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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当先行者

借此机会，把“力当先行者”作为对同
学们的毕业赠言。“先”是要“敢为天下先”，

“行”是要付诸行动，“力当”是要去努力成
就自己，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人类文明进
步，努力担当。这是复旦人的使命。

同学们，你们有了很好的起点，接下来
要不断掌握成为成功“先行者”的规律。“先
行者”重在“先”，成在“行”。复旦人有卓越
的创新性思维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和天
赋，应该弘扬传承。没有“干别人没干过的
事情”的决心，没有创新的思想，就不是先
行者。同时，时代变迁给你们实现创新思想
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践机遇，同学们要对
新的内容提出创新设想，行动起来，要干起
来，养成“说了即干，干即有成”的良好习惯，
成为真正的先行者。

———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

做自己人生的“工匠”

在去年的毕业典礼上，我给上届毕业
生的临行寄语是：希望同学们做敢闯善创
的开拓者 ;今天，我送给你们的临别赠言
是：做自己人生的“工匠”。

第一，希望你们扎根自己的领域王国，
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不要让“我
的青春我做主”成为频繁跳槽的借口;

第二，希望你们勇于挑战极限，不要做
“差不多先生”和“还凑合小姐”;

第三，希望你们做顶天立地的“小巨人”，
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小确幸”和“小时代”;

第四，希望你们“人生的巨轮”永远不
沉，不要做玻璃心的“小公举”，让“人生的
小船”说翻就翻。

最后，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一位出
彩的人生“工匠大师”!

——— 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

厚道比聪明更重要

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不缺聪明人但
需要更多真诚、厚道的人，不缺有智慧的人
但需要更多具有风骨的人。其实，我们从长
远来看，只有为人实在、厚道，才能得到更
多的信任、理解和支持，也才能获得真正意
义上的成功。实际上，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中，人品比能力更重要，善良比天赋更重
要，厚道比聪明更重要。我们要做一个厚道
的人，其根本就在一个“实”字上。做厚道
人，关键就要实实在在地做人做事，就是要
做人老实、做事踏实、待人诚实、底线坚实。

———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

我的“百分之一理论”

我有一个“百分之一理论”：人生一百
次谨小慎微，要有一次拍案而起；人生一百
次放浪形骸，要认真地爱一次；人生一百次
不越雷池一步，也要潇洒走一回！一定要在
人生的内存，给自己、给至爱的人留一个百
分之一空间，不随波逐流。要做到这样的百
分之一，我的建议是永远带走和大学的脐
带关系。这种脐带关系，最重要的是一种永
远的批判精神。不迷信，不盲从，不崇拜任
何东西。永远对现状不满足，永远想改造世
界，也永远拥抱世界上的美好——— 因为大
学培养的是二三十年后国家和人类的领导
者和创造者！如果能和大学保持这样的脐
带关系，到 50 岁后，你依然会激荡青春的
豪情，即使到 80 岁，也还有一个不老的灵
魂。 ——— 厦门大学教授邹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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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参加毕业典礼，感受
你们壮志满怀的兴奋，我总是
觉得自己很有福气，谢谢你们
和我分享人生这重要时刻。

大家今天毕业了，四年努
力，是时候给自己一些掌声。是
时候给爱你们、为你们付出的
父母、老师们热烈感谢的掌声。

踏出校门，你将迈进急速
锐变的年代，科技催迫全方位
的改变，以往熟悉的模式不断
更新重塑，全球在世局变幻不
定、经济不稳的大气候中谋求
转型发展；这“以往不再，未来
没来”的关头，是契机还是危
机？

滥竽充数已经没有市场，
没有解决方案的雄伟愿景更是

“有毒组合”，贻误资源、时间还
未最可怕，你知道我最害怕的
是什么？我最害怕主观、因循的

“心向”。我们对“闭塞倾向”要
时刻高度戒备，功能凝固及惯
性定向的惰性判断，是走向未
来的障碍和负累；错误的政策
或计划，只会把未来困锁在永
无尽头而又徒劳无功的迷惘
中。

大家都知道科技创意带来
高增长机遇，但世界依然困扰
重重，环境难以持续，不公平、
不公正、不安、焦躁处处，令人
畏惧。你如何把恐惧转化为促
动力，成为未来的想象者和困
难的解决者——— 承担各种不可
能的挑战和任务——— 不输给风
雨？

我没有成功锦囊，但有三
个心法希望和你们分享。

这高增长的年代，要脱颖
而出，必须不断强化谦逊的学
习态度。当人工智能让机器也
有观察力和逻辑力时，心智、心
像力是你拥有洞见、有先见之
明潜力的关键。

科技是高增长的基石，人
才创意是发动机，但社会的包
容是燃料，三者合一，孕育出共
同学习、共同迭代，让新观点引
向新洞见，有升级增值力、有协
变力的社会，才能享受连续链
良性循环的红利。

锐变的年代，也同时是人
格力量的年代，在理想大道上
赶路时，希望你们有悲天悯人
的心怀，不要忘记有能力帮助

别人是福分。
近日我对福气一词有真切

的领悟，一场小病，在家休息期
间，我迷上了在虚拟世界抄
经——— 迷上了怀素的狂草。虚
拟空间里真爽，笔锋意连，生生
不息。

回到现实世界里，我感谢
大家对我的厚爱，亲情友谊关
怀的珍贵，令熹微晨光，倍感殷
殷相迎，夜里虫声唧唧，从前种
种，易上心头，一切毫不容易，
但我没有叹息，我始终是个快
乐的人，因为我作为一个人、一
个企业家，我尽了一切所能服
务社会。

各位同学，我知道你们大
家一切准备就绪，预祝你们在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过程中，
活出成功、丰盛、快乐和充满尊
严的人生。我期待中华民族因
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人类因
为有你而增加福分。今天，你以
汕大为荣，明天汕大必以你为
荣。

（本文为汕头大学校董会
主席李嘉诚在 2016 年汕头大
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未来就在眼前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在信
息学院讲课的第四个年头，我
跟在座的同学一样，从菜鸟变
成了老鸟，对这所学校经历了
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信任、
从疏离到有认同感乃至归属感
的过程。很奇怪不是吗？虽然我
的正式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院的老师，虽然我仅仅是每
个学期来讲四次课，但是我在
这里不仅结交了许多可亲可敬
的老师，更重要的是，我遇见了
你们，是你们让我不断地体会
到青春的热情、求知的渴望、教
学的乐趣、知识的力量，更让我
想起那句曾经在少年时候激励
我奋进的诗句：“时人莫小池中
水，浅处何妨有卧龙。”

说到这首诗，我要给大家
讲一下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
从小生长在浙西南山区的一个
小县城里面，上世纪 80 年代虽
然是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的时
刻，但是，因为信息的闭塞，我
们那个县城仿佛是被启蒙遗忘
的角落，新华书店里除了教材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读物能够满
足少年人求知的渴望，安抚那
颗躁动不安的灵魂。印象中有
两次讲座和一本书让我打开了
视野，一次是来自丽水市的老
师在我们县文化馆举办的《西
厢记》的讲座，他给我们讲解崔
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剖析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
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
人泪”，让我第一次在课本之外
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美。
还有一次讲座，老师同样来自
丽水，主题是关于鲁迅和他的
弟弟周树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鲁迅
除了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
甘为孺子牛”这一高大全形象，
还有更为复杂的真实人性，没
错，这是教科书永远都无法教
给我们的东西。所谓的一本书
就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他用最辛辣的笔调嘲讽和批判
中国人的劣根性，告诫我们中

国人要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我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是因为
擅长考试才进入的北大，但真
正奠定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
不是教科书，不是枯燥乏味的
应试教育，而是这些看似不着
四六的讲座和闲书，是它们教
会我慢慢习得批判的眼光，对
真理和真相的追求，对心智的
热衷，对美的喜爱，对荣誉、对
温文尔雅、对礼貌周到、对微妙
情感的珍视。

我记得高一的时候，作为宣
传委员的我没有在黑板报的宣
传栏里写下刻板无趣的教条，而
是写下了这一诗句：“时人莫小
池中水，浅处何妨有卧龙。”我今
天把这句诗转送给你们，因为我
不仅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当年
的窘迫，而且我还在你们身上看
到了更多的希望。

我要祝福那些即将走入社
会的同学们，不管你有没有找
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我都衷心
地祝愿你们能够赢得属于自己
的卓越人生。没错，我说的就是
卓越，有人会说，卓越难道不是
只属于少数成功人士的特权
吗？我不这样认为，所谓卓越，
它的英文是 excellence，在古希
腊文中它的原意就是潜能得到
了实现和绽放。归根结底，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扪心自问这两个
问题：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能
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曾经有一个大三的孩子找
到我说，老师，我觉得自己非常
的迷惘，因为我对所学的专业
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未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我告诉这个孩子，
谁的青春不迷惘？我的青春也
迷惘，1999 年我硕士毕业的时
候曾经在媒体工作过三年，虽
然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是我从
小的梦想，但是当我周末孤身
一人躺在租住的半地下室的床
上的时候，我还是对自己的前
途感到深深的迷惘，毫不夸张
地说，我当时深刻地感受到那
个曾经无比结实有力的自我就

像水银泻地一般散落在房间的
各个角落，我是谁？我来到这个
世界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属
于我自己的价值？这个问题一
直纠缠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意
识到我需要回到学院，回到学
术。

是的，人生就是一场漫长
的试错之旅，你会不断地调整
方向，校准目标，暂时搁浅，又
再次启程。如果有人从小就立
下宏图壮志，而且从小就坚定
不移、矢志不移地坚持这一宏
图壮志，那么我可以非常负责
任地说，他走的很有可能不是
正路而是歪路或者邪路。所以
不要担心你现在正处于迷惘
期，因为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试
错之旅。

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场实验，
但是生活不应该发生在化学实
验室里，而是要与每个人的自然
天赋相适应，通过加入各种与自
然相契的元素，比如热情、努力、
奋斗、梦想以及混杂着爱与痛苦
的生命体验，才能认识你自己、
发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此即
人之为人的本义。

我相信在座的男生多数都
是 NBA 的球迷，过去的这个赛
季真的是充满了神迹，在我看
来，最大的神迹莫过于总决赛
中，骑士队在 1:3 落后的情况
下，居然连胜三场逆袭勇士队
夺得总冠军。据说在 1:3 落后的
时候，骑士队的教练在更衣室
转述了马克·吐温的一句话：

“你整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两天
是，你出生的那一天，以及你发
现自己为什么而生的那一天。”
这当然是一个无比艰难的问
题，我相信它就像女孩子的减
肥大业一样，很可能是一辈子
的事业。

祝福大家海阔天空，不忘
初心，成就属于你自己的卓越
人生。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副
教授周濂在 2016 年山西农业
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试错之旅

□李嘉诚

□周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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