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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匆匆而过，又到一年毕业季。

谈奋斗，聊担当；谈学习，聊为人⋯⋯母校的“最后一

课”，或铿锵有力，或真挚温情，为大学生涯添上难忘的一帧。

本期，我们采撷部分在常高校对毕业生的殷殷嘱托，讲

不出再见，亦是为了更美好的再见。 杨曌 整理

毕业季“最后一课”，
听听母校的走心寄语

电影《无问西东》的结尾有
这么一句独白：“爱你所爱，行你
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它
告诉了我们，青春的所爱，青春
的所行，青春可以无惧无畏。今
天，我想跟你们分享自己的感
悟：青春可以无问西东！

美好的青春一定会有美好
的梦想。17 岁的马克思在高中
毕业作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
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

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
纵然他的青春在颠沛流离、贫困
交加中度过，但却矢志不渝地为
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留
下了闪耀人类发展历史的思想
结晶。

我更愿意把这种富有理想
的青春，描述为一种力量，一种
创造与改变人生的力量。无论
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青年企
业家，还是为了革命理想而奋斗
的青年革命家，青春的力量都源
于崇高理想，理想让他们一生充
满激情，牵动他们一辈子奋力前
行。

“青春映衬着时代”，每个时

代的青春都会有挑战，有机遇，
更有磨难。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
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国家正逐步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不可
否认的是，我们的祖国还不够强
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任重而道远。

历史的接力棒终究会交到
你们手上，而你们的使命是担负
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重任，改变世界。希望你们无
论是高居于山岗之上，还是低伏
于幽谷之间，都不要丢失仰望星
空的信仰，只问初心，无问西东，
舒展出青春本该有的模样。

常州大学校长 陈群

青春可以无问西东

今天，我以“秉承大学之风，
创享幸福人生”为题，同大家共
勉未来发展。

一是秉承明德与修为之风，
创享守正人生。今后，你们不管
是在家庭，还是在单位，或者在
社会，无论你是显耀还是卑微，
富贵还是贫苦，作为具有优秀传
统文化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要
加强人生体悟和历练，要外树形

象，与他人和睦相处；要内强素
养，达到内心平衡和谐，将“守正
有为”的校训一以贯之、发扬光
大。

二是秉承责任与担当之风，
创享有为人生。强调面向基层、
应用为本，关注民生、服务社会，
是我校“爱国为民”精神的重要
体现。你们是家庭的骄傲，是时
代的精英，要敢于担当，始终做
到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
社会负责，奋发有为，将个人梦
真正融入“中国梦”，在报效祖
国、建设美丽中国中展现才华、
实现自我。

三是秉承求真与勤勉之风，
创享务实人生。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希望你们更好地弘扬常
工精神，勤勉学习，应用为本，
学以致用，老老实实做人，脚踏
实地做事，从小事做起，一点一
滴去积累，一天一天都有长进，
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实实在
在做出成绩，安安心心过好每
一天，用勤奋和智慧努力创造
幸福生活。

四是秉承批判与创新之风，
创享个性人生。生活在文化多
样、选择多元的当今时代，大家
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大胆质
疑，不盲从、不从众，建立批判性
思维，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努
力造就一个独特的、有益于社会
发展的自己。

常州工学院校长 李文虎

秉承大学之风，创享幸福人生

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
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扑
面而来。如何紧随科技和产业
革命浪潮，全力以赴、超越自我，
应该是每位同学做出新选择、开
启新征程的重要前提。

在这里，我有三个方面的感
悟和大家共勉：

第一，因为常信所以自信，
就是要求我们始终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此时此刻，面对即将开启的
新的人生篇章，不管世事变幻无
常，希望你们能继续坚定自己的
理想与抱负，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希望你们学会涵养一份内
心的宏大格局，把正直无畏和真
诚友善，烙印在你那颗赤子之心
上。

第二，因为常信所以自信，
就是要求我们始终追求卓越，突
破自我。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高等
职业教育已经迎来了最为美好
的发展阶段。但这也未必已经
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传统的社会
认知中，高职毕业生可能还会遇
到各种质疑和猜忌。但是请记

住，挫折处处都可能存在，重要
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希望你们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持之以
恒，坚韧不拔，不坠青云之志并
享受成功前的孤独和幸福。

第三，因为常信所以自信，
就是要求我们始终保重身体，坚
持学习。

面对社会这所真正的大学
堂，你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我
们一起来分析：你们的有形资产
是你们的青春，健康的体魄。但
青春易老，且行且珍惜，要学会
生活、保重好身体。你们更要打
造自身的无形资产，养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掌握自我学习的本
领。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 周勇

因为常信 所以自信 “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
眼就要各奔东西。”从明天开
始，你们就要背上行囊，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我提三点，
与同学们共勉：

一、希望你们敬畏法律
和公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
人。敬畏法律准则，敬畏良
知公德，是“诚信笃实”校训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要求。好
公民就要遵守公德。心存敬
畏，方能行有所止，动有规
矩。在你们成长的道路上，
种 种 诱 惑 和 考 验 将 伴 随 左
右，希望你们对于财富 、权
力，乃至荣誉，都要做到取之
有道，用之有度，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

二、希望大家能传承发
扬工匠精神，做一个爱岗敬
业的人。工匠精神就是坚持

不懈，持之以恒，把 99%提高
到 99.99%。同学们，在刚刚
毕业的前两年，或许大家频
繁跳槽，或许工资不高，但不
要害怕，这些都是年轻人成
长的必经之路。“爱岗敬业”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
工匠精神的力量源泉，也是
我院学校文化的集中凝练。

三、希望大家能不断求
知，做一个学会学习的人。
联合国教育文组织在一份报
告中指出：21 世纪的文盲不
再是不认识字的人，而是不
会学习的人。大家刚刚踏入
社会，一切都很陌生，最容易
犯的错误是人穷志短，最大
的危险是眼高手低。大家要
做个有心人，向身边的人学
习，学习他们如何思考，如何
做事，如何说话，甚至如何穿
衣打扮。只有你们将学习作
为一种生活方式并逐渐形成
一种习惯，才能抵挡任何风
雨，战胜一切挫折，在时代的
洪流中勇立潮头。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缪昌武

敬畏 传承 学习

2018 年 5 月 2 日，习总书
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给广大青年提出了
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希
望。他指出广大青年要忠于
祖国、忠于人民，要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要求真学问、练真
本 领 ，要 知 行 合 一 、做 实 干
家。借毕业典礼之际，我想对
即将走向社会的你们提三点
希望：

一是坚定信念，勇于责任
担当

走出校门，你们要尽快适
应新的环境和身份，担当起一
个社会人的责任。前进的道
路上，遭遇失败的时候可以停
下来低头思考，但不要问社会
人，也不要问百度，要问你自
己。不要只会低头刷微信，要
学会在低头思考中成熟。低
头要有勇气，抬头要有底气。
我相信你们是独立、敢为，有

责任、有担当、有前途的一代。
二是追求卓越、弘扬工匠

精神
你们要有一种追求技术

极 致 和 精 益 求 精 的 工 匠 精
神。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
惑 ，潜 心 钻 研 技 术 ，苦 练 本
领。我希望同学们走出校园
后，执着务实，以真正干事的
实劲、勇敢干事的狠劲、执着
干事的韧劲，做好手头的每一
项工作。

三是奋力拼搏、始终砥砺
前行

你们在工作中要永葆激
情、要具有拼搏和合作的精
神，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要
把握规则、不畏艰难、旗开得
胜。最近，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又开始了。足球的魅力除了
在于讲究规则、阵型、技术、战
术之外，更在于一种足球精
神，那就是：激情，勇往直前；
拼搏，成就梦想；合作，克敌制
胜。同学们，我们在欣赏足球
运动之美的同时，更要欣赏足
球运动中的激情、技巧、智慧
和团队精神。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 陈光曙

低头要有勇气，
抬头要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