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策划

今天是北航的节日。 在这里，我代
表全校师生员工， 向 3396 名本科毕业
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大学是人生的转型期和黄金期 。
令我自豪的是， 北航的 4 年， 你们不
仅经历了知识和思维的历练与升华 ，
体验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魅力 。
而且 ，慢慢地 ，你们发现 ，心的舞台有
多大， 人就能走多远， 心的通透不是
因为没有杂念 ， 而是在于明白了取
舍， 诱惑太多其实是一种负担。 慢慢
地， 你们发现， 担当和激情是一种品
质， 人不能总靠心情活着， 心态才会
影响生活质量； 也不能总留恋过去的
辉煌，那会成为无奈的宣扬。 慢慢地，
你们发现， 视野和行动决定了人生的
能量， 因为志存高远的势能与被激发
的动能成正比， 勤奋可以弥补聪明的
不足 ， 聪明却无法弥补懒惰的缺陷 。
慢慢地， 你们还发现， 勇气和包容也
是一种可以养成的品质， 人的快乐并
非因为没有痛苦， 而是在于放弃了抱
怨 ， 就像水的清澈并非因为不含杂

质，而是在于懂得了沉淀。
今天，我和全校师生一样，心中对

你们充满眷恋。 当你们即将循着那熟悉
的道路离开校园时，我更希望你们也把
遗憾留下 ，快乐起航 ，轻装出发 ，秉承
“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带着北航人的
使命和情怀，去实践精彩人生！

在这离别的日子里，作为你们的校
长、老师和朋友，我想用 3 件事来说明 3
个词，作为临别赠言，与大家共勉。

第一个词是 “视野”。 目标源于视
野，视野决定方向。10 年前，生物学院的
刘红教授和她的团队针对国家未来需
求，研究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在突
破多项单元技术后，研制成功的“月宫
一号”， 成为世界上第 3 个生物再生生
命保障地基系统，并成功进行了我国首
次长期多人密闭试验。

第二个是“勇气”。信念决定勇气，
勇气坚定信念 。 正是直面挑战的勇
气， 使房建成教授和他的团队荣获了
磁悬浮陀螺国家发明一等奖， 也是视
野和勇气， 使他们不畏艰难， 开始了

原子陀螺技术的探索。 我坚信 ： 当北
航人有勇气改变自己的时候 ， 我们就
能改变世界。

第三个是“心态”。 小胜靠力，中胜
靠智，大胜靠德。 通往成就之路是困难
而寂寞的，坚守积极而淡定的心态可以
品味人生的乐趣， 领略包容差异的深
远。 在缺少掌声和少有人问津的探索
中，王华明教授和团队体验着成功前的
孤独，十余年执着追求，使中国三维打
印技术引领方向。

同学们，志存高远的视野 、不畏艰
险的勇气、乐观豁达的心态，是我对人
生的一种理解与追求，相信同学们也会
有更多的思考与行动。 我期盼着你们，
放声歌唱，并持续地唤起已经拥有的创
造力和判断力， 去拥抱新的挑战和机
遇，实践责任和快乐的人生！

无论你今后如何，无论在世界什么
地方， 北航永远是你停泊心灵的港湾，
这里永远是爱你、温馨的家！

（本文为怀进鹏在学校 2014 届本
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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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北京国
际 儿 童 阅 读 论 坛
上， 特级教师周益
民上了一堂课 ：声
音的故事。

声音无处不在，
但我们对声音既熟

悉又陌生———熟悉的东西往往是陌生的。从
熟悉到陌生，再从陌生到熟悉，正是一个教
育的过程，周益民将这一过程定位于：究竟
什么是“好声音”。 确实，好声音应当是有内
涵的。 这样的定位，引导学生从日常用语的
好声音走向具有文化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好
声音，进而用有意义的好声音去判断、选择
日常生活中的好声音。 这样，同一个“好”却
有了质的区分，有了价值的提升。不难理解，
主题阅读的“主题”是一种核心价值和意义，
一个又一个如此的“主题”会让学生积淀、内
化为自己的价值， 逐渐寻找最大公约数，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周益民选择了 3 篇关于描写声音的文
章：张秋生的童话《给狗熊奶奶读信》，美国
贝杰明·爱尔钦的童话 《世界上最响的声
音》，日本新美南吉的《竹笋》。 3 篇文章有 3
个不同的视角，道出了好声音的不同内涵。
《给狗熊奶奶读信》 说的是河马给奶奶读
信，粗声粗气，连“亲爱的”也不加，似乎是
命令的口气， 而夜莺姑娘喝了点露水润润
嗓子，同样没有用“亲爱的”，但从语气中听
出来了，比加“亲爱的”还要亲热，奶奶说小
孙子是个有良心的孩子。 周老师引导学生
体认好声音之好，在于真心、真诚。 《世界上
最响的声音》说的是“噼里啪啦城”所有的
人，一起张大嘴，但都不发出声音。 正是在
一片寂静中，听到了最美妙的声音，那是小
鸟的歌唱，那是微风中树叶的低语，那是小

溪潺潺的流水声……周老师引导学生认识
大自然的声音，“安静”是最好的礼物。 《竹
笋》说的则是，小竹笋在地底下，听到远方
声音的呼唤，于是老爱往远的地方跑，终于
在篱笆外探出了头，听到了美妙的笛声，而
它自己后来成了一根漂亮的横笛。 周老师
引导学生去体认，有心愿、有追求，才会听
到美妙的声音，才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3 个故事短小精悍，都十分生动，洋溢
着童趣， 又从 3 个不同的视角解读了究竟
什么是好声音。 孩子们渐渐理解了好声音
是来自内心的，来自大自然的，来自对梦想
的追求的。 而且，好声音是多元的、丰富的。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教学中， 我听到了孩子
们的好声音，听到了教育的好声音，听到了
儿童阅读论坛的好声音。

以上说了这么多， 我还想说的是周益
民的教材观， 抑或说他的课程观。 我们常
说，教师不只是课程的忠实执行者，更重要
的是课程的创造者，但怎么落实？ 教师们总
是困惑，感觉难以落实。 周益民一直执着地
研究，走自己的路子：根据课程标准，从儿
童的生活出发， 从人类丰富的优秀的文化
中寻找材料、开发资源并加以连接，产生意
义的关联作用，组成一个又一个主题，形成
一个又一个专题。 完全可以说，周益民是一
个优秀的课程创生者、教材编创者。 当下，
我们需要对现行教材加强研究，与此同时，
还需要鼓励、提倡教师自己去开发教材。 这
样，呈现在学生面前的才是一个开放的、丰
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听到好声音，教
师也才能听到内心的好声音。 如果，我们安
静下来，即使不用“亲爱的孩子们”的字样，
也会像小竹笋那样听到并创造语文教学的
好声音。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语文教学的“好声音”
□ 成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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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这里举行 2014 届高中生毕
业典礼暨苏州市高中生成人仪式，这是
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活动。 人的一生由无
数个瞬间组成，但是，却有不多的瞬间
会影响人的一生，并让你永远记住。 同
学们 ，对你们来说 ，此刻 ，正是这个瞬
间。 今天有这么多老师、家长、领导，为
了这个瞬间，放下手中正在做的各种事
情，来到这里，因为，对大家来说，此刻
没有比这个典礼更重要的事情了。 与你
们一起分享这个瞬间， 对你们来说，是
荣幸的，对我们来说，同样是荣幸的。 老
师的幸福、家长的幸福、领导的幸福，是
与你们的快乐、进步分不开的。 这是一
个幸福、快乐的时刻。 这个时刻，是一个
标志， 正如成人仪式所揭示的那样，从
今天开始， 你们将成为一个自觉的人，
有着文化自觉的人。

同学们 ， 今年是学校建成 108 周
年。 108，对中华文化而言，是一个吉祥
的数字。 108 往往预示着勇敢、顽强、进
取、 胜利，108 往往也成为一个优秀、非
凡的群体的象征。 现在我们正在闻道廊
二楼建造纪念墙，108 年来所有老师、学
生的名字都将镌刻在那里。 我有理由相
信，你们的名字，所有人的名字，都会在
校史上熠熠发光。

为了今天我的校长致辞，我重温了
老校长谢长达、王季玉曾经在毕业典礼
上的致辞，我也重温了历史上中华名人
大师在我们学校毕业生典礼上的致辞。
他们无一不把学校的“诚朴仁勇”的校

训作为勉励，作为寄寓，作为临别赠言。
历史走到了今天，曾经的校训，发展成
一脉相承的十中的校园文化精神———
“质朴大气、真水无香、倾听天籁。 ”我曾
在 2006 年毕业典礼上对此作过这样的
阐述：“质朴大气”就是浩然之气，是一
种实而厚重、素而无华、纯而不染、真而
简明的精神。 “真水无香”就是要我们返
璞归真，学做真人，不雕琢，不作假，纯
朴一生。 “倾听天籁” 就是倾听自然之
声， 按照世界万物发展的规律做事，保
持自然真诚的本性。

关于学校的 “诗性教育 ”，我也曾
在 2010 年高三毕业典礼上对此作过
阐述：教育诗性，体现着人类诸关系之
中最为特殊 ， 也最为别致的一种关
系———师生关系的典雅和亲近 。 人的
内心深处都有诗的情结， 只是常年会
被忙忙碌碌所压抑， 我们不能碌碌无
为， 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闪现理性与
诗性的灵光。 在你们即将离开母校的
时候， 希望你们从学校带走这样的礼
物：本真、唯美与超然。 “本真”就是希
望学校教育能成就你们的本色人生 。
“唯美” 就是希望你们具有高尚情操、
审美情趣和创造美的态度与能力。 “超
然”就是希望你们能有远大的志向，具
有远大的理想与追求。 “本真、唯美与
超然”，也是我们学校“诗性教育”的内
涵，那将是你们一生的财富。

今天我在这里再一次这样说，是希
望我们大家都能把“质朴大气、真水无

香、倾听天籁、诚朴仁勇”这 16 个字记
住，这是母校给我们大家的礼物。 我相
信，对我们大家而言，这是一生受用的
礼物与财富。 为人、为学，是这样，以后
你们为父、为母，也是这样，在一生的每
一个时间空间，都应该是这样。

从踏进学校的那一天开始 ， 你们
就是母校的骄傲 。 母校 ，是永远不变
的家 。 我希望你们有一番成就 ，为民
族 、为国家 ，乃至为整个人类的文明
进步有所贡献 。 我今天所说的贡献 ，
是广义上的 ，不是狭隘的 。 只要在社
会上做一个本分的 、诚实的 、纯粹的
人 ，即使是一个极普通的公民 ，对母
校而言 ，同样是有作为的人 ，都是母
校的自豪与骄傲 。 这是我们学校的文
化 ，是历史上的 “振华 ”，曾经 的 “附
中 ”，现在名为 “十中 ”的价值观 。 同学
们 ，因为十中 ，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十中是一个符号 ，是一个烙印 。 我
们永远平等 ，永远相亲相爱 ，永远以
父母 、老师 、兄弟姐妹 、同学 、校友的
人格 、尊严 、责任 、荣誉 ，为自己的人
格 、尊严 、责任 、荣誉 ，这是起点 ，从这
个起点开始 ， 我们要做一个爱故乡 、
爱祖国 、爱整个人类文明的人 。

同学们，我相信，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相信，从此，你们将是旗帜，艳红的旗
帜，飘扬在母校的上空，也飘扬在我们
大家的心里。

（本文为柳袁照在学校 2014 年高
中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孩子们，在你们即将离开小学，展开新的篇
章的美好时刻，我想和你们再谈一谈人生。

刚劲优美的一撇一捺， 相互扶持就形成了
一个“人”字，而爱是它的支撑点。 人的一生，就
是要书写一个大大的“人”字，“人”字只有两笔，
一撇一捺，却内涵丰富，意味深长，有一笔写不
好，便是人生败笔！

“人”字一撇一捺，一撇是感恩，一捺是自
爱。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在这 6 年
的时光里，你们学会了感恩。父母用心血给予你
们生命，老师用知识滋养你们的心灵。老师和父
母与你日夜相伴，言传身教，在你们的心田播下
爱的种子，帮助你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淡看世
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常怀感恩之心，书
写好自己的人生。 然而，父母、老师不可能永远
陪伴着你。 这时候你们就必须学会自己修剪枝
叶、浇水施肥，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学会爱自
己，是让你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灿
烂的笑脸，然后，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坚强地
走下去。只有爱自己的人，才能真正懂得爱这个
世界。

“人”字一撇一捺，一撇是付出 ，一捺是收
获。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6 年来，我见
证着你们从无忧无虑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
的少年。 犹记得刚刚步入校门的你们，稚嫩的
小手握着粗粗的铅笔， 在米字格上艰难地爬
行；犹记得小小的你们，一字一顿、“奶声奶气”
地诵读课文；我还看到你们的成长，一次次在
课堂，在校园，在赛场尽情挥洒激情……“花有
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 ”，你们曾经幼稚过 ，曾经
懵懂过，但是在这里，你们开始懂得为人处世
的道理，开始懂得如何面对困难与挫折 ，也开
始懂得享受生活……

“人”字一撇一捺，一撇是责任，一捺是担当。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
成宝器。 ”在我们学校，每个学生都是学校的主
人，爱学校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你们认真写好的
每一个字是责任，你们升国旗时的肃立敬礼是责
任，你们弯腰捡起的每片纸屑是责任……一个没
有责任心、没有勇气担当的人，只能在梦想与现
实之间徘徊不定，踌躇不前，结果只会是梦醒了
而自己却还在床上。 一个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
人，才能将梦想变成现实。在这里，你们曾经用行
动为母校赢得荣誉和尊严。 作为你们的校长，看
到你们的成长，我感到特别骄傲！

“人”字一撇一捺，一撇是过去 ，一捺是未
来。 “忆得旧时携手处，如今水远山长。 ”回顾过
去，往日的美好近在眼前，却又似乎离我们那么
遥远；感叹未来那么遥远，但它却又近在眼前。
春去秋来， 时间平缓地从你们课堂上的激烈争
论和奋笔疾书中， 从你们在校园各个角落里静
静翻起的书页间，轻轻划过……沉笔写“人”字，
点点墨痕，都是你们成长的足迹。 人立世间，仰
望明天， 期待你们在未来书写一个端端正正的
“人”字，书写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将来
的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唯有自尊、自爱、自信、
自强，学会做最好的自己，才能把爱传递下去。
请你们莫忘初衷，勤耕耘，常鞭策，善学习，以爱
书写壮丽的“撇捺人生”。

（本文为张胜辉在学校 2014 年六年级毕业
典礼上的讲话）

7 月，毕业季。
� � �这个季节，与高考分数同样炒得火热的，

是校长们的“毕业演讲”。
� � � 校长演讲中那些珠玑般的字句不仅仅

表达了离别的不舍与依恋，更寄予了许多人
生的哲理，饱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
� � � 这里， 我们撷取了部分校长的毕业演

讲，与大家一起分享其中的情怀与智慧。

水的清澈在于懂得沉淀
□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校长

张胜辉

做一个本分、诚实、纯粹的人
□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 柳袁照

用爱书写“撇捺人生”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怀进鹏

告别是另一种成长
同学们，人生本是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青
春本有一场难舍难分的告别，同学
笑着笑着就哭了。 在我看来：告别
是另一种方式的成长。 大学期间，
你可能不觉得受到过学校的呵护、
宠爱，离开母校，你才会感到母校
的山高水长。 少数同学突然发现要
面对“成人”的恐惧。 新的征程即将
开启，自己似乎还未站稳，懵懵懂
懂就被推了出去。 睡懒觉时的香
甜，玩游戏时的刺激，翘课时的自
在，挂科时的无奈被一一定格在脑
海里。 可人生总得继续。 走向社会，
就不要再像大学上课时那样总挑后
排的座位，而要勇敢地站到前排，这
样才会离成功更近; 也不要像在校
园里那样一味地低着头走路， 而要
经常地抬头远望， 这样未来的道路
才会更加清晰。从这个意义上讲，告
别也是一种积极的“被成长”！

（本文节选自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校长李小建在 2014 届本科生毕
业典礼上的讲话）

最珍贵的三句话
我为即将毕业的同学送上三

句话。
第一句：做一个永远的读书人。
改变，从阅读经典开始！ 这是

母校给师生的箴言。 我亲爱的同
学，你的生命是打开了再也合不上
的画卷。 我的心得是：面对复杂的
社会与人生， 保持长久的单纯，就
是读书！ 尤其是回到经典阅读，才
会让生命画卷的宽度获得加法，并
以此来丰富你生命画卷的色彩，饱
满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第二句：做一个永远善良的人。
我亲爱的同学，附小每年的年

度语大家一定耳熟能详：2011 年的
“微笑、感谢与赞美”；2012 年的“心
存感恩、 常知愧疚、 卓越攀行”；
2013 年的“心存正念、遇事正思维、
传递正能量”；今年的“猜猜我有多
爱你”、“别担心， 我们和你在一
起”！ 所有的这些，都有一个相同的
内核：“善良”。 善良是正向的、积极
的人生态度与取向。 懂得这个理
儿，就知道，人啊，来到世上是争气
的， 不是来生气的; 是来升华生命
的，不是来抱怨的。

第三句： 做一个永远有梦想
的人。

今早， 刚刚进入校门的时候，
你们获得了一张梦想机票。 上面写
着出发的时间， 登机口的“修远
楼”，以及到达的属于你的“梦想之
地”。 回去，请你把梦想郑重填上，
然后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
业，请你回来时，把梦想机票带给
母校作见证！ 就这样，你的，我的，
每一个人的小梦想加起来，也就实
现了家庭乃至民族的大梦想！

（本文节选自清华附小校长窦
桂梅在 2014 年六年级毕业典礼上
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