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6月28日讯
又是一年毕业季，却话四
年母校情，28日，一场庄严
神圣又饱含温情的毕业典
礼 在 聊 城 体 育 馆 隆 重 上
演，聊城大学数千师生现
场再忆母校情，四年同窗
互道离别，相互勉励，7376
名聊大学子即将开启人生
新篇章。

由学在聊大、爱在聊
大、起航聊大及再见聊大四
个篇章组成的毕业典礼，全
面回顾了聊城大学历年来
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丰硕
成果，全方位的展示出敬
业、博学、求实、创新的校训
担当，勉励学子发扬崇教、
尚学、敦厚、奋进的聊大精
神，继续深造、献身教育、进
军产业，在未来的工作岗位
上踏实工作、敬业奉献，为

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添彩。
围绕“认识自己，立己

达人”主题，聊城大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蔡先金为毕
业生们送上了一篇长达三
千多字，饱含祝福与厚望
的致辞。蔡先金说道，所谓
聊大学子精神，就是奉献
精神；所谓聊大学子使命，
就是服务国家与社会；所
谓聊大学子特质，就是责
任担当特质；所谓聊大学
子箴言，就是元亨利贞；所
谓聊大学子愿景，就是日
臻更高境界；所谓聊大学
子骄傲，就是学在聊大；所
谓聊大学子品牌，就是聊
大学子自己。

蔡 先 金 勉 励 毕 业 学
子，每个人都是书写自己
历史的人，而一个人真正
的 历 史 无 非 就 是 认 识 自

己、立己达人的历史。认识
自己、立己达人，正是自己
想和大家在此刻相聚的特
别时光里交流的主题，因
为大学毕业后，在人生道
路上，你们不仅要实现知
识的抵达、就业的抵达或
是再深造的抵达，更重要
的是实现主体觉醒与崇高
理想之路的抵达。这条路
的抵达，需要认识自己，发
现自己。天下之大，想清楚
自己是第一要务。只有读
懂自己，方可避免迷失自
己，也才可以学会与自己
和谐相处，然后与他人友
好共处。认识自己，就要发
现自己，真正明晰自身的
禀赋和志业之所在，知道
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
么，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始终心无旁

骛地行进在自知之明照亮
的人生大道上。要做最好的
自己，行动是最好的证明，
需要敬畏自己，立己达人。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乃人
生应遵循之真谛。同学们从
大学之门走出，应有大学人
之情怀和关怀，不但能使个
人生活向前向上，也能使身
边的人和世界向前向上。

当天，聊城大学领导
班子成员、泰山学者、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离退
休老干部、老教师代表、教
学名师、良师益友、优秀教
师代表、最美员工代表、各
职能部分负责同志、各学院
院长、党总支书记、党总支副
书记副院长、全体辅导员、班
主任、外籍教师代表、留学生
代表、在校生代表及家长代
表共同见证毕业典礼。

聊城大学举行2018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77337766名名学学子子开开启启人人生生新新征征程程

毕业典礼上，2018年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表
彰大会暨志愿者欢送仪式
举行，聊城大学党委书记马
春林为优秀西部志愿者代
表颁发证书，表彰在今年西
部计划实施过程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并为
2018年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团
授旗，并欢送53名新加入西
部计划的志愿者。

经个人自愿报名、学院
考察推荐，学校西部计划项
目办笔试、面试、体检、公示
等程序，并报上级项目办审
核，选拔出53名优秀毕业生
参加2018年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其中15名志愿者
赴西藏自治区，12名志愿者
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名
志愿者赴重庆，5名志愿者
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名
志愿者赴青海省，3名志愿
者赴宁夏回族自治区，2名
志愿者赴四川省，6名志愿
者参加西部计划山东项目。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经学校研究，决定授予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等6个单位
“聊城大学2018年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优秀组织单
位”荣誉称号，授予石镇荣等
53名同学“聊城大学2018年优

秀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
截至2017年，聊城大学

西部计划志愿者总数已达
到956人，随着2018年53名新
志愿者的加入，聊城大学西

部计划志愿者总数已经突
破千人，志愿者群体进一步
壮大，优秀毕业生在用聊大
人的青春力量推动了西部
基层各项事业的发展。

相关链接>>

5533名名优优秀秀学学子子再再赴赴西西部部，，累累计计突突破破千千人人

聊城大学党委书记马春林为2018年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团授旗。

一、一辈子活得明明
白白，像真正的自己。

做真人，心怀美好，内
心光明。不欺人，不自欺。
清醒时，不忘良善是正途；
遮蔽处，不忘行正大光明
之事。只为那美丽的胜境，
活出真正想要的模样。

二、一辈子做人清清
白白，如东湖的碗莲。

做君子，山风浩荡，心
莲不败。守住清白的精神家
园，不仅是一个人最好的底
牌，也是一个人最大的福
气。契诃夫说：人的一切都
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
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

三、一辈子工作有声

有色，像人生的楷模。
做实事，人生来是要

做事的，智慧是做事用的。
主动做事，积极有为，乃人
生之正途。曾国藩认为：

“天下大事当于大处着眼，
小处下手。”功到成处，事
到济处，既是目标，也是道
理，更是精彩。

四、一辈子交友有情
有义，似人间天使。

做朋友，人在旅途，情
义无价。经济假如透支，可
以通过支付就可以简单地
偿还；情义一旦透支，做人
就会出现无可偿还的赤
字。马克思说：“只能用爱
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

信任。”做人交友，正心诚
意，应有境界。

五、一辈子生活有滋
有味，像美好时代。

做生活，人们不只是
为了单纯的存在，更重要
的是为了让生活充满着
美，洋溢着美。让我们在一
般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现
美，感受美，正如何其芳所
歌唱的那样：“生活是多么
广阔，生活又多么芬芳。凡
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
和宝藏。”

六、一辈子责任勇敢
担当，如高尔基式的海燕。

做仁者，有德必有勇。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

不忧，勇者不惧。”《中庸》
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达德也。”在社会责任面
前，不逃避，不退却，就像
那勇敢的海燕一样，“在闪
电中间，高傲地飞翔”。

七、一辈子人格有品
有德，像心中的聊大。

做学人，“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一个人的品格就是
他的守护神，应该自视自己
能够配得上高尚的东西。奥
地利诗人里尔克说：“一棵
树长得高出它自己。”高尚
的心灵就是高出人自己的
一种高度与厚度。心灵有
福，才是真正有福。

蔡蔡先先金金寄寄语语毕毕业业学学子子““七七句句话话””

文/片本报记者 张超 唐学钰 王成 通讯员 秦治洲 刘香宁

本报聊城6月28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高绪斌 李宇鹏)

6月26日下午，市技师学院学术报
告厅，市技师学院与柳园办事处平
安社区共同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庆祝建党97周年文艺汇演。

演出在《喜洋洋》欢快的音乐声
中拉开序幕，由22个党支部推荐的
男声独唱、歌伴舞、经典诵读、武术
表演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体
现了对党和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我国
辉煌业绩的赞颂。诵读《半条棉被》、

《谁是习近平心中的英雄》等，讴歌
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缅怀了马克思
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表达了师
生争做新时代英雄的坚定决心；歌
曲《多情的土地》饱含着对祖国的一
片深情；《大学》、《论语》等经典诵
读，浸润着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继承；《少年中国说》、《中国
梦》、《家风颂》等诵读，表达了青年
学子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责任担当；《精武忠魂》武
术表演，展现了同学们生龙活虎、斗
志昂扬的精气神；歌伴舞《再一次出
发》把汇演推向了高潮，以高亢的歌
声和优美的舞蹈表达了全体师生员
工在中国梦的召唤下，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心
声……

这次文艺汇演是学院党委和平
安社区党委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大家一定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奋进
新时代，扬帆新征程，在新时代谱写
新的篇章。

市技师学院联合社区举行

庆祝建党97周年文艺汇演

为进一步提高突发食品安全事
故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6月
27日，高唐食药局赵寨子食药所联
合卫生院、镇中学等多个部门联合
开展2018年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
练。

此次演练在赵寨子镇中学模拟
了学生午餐后出现疑似食物中毒情
况，学校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并迅
速组织人员将发病学生送往医院救
治。通过模拟事故发生、发展、处置
的全过程。同时演练了可疑食物中
毒报告、事故的应急响应与善后处
理。演习中还模拟了事故发生后可
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最终成功处
置了这次应急突发事件。 本报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郭伟

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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