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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六月# 又是栀子花开的季

节#淡淡的香气弥漫整个校园$当见

到我们的毕业生在%责任&校训石前

合影留念的时候#我知道#又一个毕

业季来临'((你们毕业了)

我在这里送上常州大学最为特

殊的礼物(((我们的校训 %责任&)

我希望这份礼物能沉入大家的心底

并定格为永恒$

责任到底是什么* 责任就是生

活的价值#责任就是人生的意义#责

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

种爱#这种饱含爱的%责任&可以让

我们将事情做到%精雕细琢&般的完

美#而不是%敷衍塞责&式的完成+四

年前#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常州#成

为学校更名常州大学后的首届新

生$首届#显然意味着大家要成为学

弟学妹们的表率# 还要担当起榜样

的责任$

今天我就跟大家谈谈这个%爱&

与%责任&$

首先#责尽心安#对自我负责#

学会敬畏生命$

经历了大学四年# 你们从今天

开始走出青青校园#走进竞争职场#

我希望你们不但要具备丰富的知

识#也要形成比较完善的人格,希望

你们既能对生活充满热情# 也能对

生命存有应有的敬畏$ 近几年大学

校园里自杀和杀人事件屡有发生#

我们觉得十分痛心$ 从复旦学子投

毒到中山大学学生自缢#虽是个案#

却有共性$ 同学们# 人生的道路很

长# 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积极的心

态$积极的心态像太阳#照到哪里哪

里亮,消极的心态像月亮#初一十五

不一样$如果你看到的只是阴影#那

是因为你背对着阳光, 只要你心中

有绿洲# 眼里的漫漫黄沙也会变得

晶莹闪亮$ 正所谓%物随心转#境由

心造#事在人为&$ 当你们面临困难

和迷茫的时候# 请你们不要忘记回

望一下来时的路# 要时时刻刻点亮

心中那盏指引希望的灯火$ 懂得分

享#学会分享#善于分享#人生的锦

绣大地才会布满霞光$

第二#责尽心安#对职业负责#

学会尽职尽责$

毕业了# 如何对待自己的职业

问题# 将关乎自己一辈子的生活$

%在其位#谋其职&$ 行业无贵贱#职

业无高低#敬业是我们的基本操守#

从某种程度上说#职业就是事业#事

业就是生活)

自主择业#双向选择$ 我们常

常抱怨自己生逢一个%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的艰难就业的年代#这

也恰恰说明我们遇到了一个 %没

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自主选择的

时代$ 不像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当

时是响应党的号召- 服从国家安

排# 从来不能说 %我的地盘我做

主&+应该说#你们生活在可能时代

中的最好时代# 充满自由和开放#

因而责任也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

内涵+我们有一些大学生一毕业就

经常跳槽# 一不顺心就想着考研#

稍微受点气就想着创业+应该说年

轻人有理想- 有想法是好事情#但

是作为你们的长辈和老师#我要提

醒大家.选择就是一种担当#不能

以重新选择为借口来逃避责任$你

们不管做什么选择都要三思而后

行#要对得起自己#也不要辜负他

人$正如法国思想家萨特的至理名

言#%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必

须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 &

第三#责尽心安#对身边人负

责#学会感恩$

"#$$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之一#孟佩杰#从小父母双亡#

%

岁

时养母因病瘫痪$从此#孟佩杰承担

起侍奉瘫痪养母的重任.买菜做饭-

洗漱梳头-换衣喂药$ 她说#自己只

不过做了每个儿女都会做的事$ 可

喜的是#在我们常州大学#在你们中

间# 就有着这样一位孝老爱亲的好

同学(((%中国好人&马小坤#家庭

拮据的他#不得已把父母接来#借钱

做起了煎饼生意# 但生活的重压并

没有使他放松自我的要求# 也没有

令他遗忘学习的天职# 他先后获得

江苏省励志奖学金和校学生标兵等

荣誉称号$ 常州大学有这样懂事的

好孩子# 有这样懂得责任和担当的

好学生#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蓦然回首求学路# 莫忘身边相

伴人$ 同学们#你们的父母#他们一

直为你们的成长默默奉献- 无私付

出#柴米油盐半辈子#他们永远是你

们坚定的支持者,你们的老师#引领

你们走进知识殿堂# 化解你们内心

的懵懂- 陪伴你们走过青春的兴奋

和难忘,你们的室友和同学#亲如一

家人#欢乐着你们的欢乐#忧伤着你

们的忧伤$ 我想告诉大家# 任何时

候#不可忽略你们的家人#不能忘记

你们的师长#不能漠视你们的同学#

要对身边人负责#常怀感恩之心#感

恩之情) 铁肩担道义#责任驻心间)

第四#责尽心安#对社会负责#

敢于担当$

人生的价值在于担当# 不管你

学什么专业#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责

任(((规范精准的财务报表是 %会

计师&的责任,安全可靠的产品设计

是%工程师&的责任,公平正义的坚

决捍卫是%律师法官&的责任$ 责任

无所不在# 每个人都担着一份自己

的责任. 你们身边认真细致的宿管

阿姨们-忠于职守的保安大叔们-颠

勺做饭的食堂师傅们# 他们拿着不

是很高的收入# 却在自己的岗位认

认真真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尽职尽

责#责尽心安$

责任铸就形象# 这里有许多值

得大家反思的事例$ 埃及卢克索神

庙被中国游客刻上 %某某到此一

游&#马尔代夫海底的珊瑚被中国游

客捞出, 美国华尔街的中国游客骑

牛合影//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在中

国游客身上屡屡发生#%玩到哪儿毁

到哪儿#也把脸丢到哪儿&$ 同学们

有没有想过这种社会责任感严重缺

失的行为从何而来*如何杜绝*当毕

业季遇上世界杯#这几天#同学们在

熬夜看世界杯的时候# 有没有因享

受足球狂欢而影响他人呢* 反思贵

在行动#坐而言不如立而行$对于学

生而言# 最动听的莫过于大学校园

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而

今天#从你们离开母校-走向社会的

这一刻开始# 最值得我们感佩的莫

过于大家做到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最后#责尽心安#对祖国负责#

共圆%中国梦&$

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艰&#他的责任是为民进言,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他的责任是知民生之疾苦,范

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他的责任是与民共忧患$这些

话#我们耳熟能详#蕴含着别样的家

国和责任情怀$挺身而出#尽忠职守#

利居众后#责在人先#是志士仁人薪

火相传的思想标杆#也是华夏子孙生

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责任既是大道

理# 又是小道理(((大到理想与信

念#服务与奉献,小到与每一个人的

工作-生活都密不可分#与每一个单

位的生存-发展都密切相关$

同学们# 你们正处于一个大发

展和大变革的时代$国家正面临着经

济转型升级-社会不断老龄化-气候

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压力加剧等等重

大挑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希

望你们始终保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

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 不负使命#敢

于担当) 我始终认为#只要我们大学

生能够从自我做起#勇担责任#久久

为功# 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汇集成

流# 将来必定能够加速推动社会进

步#因为将来的世界毕竟是你们年轻

人的)同学们#巨大的责任-伟大的时

代#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希望你们拿

出承担重任的气魄和能力#秉承中华

民族始终保有的%家国天下&情怀#梦

系祖国-梦系人类命运$

最后# 我们还期待你们从今天

起配置一个心灵的
&'(

# 无论身在

世界何处# 都能准确地定位到大家

的母校(((常州大学# 母校盼望着

你们常回家看看$ 母校以责任之心

改变了你们# 更盼望你们带着责任

之情回来改变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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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常州大学毕业典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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