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不少高校纷纷设计了别出
心裁的录取通知书， 各种高科技手段
大显神通。 2017年西工大的录取通知
书在腰封上多了一个二维码。 扫码下
载 “西工大AR”， 将手机对准通知书
正面， 普通的纸质通知书就变成了一
个动态卷轴 。 当扫描通知书背面的
“航空” “航天” “航海” 3个标志时，
三维立体运20飞机、 长征火箭、 航空
母舰模型仿佛触手可得。 配合着卡通
形象 “航小天” 介绍学校 “三航” 的
学科特色， 一张简单的录取通知书展
现出一个 “魔法校园”。

演讲主题
家国情怀与大学精神

情怀成为今年毕业季高校校长演
讲的最大热词。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演讲主题为
《少一些浮躁 ， 多一份情怀 》， 他说 ：
“少一些浮躁， 沉下心去， 脚踏实地，
执着向前。 少一些浮躁， 抵御住人生
道路上的各种诱惑， 保持心中的那份
静气。 一个有情怀的人， 会追求高雅
的志趣， 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自己
的心境， 注重心灵的感受。”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说： “家
国情怀是一种精神追求， 强烈的忧患
意识、 以民族大义为念、 以人民社稷
为重， 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 北宋
大儒张载曾有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 ，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
平’， 胸怀天下， 心系百姓， 这是何等
的家国情怀， 也是中国古老的传统！”

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的演讲主题
为 《涵养家国情怀 坚守天大品格 》，
他说： “‘家国情怀’ 是一个人对自己
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 ，
是对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
的理想追求。” 他强调： “家国情怀是
立身养德的坚守， 是立志报国的追求，
是胸怀天下的担当。”

变化
网络热词少 比喻形式多

今年的校长演讲， 出现了三个变
化。

变化1： 从 “说理+忠告” 向 “故
事+寄语”转变。 在34所高校中，40%的
演讲是 “说理+忠告 ” 模式 ， 60%为
“故事+寄语” 或 “回忆+寄语” 模式。

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分享了三个关
于担当的人物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校
长董奇给同学们讲了北师大校友王洛
宾的故事；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回忆

了36年前的毕业生和今天学生的对比，
再提出了对今天毕业生的寄语。

变化2： 大学校长毕业演讲引用
网络热词的人数和次数， 相对前几年
总体上呈减少趋势。

重庆大学： 祝贺各位 “上仙” 历
劫飞升 “上神 ” ！ 中国传媒大学 ：
“让人禁不住要点赞， 说一句： ‘厉害
了， 我的同学们！’” “工作不是 ‘练
功打怪升级’ 那么简单， 生活也不是
‘自拍’ 加 ‘美图 ’ 就能变得圆满 。”
电子科技大学： 同学们以蓬勃向上的
“洪荒之力”， 收获了丰富多彩的大学
生活。 湖南大学： 当今时代， 世界在
飞速变化 ， 上半年还是4S独领风骚 ，
下半年已经变成S4雄霸天下。

变化3： 比喻形式越来越多。
排比句是校长们最常用的句式 ，

比喻句式在校长们的演讲中也越来越
多了。 校长们将人生大道理比喻为身
边的常见事物， 既将道理说的透彻明
白， 又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以嚼菜根来表
示人生百味。 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以
黄葛树做比喻， 说明人生应有的姿态。

校友故事为引
强调做什么样的人

今年的毕业演讲， 校长习惯引用
优秀校友案例， 以校友精神联系学校
办学精神。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以毕业生热
依汗古丽·买买提同学选择回新疆工作
的案例， 作为演讲主题的引子， “既
然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如果我都
不回去， 谁来改变西部的命运！” 在此
基础上， 强调肩负时代使命重要的三
点： 创新、 坚守、 引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用
科大校史馆里苏步青先生的赠言 “当
好第一流大学的学生”， 提出 “希望大
家 ‘当好第一流大学的校友’”， 并通

过自身经历体会， 激励毕业生做一流
的校友。 他说： “履职以来收到了许
多来自世界各地科大校友的祝福和寄
语， 深切地体会到校友是对母校的关
切和热爱， 深深地感受到来自 ‘第一
流大学的校友’ 的温暖” 。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在毕业
典礼上大赞同学们取得的成绩。他举了
一个例子：“中蓝一期C209宿舍的六位
女同学，组成了一个‘学霸宿舍’，四年
里取得了各种荣誉，包括中央三台奖学
金、学校一等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
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等等，最
后三位同学保送读研、一位同学考研成
功、两位同学负笈海外。 让人禁不住要
点赞，说一句：厉害了，我的同学们！”他
在肯定毕业生在校取得成绩的同时，也
提出一些校园设施欠缺的遗憾，重点部
分表达了对同学们的祝愿。

东南大学校长张广军的毕业致辞，
主题是 《享受成功前的孤独和幸福》。
开篇讲了同学们在东南四年的时光和
经历， “233位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
22位同学获得 ‘江苏省三好学生’ 称
号、 14位同学获得 ‘江苏省优秀学生
干部’ 称号……” 他在细数同学们的
成绩后， 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是否有引领未来的目标？ 是否有独辟
蹊径的智慧？ 是否有 ‘止于至善’ 的
大爱？ 是否有持之以恒的勇气？”

今年， 越来越多的校长不再强调
如何做实验、 做学术、 做成绩， 而是
更加强调如何做人， 做什么样的人。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勉励毕业生要
做有思想的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
长徐惠彬说做一个淳朴如初、 虚怀若
谷的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
和说永远做一个温暖的人； 华中科技
大学校长丁烈云说不做吃瓜群众， 而
要做担当者；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说
要坚持做一个善良、 自信的人……

摘自 《北京日报》

■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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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的椅子呵护健康

高科技录取通知书显神通

“最后一课”看大学精神

近日， 立陶宛的一位设计师历时9
年设计出一款造型可百变的椅子。 这
款椅子没有固化的结构， 而是通过一
根根的木条连接而成 。 手工操作时 ，
将木条从一侧滑入， 再用特殊的钥匙
将其固定锁死。 每一根木条有A与B两
端， 两端尾部长短、 角度不同， 连接
时 ， A+A的循环组合可以形成弧线 ，
A+B的循环组合则可以形成直线， 将
两种基本的方式组合搭配， 你便可以
发挥自己的想象， 组合成扶手椅、 躺
椅、 摇椅、 屏风、 凳子、 茶几、 运动
器材等任意形状的家具， 充分满足自
己的各种需求。

据英国 《每日电讯报》 报道， 一
份新报告警告称， 英国人持续增长的
平均寿命百年来首次停滞不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英国人的
平均寿命每年都在稳步增长。 在2010
年以前， 男性的平均寿命每3.5年增长
1岁， 女性则是每5年长1岁。 如今， 英
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9岁， 女性是82
岁 。 该报告的作者迈克尔·马莫特指
出， 英国人平均寿命的增长几乎陷入
停滞状态， 再过不久其平均寿命甚至
可能会缩短。 该报告称， 老年痴呆症
是英国人平均寿命增长停滞不前的罪
魁祸首。

英国人平均寿命
百年来首次停滞不前

高校毕业典礼是人生中重要
的时刻， 象征着告别大学、 步入
社会。 在这场不可或缺的人生仪
式中， 校长致辞历来都是 “精彩
大戏 ”。 校长们的演讲或庄严肃
穆 ， 或轻松诙谐 ， 或引经据典 ，
或即物起兴……这都是一所高校
大学精神的 “灼灼闪光”。 2017年
毕业季， 大学校长们的毕业致辞，
又为毕业生们上了怎样的 “最后
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