲、 全体同学参与的、 属于他

们自己的毕业典礼， 既有深情的留恋， 又有

昂扬的激励。

（作者单位： 安徽省青阳县陵阳中学）

把毕业典礼当课程来做

■

于允锋

毕业典礼， 对于学校， 是一个重

要的庆典活动， 更是一次难得的教育

机会； 对于学生， 是一个重要的人生

仪式， 更是一次可贵的成长经历。 以

往的毕业典礼， 一般都在学生高考结

束以后进行 。 大多数情况下是领导 、

老师讲讲话， 学生献献花， 班主任发

发纪念品， 这就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自主性 ， 忽视了毕业典礼的庄重性 、

教育性， 更忽视了教育的完整性， 这

显然与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精细化教育

的理念相去甚远。

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不放过任

何一次教育时机， 是我们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的重要举措。 毕业典礼因其时

间、 心理的特殊性， 对学生具有特殊

的、 事半功倍的教育价值。 加之， 课

程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载体， 所以学

校应将毕业典礼课程化， 纳于学校校

本课程进行管理 ， 并持续将它做细 、

做精 、 做优 ， 做出特色 、 做出效益 、

做成品牌。

首先，“毕业典礼”课程的研究开发

和实施，将会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

锻炼机会，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和组织能力，

从而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自主性和创造

性， 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

力。把“毕业典礼”当课程来做，还可以达到既

宣传学校文化，又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目的。

其次 ， 希望与信任是一个人生命的灵

魂、 心灵的灯塔、 成功的向导 。 “毕业典

礼” 课程的研究开发和实施， 学校可以对学

生的学业成就和办事能力予以充分的肯定和

确认， 并表达学校的期望与信任， 这种期望

与信任， 将会转化为学生成长的信心与动

力， 鼓励学生不畏艰难、 勇往直前。

再其次， 感恩是力量之源、 爱心之根、

勇气之本。 “毕业典礼” 课程的研究开发和

实施过程中， 通过教师、 学生的讲话、 成长

花絮的回顾、 舞台表演和音乐的熏陶， 将会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感恩之心， 使学生真心感

悟到： 家长恩， 恩重如山； 老师情， 情深似

海； 同学谊， 地久天长。 使学生真正体会

到： 学会感恩， 将会收获别样的人生， 常怀

感恩心， 将会一生无憾事。

总之， “毕业典礼” 这门课程， 可以让

学生在前进的路上获得更多的信心和动力。

这样的毕业典礼， 将会成为学生一生当中最

宝贵的财富， 陪伴学生不断进步不断前进。

（作者为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校长）

校长应亲自颁发毕业证

■

韩金山

时值

6

月， 又是一年一度的毕业时节 ，

诸多大中小学纷纷为毕业年级举行毕业典

礼。 典礼或隆重， 或简朴， 但形式大多相

同， 而本该在典礼上担当重要角色的毕业

证书， 却常常被漠视了： 大多是由学生代

表从校长手中接过， 有的甚至接过的是毕

业证书的封面； 或是由班主任在教室中直

接发下， 有的被胡乱地堆在讲台上 ， 由学

生各自领回……

我想起了华中科技大学

2010

年本科生毕

业典礼上的动人场面。 李培根校长规整着

装， 恭谨致意， 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 更

为动人的是， 讲话之后， 这位年过花甲、 被

学生们亲切地称为 “根叔” 的老人在

3

个多

小时的时间里， 为

1200

名毕业生送上毕业证

书， 拨正学士帽的流苏， 一一握手、 合影，

甚至拥抱。 在这个场景中， 我看到的是教育

工作者对每一位学生的高度尊重和美好祝

福！

不久前，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复旦大

学原校长杨福家教授发出感慨： 我在国内当

校长时的最大遗憾， 就是没有把毕业证书亲

手交给我的学生。 今年

3

月

11

日日本大地震

后， 岩手县大槌町町立大槌初中的校舍遭海

啸袭击， 半数的毕业生失去了家园，

3

月

22

日， 该校校长小野永喜亲自前往各临时安置

点， 亲手将毕业证书递到

122

名毕业生的手

上。 他走到每个学生面前一边颁发一边说：

“恭喜您！”

由此， 我要在这里说， 校长 （园长） 应

该亲自为每一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对于每一个受教育者个体来说， 毕业证

书绝不仅仅是一个阶段学业完成的证明。 在

证书上那公式化的文字背后， 包含着无

数的笑声、 读书声、 歌声、 呐喊声， 包

含着汗水与泪水、 挫折与奋斗， 包含着

成长岁月中点点滴滴的珍贵记忆。 从校

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学生们会真切地

感受到： 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早已和这

个学校血脉相连。

对于学校来说 ， 向学生颁发毕业证

书也绝不是宣告自己阶段性教育任务的

完成。 毕业证书里蕴含着一所学校的文

化的沉淀和精神的传承。 毕业证书里蕴

含着学校对每一位毕业学子的美好祝愿。

校长亲自向每一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为他们新的人生征途高喊一声 “加油”。

当一所学校桃李广布天下的时候， 学生

们拿起毕业证书， 心头涌动的， 是感动

和感激。 与此同时， 这一举动传递着教

育者的代表对每一个受教育者个体的赏

识和尊重。 这才是新课程理念的准确诠

释， 这才是人本主义的真正回归。

牛津 、 剑桥 、 耶鲁 、 哈佛 、 清华 、

北大这些国内外著名的高校中， 校长亲

自颁发毕业证书早已形成优良的传统并

写进了学校章程， 有些大学的校长甚至

还亲自登台高歌一曲 。 毋庸置疑的是 ，

大学毕业人数之多、 校长事务之繁， 是

远胜于中小学的。 毕业典礼是各个学校

的最后一课， 是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次

聚会， 是学生人生的分水岭。 毕业证书

是学校颁发给学生的最高荣誉证书，是学

校对学生无言的期待， 是学生永久的珍

藏。校长们，衷心希望你们亲手颁发的毕

业证书成为联系学生与母校的精神桥梁，

成为托举学生振翅高飞的浩荡长风。

（作者为江苏省连云港市教育局副局长）

在一些学校， 每到学生毕业时，

竟然见不到毕业典礼的踪影； 有的

学校即使举行毕业典礼， 也是漫不

经心， 走个过场， 草草了事； 一些

校长认为只要让学生考出比较理想

的分数就行了， 所以当学生参加完

毕业升学考试， 等成绩一出来， 学

校便把毕业证一发， 就万事大吉了。

这不仅反映了当前学校管理工作中

的浮躁功利之风盛行， 更说明很多

中小学校长没有认识到毕业典礼的

重要性。

（湖北省远安县鸣凤中学 朱道清）

毕业典礼的主要功能是总结过

去，展望未来。过去在校学习生活情

况如何，学生是最有发言权的，学生

总结出来的认识是最深刻的。 为此，

我们不妨鼓励学生自主组合、大胆设

计，充分展示学生的才能，让他们在

总结中反思，可以是“我的毕业评语

我来写”、“我为过去写首诗”、“我为

过去唱支歌”、“我的成功与收获”等，

让学生说出自己的心声，客观真实地

评价自己。

（湖南省浏阳市小河中学 周芳元）

毕业典礼既是学生们学业生涯

的节点

,

又是成长过程的节点。对外

人来说

,

也许只是个形式

,

对学生自

身而言

,

却意义深远，它带来了学生

们成长的喜悦。因此，毕业典礼应该

洋溢着一种情，在情的熏陶下让学生

受到教育，而不适宜有太过浓重的商

业色彩，更要摒弃功利化思想。教育

者只有把毕业典礼当作一种教育的

延续、一种情感的传递，才能真正领

悟毕业典礼的内涵。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

苗雪艳）

毕业典礼并不只是让学生去操

场集中开会， 笔者建议学校搞一次

“再走一遍校园的小路”的活动。几年

的朝夕相处，学生们已经熟悉了校园

中所有的小路，甚至包括小路两边的

一草一木。“再走一遍校园的小路”，

恰恰能唤醒他们内心深处最真挚的

回忆。这种感受与回忆，能增强班级

同学之间的凝聚力，能增强学生对母

校的怀念， 因此， 也必将激发他们

对自己今后生活与工作环境的热爱。

（安徽省芜湖县第二中学教师

范德洲）

【大家谈】

每个学校都有会议室 。 会议室有

大有小， 会议室的环境布置、 坐椅摆

放、 制度管理等都能反映出校长的办

学理念。 在此， 欢迎广大读者围绕学

校会议室文化建设展开讨论， 来稿请

注明 “会议室” 字样。

截稿日期：

2011

年

6

月

28

日

稿件要求： 切入点要小 ， 每篇来

稿只呈现一个现象、 思考、 经验或建

议， 稿件请以附件的形式发送。

投稿邮箱：

sulingtl@163.com

话 题 预 告

温馨回放

激情展望

■

于淼

毕业典礼是每个学校每年都要经历的事

情。多年来，一直不变的毕业典礼模式，已经

无法感动学生的心。领导、老师的讲话，小型

的表彰奖励， 已无法唤醒学生们对母校的深

深记忆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在面对一批批

小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的漠然态度， 了解

到他们渴望解脱与放松的毕业心情之后，我

校去年创新了毕业典礼的形式， 为小学毕业

生举办了一次“回放与展望”相结合的毕业典

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所谓回放， 就是搜集这批学生从进入小

学到小学毕业这

6

年里的成长轨迹材料，在典

礼上进行有序展示， 唤起学生对小学阶段校

园学习与生活的美好回忆， 增强学生对母校

的感恩之情。回放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音像

类，一种是文字类。音像类材料通过大屏幕精

选展示，并适当加上配音表达。文字类材料，

通过展览对比展示。比如，将每个学生初学习

作时的作文与毕业时的作文放在一起对比，

使学生真实地看到自己

6

年来的进步。音像资

料的展示效果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想。

我清楚地记得，一张刚入学时老师为一名

学生系鞋带的照片，使这名学生感动得流下了

眼泪。还有同学间活动的照片、运动会赛场上

的照片、老师为寄宿学生过生日的照片……一

幕幕往事重现， 使学生们情不自禁地投入其

中，感受着

6

年的师生情、同学情、校园情。看着

看着，他们不再是最初的嘻皮笑脸，浓浓的情

溢满了他们的双眼，透过眉宇间的郑重情不自

禁地表现出来。

6

年的时光，并不漫长，但这

6

年

里，是学生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我们应该把这

些值得珍惜的东西放在毕业典礼上重温，它的

作用不单单是回忆，还有激励。

所谓展望，分两类内容：第一种是邀请从

本校小学毕业， 现已在社会上有一定成就的

几位人物，简单介绍他们的奋斗史，目的是使

学生受此激励，明确自己的成长方向，坚定自

己的理想；第二种是在毕业典礼前夕，组织学

生写“

10

年后的我”，然后根据学生习作内容

设计出相关的情景图片，进行展示，以此激励

学生为目标而奋斗， 这也是对学生理想的一

种强化。

这次“回放与展望式”毕业典礼后，学生

们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毕业典礼都有所感

受，有的学生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毕业典礼，

让我看到了许多曾经忽略的东西！”“回放与

展望式”的毕业典礼，使情系母校与憧憬未来

紧紧相依，使学生在感知殷殷期待的同时，心

系责任奔向新的征程。今年，我们还要给学生

一个这样的毕业典礼。

（作者单位：吉林省蛟河市庆岭镇九年制学校）

【经验】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油坊街小学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欢呼。

邵东方 摄

【建言】

漫画中国网 提供

学生自己组织的毕业晚会热闹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