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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教育优先，办法就比困难多

■

纵深·上期反馈

欢迎点评本期话题

zongshen@edumail.com.cn

一个有真才实学又愿意在农村从

教的大学生， 仅因为户籍， 就眼睁睁

看着经济发达地区招聘的诸多空缺名

额， 却不能就业， 这既是大学生个人

的悲哀 ， 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公平 、

管理制度落后的表现。 诚然， 经济发

达地区不从严控制城市人口发展的规

模， 会给为民众服务、 城市管理及幸

福指数的提升带来很多很大的困难 。

但我们应该看到 ， 党中央明确提出

“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各地各级党委、 政府如果真正把教育

放到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那么 ，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一既不公平又严

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问题是可以尽快解

决的。

湖南省新田县一中 龙启群

【相关链接】

校长致词扮靓高校“拨穗礼”

一年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

2010

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演讲 《记

忆》，

16

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

30

次， 众

多学子甚至潸然落泪。 这则演讲稿很快

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根叔现象” 开始

在高校蔓延。

一年后，李培根在本科生毕业典礼的

演讲《未来》，再次把国事、校事、家事融会

贯通。

18

分钟的演讲，赢来

32

次雷鸣般的掌

声，平均

34

秒就会被打断一次，

7494

名毕业

生起立齐声高喊：“根叔！ 根叔！ ”

今年聊“未来”，明年话

“远方”？

近

3000

字的长文， “根叔 ”

67

次提到 “未来”， 而“根叔” 最先嘱

咐学生的， 是要堂堂正正做人、 踏

踏实实做事。

6

月

22

日上午

9

点， 穿着学位服的毕业

生们纷纷走进了可容纳

8000

多人的华中科

技大学光谷体育馆。

“一低头， 一弯腰 ， 大学四年真

的结束了。” 在学生们看来，毕业典礼很神

圣，它标志着学生开始成为“社会人”，甚

至比成人礼更有意义。

9

点

16

分，“根叔”正式上台致词，台下

再次响起雷鸣般掌声，东边看台上的家长

都跟着学生一起喊“根叔”，表达着对“根

叔”的狂热。

从校园生活到国家建设，从科技发展

到个人责任， 从追求成功到感恩父母，从

融入社会到理性思考， 近

3000

字的长文，

“根叔”

67

次提到“未来”。 而他最先嘱咐学

生的，是要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相比之下，‘根叔’ 今年的演讲更为

朴实。 ”当日，被“根叔”点名的校园导演刘

乐激动地说。 刘乐是

2007

级广播电视新闻

学专业的学生，因为在学校导演了首部校

园电影《断弦》而被“根叔”提及。

刘乐说， 影片在全校公映前，“根叔”

坐了

24

个小时飞机回汉参加首映式，“

100

分钟的电影，‘根叔’一直坚持看完，跟我

们一起哭、一起笑。 ”刘乐说。

“每年都听‘根叔’演讲，今年他演讲

中的网络热词相对较少， 语言更朴实了，

但普通的语言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对毕业生来说还是很感动。 对我的未来很

有意义。 ”刘乐说。

“校长告诉学生们要懂得感恩那段 ，

我最感动，简直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的

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在光谷体育馆的最

后一排看台上，家长谭先生夫妇一直红着

眼圈。 谭先生一边说，一边用手擦眼睛。

“根叔” 在体育馆演讲， 现场不少毕

业生利用微博 “现场直播”。 微博、 人人

网、 校园论坛上， 关于 《未来》 的讨论

帖不可胜数。

9

点

27

分，“雷磊先生”在微博

上说：“根叔说，要自己努力，不需要告诉

别人你的爸爸是谁。 霸气有木有！ ”

当 “根叔” 在毕业典礼上致完词后，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白云野鹤

BBS

（电子公

告板）上，立即有人发帖《“根叔”在下一盘很

大的棋》， 帖子回顾了

2008

年至

2011

年 “根

叔”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内容，每一次致词中

最后一句话中的某个关键词，就是下一年的

毕业典礼演讲的主题。 帖子据此猜测 “根

叔” 明年的毕业演讲题目为 《远方》。 也有

学生说， 在

6

月

19

日

2011

届毕业生联欢晚会

上 “根叔” 所作的 《未来》 一诗， 最后一

句是 “未来， 原来是时间的至爱。”

三易举办地 ， 只为让

每个毕业生都能参加

面对自己送出的第一届武大毕

业生， 李晓红期盼他们 “既能踏踏

实实地 ‘立地 ’ ‘扫屋子 ’， 更有

‘顶天’ 的远大志向。”

“江城雨霁， 珞珈山翠； 百年武大 ，

英才集汇。 今天， 学校在同学们期盼已

久的梅园小操场隆重聚会。”

6

月

22

日， 武

大梅园操场， 在现场数千学子的欢呼声

中， 武大校长李晓红送别了他调任武大

后的首批毕业生。 而少有人知的是， 在

这场盛大典礼举办前， 武大先后三次更

改典礼举行的地点， 起因则是因为学生

们与校长在网上长达一个月的讨论。

据了解， 武大校方首次选定的典礼

地点， 是该校硬件条件最好的人文馆主

厅， 但该厅只有

600

个席位， 每个毕业班

只能派

1

名代表参加。

5

月

16

日晚， 李晓红在 “珞珈山水 ”

BBS

（电子公告板） 上发帖 《我对毕业典

礼的认识与行动》， 就即将到来的毕业典

礼表达自己的观点： “毕业典礼不仅是

一种形式， 更重要的是以谁为本， 如何

使学生留恋曾经生活、 学习过的母校”，

同时他还公开发帖： 要求全校 “任何老

师 、 领导都不能拒绝同学们的合影要

求”。

该帖随即被武大学生疯顶 ， 学生希

望亲自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聆听校长

的寄语， 不希望 “被代表”。

在看完学生们的回帖后 ， 李晓红主

动多次向同事转达并精心商榷， 最后决

定将毕业典礼改换到该校最大的室内场

馆———能容纳

1700

人的信息学部大学生活

动中心。

一切准备就绪后， 武大校办于

17

日在

校园

BBS

上贴出典礼地点的通知， 却没想

到再次被学子们 “否决”。

“毕业关键是那份激动和兴奋， 不单

单是一个仪式， 学校选

1700

人做代表， 作

为可能被代表的一分子， 我很忧伤。”

最后校方敲定 ： 毕业典礼改在梅园

小操场举行， 风雨无阻。 帖子公告， 所

有毕业生都参加， 他们的亲友、 往届校

友都可前来观礼， 再没有人员限制， 再

没有 “被代表”。

22

日， 李晓红一露面， 就引起山呼海啸

般的掌声。 要知道，

2011

届毕业生是李晓红

来武大后送别的第一批毕业生。

李晓红之所以如此受学生的欢迎， 缘于

他的 “无伞校长” 外号。

6

月

9

日， 该校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7

级毕

业生与李晓红一起照毕业照时忽遇大雨。 有

学生撑伞为李晓红遮雨， 被婉言谢绝。 校长

离开时衬衣全部湿透， 笑容却很灿烂， 经管

院学生们雨中高喊： “晓红校长， 我爱你。”

此事很快被发到网上， 学生奉上外号： “无

伞校长”。

“虽然我本人与大家相处的时间短暂 ，

但我们曾在湖滨食堂共进午餐， 曾在生科院

报告厅面对面探讨学校的发展， 曾在 ‘珞珈

山水’ 上一起商讨如何举办今年的毕业典

礼。 虽然， 你们与我合影的神情还有些腼

腆， 但我的心情与你们一样激动、 雀跃， 我

不仅喜欢远远地欣赏你们， 更愿意近距离地

亲近你们。” 在毕业典礼致词中， 李晓红深

情回忆与同学们的相处， 博得学子热烈掌

声。

面对自己送出的第一批武大毕业生， 李

晓红期盼他们 “既能踏踏实实地 ‘立地’‘扫

屋子’，更有‘顶天’的远大志向。 期盼着每一

位武大学子都能够闯出大事业，成就真英雄，

让

10

年、

20

年、

30

年之后的杰出人士中有更多

的武大人。 ”

毕业典礼结束后， 有学生现场向李晓红

请愿：“校长，我们想在毕业前再游一次校园，

可不可以？ ”

“完全没问题，我陪大家一起环游武大。”

李晓红当即应承。

本科毕业生刘思瑞激动地说：“

4

年前的

开学典礼， 学长带我们参观校园；

4

年后的毕

业典礼，‘晓红哥’陪我们畅游珞珈。在武大的

4

年，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圆。 ”

毕业典礼是大学生的成

人仪式

越来越时尚个性的高校毕业典礼，

特别是高校领导们的个性举动， 是大

学精神的一种提升， 也是社会的一种

进步。

毕业 ， 是一个包含了新起点的终点 。

严格意义上说，毕业典礼是个“舶来品”。大学

毕业典礼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 考试合格的

应试者，要穿上僧侣的长袍。接着要举行由顺

利通过了考试的应试者提供葡萄酒的盛宴。

这成为大学毕业典礼仪式的雏形。

从某种程度上说， 越来越时尚个性的高

校毕业典礼，特别是高校领导们的个性举动，

是大学精神的一种提升， 也是社会的一种进

步。教育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大学不仅仅应

该成为一所学校， 更应该是时代风气的先行

者。 但在追求时尚个性的同时， 也要注重亲

民。因为毕业典礼是一种仪式，也是一次校领

导与学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只有这样才更

具庄重和神圣感。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解释恢复这项仪式

的初衷。他说，礼仪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大学塑造学生成人、进行人文教养

的重要载体， 正是在这庄重的仪式中，“大学

精神”得以见证。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也开始

举办隆重的毕业典礼， 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学

术荣誉感和责任感， 告诉毕业生要承担起社

会责任。

真正的毕业典礼好像离大家很遥远，毕

业典礼每个高校都会举行，但大多是走过场。

不少高校， 甚至不举行全体学生参与的毕业

典礼，只选择一些代表参加。而更多的毕业生

则不愿意把留在校园的最后一段时光浪费在

听那些没有意义的空话、 套话上， 主动不参

加。

近年来， 一些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致词

时不约而同抛弃官话、套话，尝试“用心和学

生说话”，就连宿管阿姨也走上大学毕业典礼

的讲台。 这类毕业致词无一例外地收获了师

生们热烈的掌声， 很多社会人也感叹自己受

到了感召。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胥青山认

为，毕业典礼可以升华学生对母校的感情，也

是大学教育的最后一课，相当于“大学的成人

仪式”，应该更加人性化、多元化。

其实，以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

梅贻琦和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等人的毕业典

礼致词也非常精彩，很受学生欢迎。今天校长

们对毕业典礼的重视， 其实是重拾大学的传

统———教育要“目中有人”。

胥青山认为， 古今中外的大学校长都很

重视毕业典礼致词， 而其中能够流传下来的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尊重学生、爱护学

生，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只要一个校长把

毕业典礼当作人才培养的“最后一课”，就会

避免高高在上，大讲官话、套话。

这些现象表明，无论社会如何浮躁，大学

如何迷失，社会公众都对大学精神充满期待；

无论大学里年轻的 “

80

后”“

90

后” 有多么新

潮、时尚，他们内心仍然保留着对崇高、责任、

平等、自由、感恩等词语的尊重和信仰。 这也

让我们坚信，我们的大学，一直有坚守并勇于

自我反省的智者， 这是我们重新追回大学精

神的希望。

■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徐世兵

毕业典礼， 是人生的里程碑， 既标志着大学时代的结束， 也意味着新阶段的开始。 不管是继续求学， 还是就业谋生， 无论选择怎样的一个未来， 毕业典礼都将

成为他们人生的分水岭。 校长的毕业致词受热捧， 说明无论社会如何浮躁， 社会公众都对大学精神充满期待； 无论年轻的 “

80

后” “

90

后” 有多么新潮、 时尚， 他

们内心仍然保留着对崇高、 责任、 感恩等词语的尊重和信仰。 也许多年以后， 大学时光在学生的心中可能已经变成了 “浮云”， 但校长毕业致词中的某一个词语， 还

会在不经意中从学生的脑海中跳出来……

观察

未 来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

前两天 ， 我看到你们歌之 ， 唱之 ， 舞

之， 蹈之， 哭之， 喊之， 泼之， 醉之。 我知

道， 你们在以你们的方式迎接未来。

未来的幸福在内心的安宁， 在自身的和

谐。 你堂堂正正地做人， 踏踏实实地做事，

你就能守住内心的安宁。 你靠自己的努力和

拼搏， 你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说你爸是谁。 未

来你们可以在不断努力拼搏的过程中自然地

实现自我， 但切切不要偏执地自我实现。

未来的幸福在感恩和报答。懂得感恩，你

一辈子或许有贵人相助；知道感恩，你未来的

生活将充满阳光。未来你赚了钱，常常寄点钱

回去补贴父母，即使他们说有钱；未来你条件

稍好的时候，把父母接过去享享清福，即使他

们说不习惯； 未来偶尔亲手做一点他们想吃

的饭菜，即使他们说不用你做；更要常回去，

量量他们的血压，看看是否有骨质疏松，即便

他们说感觉还好。同学啊，感恩和报答可是你

一辈子的为人之要。

未来是大度的。少数同学可能在茫然、疑

惑、不解、甚至痛苦中沉思着未来。 也许过去

你过分消遣和娱乐过未来， 你不知道未来路

在何方。 站起来，前行就有路。 未来依然愿意

迎接你，依然愿意把你拥入怀中。 同学啊，华

中大教给你雄起，不教给你趴下。

亲爱的同学们，关于未来的话太多。最后我

还想叮咛一句，未来要说真话。 你如果说真话，

别人会倾听。 你如果说假话，或许只有风会听。

华中大教你对人说真话，不教你跟风说假话。

再见了， 同学们！ 在未来， 在远方。

（本文摘自李培根

2011

届本科生毕业典

礼致词， 有删节）

毕业致词集锦

或许你们还能记起入学时与家人在

校园里的合影 ， 而今天却穿上学士服 ，

犹豫着究竟要摆一个什么样的雷人造型。

而在我的眼中， 你们爱真理， 也爱生活；

爱自己， 也爱公益； 爱机械制图，也爱引

体向上……我们要有批判， 更要有建设；

要有质疑，更要有行动；要有想法，更要有

办法。 我们不是旁观者，不是过客，我们有

责任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正是这些人、这些景、这些光阴和故

事，让你们体会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痛，

什么是青春，什么是成长！ 当然，我也希

望，你们一定要忘记：请你们忘记成绩单

上的分数，那真的只是“浮云”；请你们忘

记曾经和同学之间发生过的不愉快，多想

想那些纯真的友情， 你们就不会那么的

“伤不起”……忘记这些，放下这些，在未

来的人生道路上，你们将拥有更加广阔的

舞台，拥有无限的可能和无数的机遇。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

乍一看来，你们在复旦学习的东西很多

都是看似无用的，但我要说，很可能复旦给

你们的这些貌似无用的东西，恰恰是最神圣

的、最尊贵的精神价值。在本质上，无用之用

常常胜于有用之用，因为精神价值永远高于

实用价值。 因为它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它

将注入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终生。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遇事要冷静 ， 不要一点就着 ， 要有

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自我反思的力量， 运

用理性的头脑去伪存真， 把实实虚虚的

世界看得更清楚。 大学时光是思想的积

累 ， 情感的积累 。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

依然要用坚韧的付出， 承担起时代赋予

你们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超越自我， 去

追寻新的梦想， 这是你们前行的动力。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

当我们扔掉灰色的眼镜，客观地认识

自我、宽容地对待他人、乐观地看待社会，

这种积极的思维力将帮助我们穿透变化

中的重重迷雾。 思维力好比一缕阳光，选

择面向还是背对，将直接决定自我世界的

色彩。 人生旅途中，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所

处的位置，而是你迈出下一步的方向。 如

果你一直迎着阳光走， 那么阴影就会被

甩在身后。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赵德武）

关爱 关注 期盼

武汉大学校长 李晓红

虽然，你们与我合影的神情还有些腼

腆，但我的心情与你们一样激动、雀跃，我

不仅喜欢远远地欣赏你们，更愿意近距离

地亲近你们。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读懂武

大， 但我总在努力了解同学们的期盼；我

希望用切实的行动，关爱每一位同学的成

长成才， 让每一个离开珞珈山的学子，能

够永远铭记在校时许许多多美好而温暖

的瞬间！ 同学们，挥别珞珈，你们就自动拥

有一个终身的头衔———武汉大学校友。 无

论你们走多远，无论时间过多久，母校都

会永远地关注你们： 关注你们的学习，关

注你们的工作，关注你们的家庭，关注你

们的喜怒哀乐、 一点一滴……我希望，在

母校关注的目光中，各位同学都能走好人

生之路，让母校引以为傲、引以为荣！

在珞珈山顶，有块石头上刻了一个大

大的“始”字，这是一位校友在

1983

年

6

月毕

业前夕，专门找石匠学了一把手艺后，花了

3

天时间刻下的，寓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当然，我倒不鼓励同学们离校前都去刻石头。

“造端倡始”，我希望同学们在毕业之际，品味

“始”的深义，思考未来的人生。

我期盼武大的毕业生， 既能踏踏实实地

“立地”“扫屋子”，更有“顶天”的远大志向，树

立起“扫天下”的豪气和雄心，成为未来社会

的中坚力量。

最后， 我用武汉大学校歌中的一句话为

大家壮行： 扬帆长江， 奔向海洋； 今朝多磨

砺， 明日作栋梁！

（本文摘自李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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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典礼致

词， 有删节）

陶小莫 绘

让毕业典礼点燃学生内心的灯塔

■

张春铭

14

次掌声，演讲完毕全场掌声达

15

秒。

这是一篇不足两千字演讲稿收获的礼遇。

演讲者是一位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这

个身份在日常印象中有些枯燥。 但是，在

7

月

5

日这个毕业典礼的日子， 遇上演讲者

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清华大学校

长，顾秉林这份被称作“凡客体”的演讲稿

就以风一般的速度，从校园流行到网络。

这个夏天，不只是清华，不只是北大，

在复旦，在西安交大，在华南理工，在暨南

大学……在这个火热的毕业季， 校长们一

改往日的严肃， 引用穿插幽默的网络语言

作为典礼致词，引来学生关注，网友围观。

有学生笑称：“如果你是今年毕业的大学

生，毕业典礼上校长的演讲要是不精彩，仿

佛就少了一份荣耀，你都不好意思毕业。 ”

校长们也确实“给力”。 “李大钊、毛泽

东、周恩来都是

19

世纪的‘

80

后’。 ”暨南大

学校长胡军在激励新一代“

80

后”时不忘

幽默一把。 “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

可以决定几点起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校长仲伟合的致词很励志。 “在这个凤凰

花开的六月， 往事如一幕幕动情的皮影

戏，恍如昨天。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

的散文式致词很有校园文学的范儿。 精彩

演讲让学生们大呼过瘾，掌声不断。

亲切，这是不少学生的评价。 在此之

前，毕业典礼往往是众多学生眼中的“过

场”和“鸡肋”。 有媒体对浙江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学子的采访显示：八

成未能参加毕业典礼的受访者坚持认为

没有遗憾；四成曾参加过毕业典礼的受访

者也表示， 对于毕业典礼最怀念的单元就是

拍照。相比较过去“形同公文、毫无激情”的传

统校长毕业致词， 这场由去年华中科技大学

校长李培根引发的文风之变， 一改过往的沉

闷说教，以学生熟悉的网络文化为突破口，把

国家大事、学校大事、身边人物、网络热词等

融合在一起。它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让毕业

典礼成了吸引学生的“难忘一课”，成了四年

大学生活的美好记忆。

责任，这是不少大学校长的寄语。毕业致

词文风的转变之所以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不

仅仅在于校长们“怎么说”，更重要的是在贴

近学生的表达方式背后，校长们“说什么”。当

拨穗礼行毕，表示学生已学有所成，可以展翅

高飞。所以拨穗礼之前的校长演讲，是送学生

走向社会、迈开第一步时的谆谆叮嘱。正如西

安交大校长郑南宁在毕业致词中说的那样，

毕业典礼是大学文化的生动体现， 它不是一

次单纯的欢庆， 也不仅仅是为了对往事的回

忆，它是我们重温责任，感悟大学文化和精神

的珍贵一课。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即将开启人

生新航程的毕业生们回忆当年的梦想， 思考

青年的责任，一定会激发出对理想的追求。

理想、责任、命运、追求、生活的意义、幸

福的真谛……这是校长们送给学生的最真诚

的礼物， 也是大学给予远行学子的一份精神

慰藉。 然而，在学生的欢呼声外，网上也传来

众多有争议的声音。说“哗众取宠”者有之，批

评“作秀”者有之，诟病“取悦学生”者有之。虽

然校长们的致词也许不尽完美， 但相比以前

更为老套、严肃的“讲话”，致词更受学生们欢

迎是事实。 而这文风的转变又何尝不是大学

以学生为本的一种尝试？ 这样的尝试显然从

一个侧面密切了学校、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

系。 如果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用掌声和欢呼

声表达他们对典礼演讲文风转变的欢迎，旁

观者又为何不能宽容他们真心地为自己的校

长欢呼一次、自豪一次？如果这本该一字千金

的演讲， 因为公文化、 格式化而听之无味，

演讲变成了开会发言， 典礼变成了拍照合

影， 校长照本宣科， 学生昏昏欲睡， 这样的

毕业典礼又有何存在的必要？

理想的毕业典礼是什么样子？ 哈佛大学

校长福斯特说：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们

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定要经常回来， 告诉我

们过得如何。” 是的， 当毕业典礼真正成为

高校与毕业生之间的情感纽带， 当毕业典礼

点燃了毕业生内心永远的灯塔， 我想， 毕业

典礼的意义就达到了。

也许多年以后， 在不同岗位的学子们，

会因为某个词想起多年前的毕业典礼， 想起

那个 “一天骂她八遍却不许别人骂 ” 的母

校。 是啊， 就在那转身之间， 就是那过往的

少年， 天空依旧湛蓝， 明朗如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