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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毕业感言感言感言感言感言感言感言

又到了学校树木最

绿最茂盛的时候，又有

一群好青年要告别母校

的怀抱各奔前程，今年

轮到了我和我的同学们。

没毕业的时候总觉得毕

业太过煽情，感情、眼

泪都应该洋洋洒洒的留

在毕业那天，今天，我

却只想好好写写我的大

学，我的学校，还有我

看似平凡无奇但其实惊

艳无比的经历。

2012 年 8 月，7.21

暴雨过后的北京，我来

了。来到北方工大也算

阴差阳错，有点随便，

录取结果出来那天才知

道北方工业大学在北京。

8 月 20 号，爸妈陪我一

起来学校报到，没有高

高大大的校门，入眼的是一个朴朴素素的

大石头，同大多数入学新生一样，和大石

头合了个影，然后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

无论在什么大学，我给自己的目标，

都是要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我认为所谓

能力是 60% 的专业能力加上 20% 的人际能

力和 20% 的统筹能力。所以对于专业课、

英语的学习，我从未掉以轻心，大一大二

时的周末通常都是去上托福课；同时，强

制性要求自己多去参加竞赛、活动，加入

学生会、社团、艺术团，把自己能参加的

通通参加了一遍，拓展圈子，培养与人沟

通的能力，锻炼自己的处事能力。

因为统计社招新，我在小广场摆过摊

子拉过条幅发过传单；因为青飞，我去拉

过赞助谈过合同刷过楼；因为建模比赛，

我和队友们三天三夜不曾好眠守在电脑边

上不停调试变量。大学的前两年，我都认

认真真的为班级、为学生会尽可能的做事

情，为公，帮助同学；为私，锻炼自己；

积累了一点学生工作的经验，同时获了一

些小奖。

对一个认真度过大

学四年的我来说，学校

的标签是“对学生最好

的大学”。大一时有次

在 663 上，钱包被偷了。

我特别着急，跑到派出

所报案，特别无助的给

当时的辅导员陈老师打

电话，老师安慰我说：

“没事有老师在，有学院

在。”，整个人就感觉踏

实了。在北京举目无亲，

我把老师、同学们当作

我最亲的人。虽然每天

都会给爸妈打电话，但

很多时候遇到事情都要

靠自己解决和老师同学

的帮助。

大三时，我当上了

学院学生会主席，肩上

的担子一下子重了，恰好那年秋天广受大家

喜爱的唐老师被调到我们学院做团总支书记，

我跟着老师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待到学院

放出推免名额的时候，唐老师通知了本无心

竞争的我，就是这么一试，我省去了苦战四

个月，直接保研。我感谢每一位老师对我的

指导和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他们在我失意的

时候给我点灯指清道路，在我得意的时默默

为我祝福。

我们 12 届可能是承上启下的一届，因

为我们来上学的时候，学校她并不是现在

这个样子。不得不说学校这些年的变化让

我们感到深深的骄傲。回顾四年里我的收

获就是离目标中的自己又近了一步，变得

更愿意去闯荡了，变得更成熟了。在北方

工大收获的东西远比四年前我想象的要多，

我越来越爱这所学校，爱理学院。感谢四

年来帮助、支持我的老师、朋友们。我的

大学四年，充满惊奇、充满感恩、充满爱。

离又如何，心亦同在！

（严芳凝）

高中毕业的时

候，我请语文老师题

了一个扇面留念，写

的是“赌书消得泼茶

香”。其实每每与离

别相逢，心里浮现的，

都是没说的那下一

句。时光轰轰烈烈向

前跑，我尽量拖延地

走着，因为总是想回

头张望，拒绝未来猝

不及防的分别。但是，

这依旧是徒劳的，我

就算脚底摩擦出燃烧

的火花也无法阻止分

秒，尤其是在这样的，

学生时代的彻底大割

裂到来之际。

我与我的大学，

我们之间维系着盘根

错节的网。有那么多

的瞬间，我曾说着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刻。大

一时的第一场大雪，天空碧蓝如洗，大地草

木银装素裹，美丽至极。我在 c语言的课堂

上，坐在窗前目光却久久向外不愿移开。大

二时有段时间学习托福，隐隐觉得焦虑和倦

怠，我每天背着厚厚的单词书和相机，逛到

暮色四合才会回来。偶尔会因觉得愧疚极

了，在五教呆坐到深夜关灯，出门的时候，

总是能嗅到淡淡的甜甜的槐花香，心里也好

像突然感到宁静。大三喜欢待在实验室，有

时晚上会点外卖，开着暖色的落地灯，看一

部电影。大四去夜色中的大操场散步，不知

为何总是想起“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漆

黑一片中觉得天地甚是辽阔。还能有更多的

零碎的细枝末节的记忆，到了新地方的战战

兢兢，各样的路遇的人，第一眼的陌生，疯

狂的快乐的，又哭又笑的日子。各种各样的，

校内外的美食们，炸蘑菇烤冷面烤串儿炒饭

的味道，以后睡午觉噩梦惊醒，也没法再

去食堂吃一碗惊魂未定的麻辣香锅了。上次

看到一句话，说的是以前大家整天整夜凑在

一起聊天，既不觉得

奢侈也不觉得时间在

跑，现在倒是要靠着

那些曾经无所谓的时

光，撑过好多难熬的

未来了。我突然觉得

非常非常庆幸，那些

一同谈论人生的好友

们啊，我们从华灯初

上说到天色大亮，一

天又一天，大概已经

彼此默默汲取了足够

的能量，真希望大家

都能一起变成很厉害

的人，所有的一切也

都能得偿所愿。想起

高三时对北京对大学

的强烈期待，会觉得

有些微妙，因为这一

切和我想象的大相径

庭，我却依旧轻易接

受并且感到中意。

我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毕业之后依

旧租住在学校里的可能性，因为即将转身投

向社会，想来总是会有许多莫测的困难。我

想，如果我能依旧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每

天伴着晚风与星光踱步进门，槐花如常向我

持续地释放抚慰，是不是能有一刻恍然如梦。

那些寂寞的花朵，是春天遗失的嘴唇。

所有鲜甜的、生涩的果实，都被我一

一品尝。幸福的阈值那样低，如我所言，

我的确睁大了双眼，拼命想着记住这一刻。

记得彩虹，朝露，晚霞，冷月，飘雪；记

得或匆忙或悠闲的干燥的白天；记得兴奋

疲惫地穿梭在城市里的傍晚；记得长夜痛

哭窗外淅淅沥沥的深夜；记得夜不能寐辗

转反侧清醒又木然的黎明。它们不会像啤

酒泡沫一样咕噜噜就消失，也不会像彩色

气球一样在某一天突然嘭地死掉，它们永

远像柔软的梦，因为我铭记着，我爱着。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杨奕辰）

这是大学最后一

次投稿给心爱的校报

了吧？总算熬到了夜

深人静，可困意的小

怪兽却在心里翻腾，

这如何是好！我把自

己想象成小鱼缸里找

不到出路经常乱窜的

乌龟，毕业的情绪应

该跟它差不多吧？毕

业之后，大家抹抹眼

泪，各奔东西，有的

同学还在“挣扎”，有

的已经“爬出去”面

对大千世界了。可我

一转头发现我在“缸

里”折腾半天没爬出

来 . 倒不如期待一个

安稳的睡眠。

我竟没有一点离

别的感伤！记得大一

军训结束时还流泪唱着《再见》；大二交女友，

寒暑假都要依依不舍；大三做校报学生主编，

离任那天跟大家吃饭，那晚我怎么也睡不着

觉；现在大四要离开学校哩！我心情平稳，

现在上床，能即刻睡着吧。我立马转身问问

床上的舍友，你们大学期间有什么遗憾吗？

得到的真心回答都是：没有遗憾。有舍友插

话，遗憾都是煽情让你哭呢，哪儿来那么多

遗憾，再说，有遗憾又能咋地了？回不去的。

回忆里充满棉花糖，又甜又满。女朋友

说：这是成长，我笑说可能是没抒情的文笔

罢了，也可能是准备考研的时候，被莫名其

妙的各种理论占领了头脑？亦或是因为考上

了研，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毕业？ 

什么是最痛苦的？就是你总想让一种感

觉来，这种感觉迟迟不来，这比等公车还令

人难过。我趴在电脑上冥想大学四年的情景。

这四年挺充实，没有挂科，有奖学金，作为

文科生还上过高数。做过团支书，所在的团

支部市级、校级各种拿奖，自己也有了一点

荣誉。最让我难忘的是校报大家庭，大一结

束，参加的各种社团

纷纷抛弃我，我还挺

迷茫，没想到校报张

开双手拥抱我，那时

候写了很多小文章发

表。大学里我跨科考

研还成功了，但大学

各种成功哪有与校报

小伙伴一起采访、一

起玩耍、一起写作审

稿更愉快呢？

趴在电脑上的我

醒了，舍友们没人理

我，我依旧没有所谓

毕业的感伤。现在我

的心境大抵如此，似

乎我还没有到“真正”

毕业的时候。听听周

杰伦感伤的歌曲，可

听着听着就奇怪了，

歌曲的后半段语调都

“明朗”起来了，《轨迹》里“我会发着呆，

接着紧紧闭上眼”，《彩虹》“当作我最后才

明白”紧接着一段 rap，这些歌最后怎么都

把感情“看开了”。我就找找自己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的心境是“向前看”，以前的

事都是前进的动力。那“总在回忆”的就感

到的是悲伤了？我不知道。

听着歌，天就鱼肚白了。耳机里“我一

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外面已经有人

跑步了。没有人心情不好，都在做自己的事

情。我知道了刚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为什

么这么困，我总想着明天要办的事情，要写

的论文，要做的工作，哪还有时间想这伤感？

现在不困了。我只想着，别回头了，向

前看吧。十年后大家招呼你的时候，你别因

你的处境尴尬而害羞，就可以了。

（崔潇宇）

毕业生毕业生采访采访 如果你愿意，人生有千百种可能
在接近傍晚的时候，远远看到阿沁学姐的挥手，像是

阳光一样的温暖。拥有独特的嗓音，俘获了全校众多少男

少女心的张沁园，转眼也到了毕业的时候。对于这个学校，

张沁园完完全全当成了自己的家。朋友如亲人，老师也亦

师亦友。回想四年中发生的各种故事，多得数不过来。

“记得大一的时候，有一次肠胃炎，半夜被疼醒，室

友们搀着我艰难地把我送到医院，帮我挂号、拿药、照顾

我，一宿没怎么合眼，一直陪在我身边。”这样的姐妹情深，

不枉四年走下来，即使再辛苦，也有最坚强的后盾。

考研是这四年中张沁园经历过最大也最重要的事。“我

们班导师谭旭东老师，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励，”说到

这里，沁园显得十分开心，“考研期间，老师给大家开了

一个考研动员会，之后把我留下来，和我一起走出教学楼，

那时候他说：‘张沁园，我看好你啊。’然后在我身上点了

一点，说：‘你看，我在你身上安了一个小卫星，你一定

能行的！’那时候就突然觉得特别温暖。除此之外，班导

师的温暖还源源不断地“输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我

一些鼓励的话，也会经常发短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在张沁园考研的路上，还有一位老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那就是中文系的于隽老师。“于老师不仅在精神上给

予了我强大的支撑，经常聊天鼓励我，而且在我备考的初

试复试阶段都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我提了很多有用的建

议，还把藏书拿出来和我分享，这些都让我觉得倍加感动。” 

说走就走，独自穷游欧洲将近一个月，是张沁园大学

四年甚至是二十多年干得最冒险的事儿。没有 visa 卡、没

有预订机票和住宿就拎着箱子走了。一个人带着三个行李

箱，走了四个国家的十几个城市。“我喜欢一个人旅行，

因为这可以让你更加充分地去和外面的世界接触，而不是

在和同行的人聊天中错过什么沿途的风景。一个人旅行会

花更多的时间驻足、接触、思考。”自己一个人旅行会遇

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好玩的事，也收获了来自陌生人的温

暖。“有一些棘手的问题，虽说很累，但也很值得。”

而这四年来收获最多的，张沁园说是自己变得更自信

了。从中国的东南角来到北京，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了这

么远的地方。对于自己的唱歌路途来说，前途变得光亮又

十分具有挑战。张沁园讲起自己唱歌的历程和转变：“起

初总在想自己的歌能不能赢得别人的喜欢，后来经过一次

次的锻炼，从在意别人想法转变成更加专注内心的满足。

当你不再那么刻意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就能表达得更纯

粹。”即便已经很优秀的她，依然很谦逊“非常感谢那么

多背后支持我鼓励我、还有不断提建议的人，正是他们帮

助我一起成长为现在的张沁园，变成了一个不再会怀疑自

己的、一个不再会去比较的、一个只在唱自己的情绪的人。”

对于学弟学妹们，张沁园也说了自己这四年来的心

声：“迷茫是正常的，每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迷茫，

不经历迷茫就不会成长。只要不荒废光阴，四年下来一定

会有不一样的精彩。”

（朱小月）

爱音乐，爱足球；在大学四年里，他潇洒过，也迷

茫过；他看过灯红酒绿的夜晚，也曾奋力追赶过黎明初

现的朝霞。杨乐戏称自己为“北方工大伴奏王”，始终站

在歌手的身后当绿叶。但在毕业之际，他却从一位洒脱

的音乐玩家摇身一变成为中国音乐史研究生，他在自己

最富有激情的时光里发光发热，成为自己梦想的主宰。

“梦想中的大学，很轻松”

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杨乐还是个热血文艺青年，总

想着和别人不一样，想要活出自己的风格。记得高考完

那个暑假，他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梦想中的大学生活

应该是每天都很轻松的状态，没有那么繁重的学业压力，

还能像高中时候一样做音乐。并且十分期待在大学里，

在音乐方面能够不断进步，成为一名佼佼者。果不其然，

刚入大一的杨乐，抛却了高中升学的苦恼，觉得生活很

开心，也很充实。后来他又认识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

个性迥异的朋友。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棒，能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能拥有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这和想象中美

好的大学生活相差无几。

“随性的生活过久了，自己慢慢就明白过来了”

做音乐的人身上都有一些不羁，大学刚开始时杨乐

也是标准的浪子。那时虚荣心和玩乐心很重，每天混在

各种酒吧，每天和不同的人走在一起。有很多朋友，赢

得了一些人的欣赏。但往后就会发现，自己所得意的这

些东西都只是过眼云烟。随着时间推移，身边的圈子也

在一点点缩小，渐渐有些道理自己就明白了。杨乐开始

审视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未来，觉得是时候改变自

己了。因此在大三的时候，他成为标准意义上的乖宝宝。

现在想来，如果大一的时候懂得这些就更好了。但青春

总要疯一点，总要留下点纪念，因为青春只有一次，一

定要去做所有你心中想做的事。

“从学渣到研究生，没有什么遗憾了”

从玩音乐到研究音乐，杨乐觉得一个前辈对他尤为

重要——海岛路人的然哥。这是他大学生活的一个转折

点。大二时，他们俩相识了，跟着他，杨乐开始往更专

业的音乐圈子发展。然哥是很棒音乐人，大二一直到现

在，都是杨乐乐队的键盘手，这让他在音乐方面成长很大。

杨乐认为，如果你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永远要保持谦虚

的学习态度和自信。在和然哥的接触中，他愈发坚定了

对于音乐的热爱。

总结这四年，杨乐特别知足。从大一的洒脱不羁到

大四的谦逊自信，从学渣到研究生，改变了很多，这是

需要自己不断地去经历才能沉淀下来的。四年里，他和

一帮好哥们成立了野球足球队。每天一起学习、踢球、

玩游戏。如果非要说一件遗憾的事，那就是在大学四年

他都没有正式地自己唱过一次，永远都是帮别人伴奏。

在此借校报平台，杨乐想对学弟学妹们说：跟着自

己的心走，珍惜身边对你好的人，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时

光。在学习方面，一定要提前准备，世界上从来没有捷径，

单凭小聪明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只有真正努力付

出了才有希望成功。玩得认真，学得认真，这才是我们

的不悔青春

最后，做为一个“非典型”的 12 级毕业生，杨乐希

望大家都能记住他——“北方工大伴奏王”！

（张园园）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谢朝阳：

2016 届的毕业生：老师祝贺你们！
四年转眼而过，如今的你们已是满腹经
伦，成为祖国下一代的圆梦人。离别
之即，赠言同学们：小成靠勤，中成
需智，大成乃德，终成于道。未来征途

希望大家莫忘初心，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实现理想，回馈社会。

电气与控制学院辅导员赵帅：

大学四年时间转眼即逝，从迎新接
你们入校到带你们去军训，从查你们
课堂出勤情况到宿舍里的谈心，从跟
踪你们的求职情况到落实你们的毕业
去向，有太多的不舍和留恋。大学是

你们梦想的开始，未来的路还需要你们
去勇于探索和开拓，在追求人生目标的旅

途中攻坚克难、披荆斩棘、追求卓越！

机械与材料学院辅导员石卉：

我觉得北方工大的孩子对学校都是挺有感情的，
毕业之后这种情愫更多地转变为了怀念。今年正好是
学校 70 周年大庆，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他们走
出了学校走向了社会。希望他们不忘初心，保留自己
最珍贵的品质，同时也能把学校中好的精神和情怀带

到全国各地的各个岗位上。

理学院辅导员贺映勇：

首先我想祝福他们，在新的岗位能取得新的成绩，
同时也提几点建议。一是做一个守时的人。二我希望
大家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第三我希望大家能
做到高效。将这三点结合起来，我希望大家会有一个
很好的发展。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辅导员颜世志：

毕业即将来临，祝各位毕业同学职业生涯之路越
走越顺，生活之路越走越宽，有时间多回母校看看，
你们永远是母校的牵挂！ 

纵有万般不舍，离别总是逃不过、躲不过。今日
的离别，是为了披荆斩棘后更精彩的相遇。祝同学们
前程似锦，一帆风顺。

时光匆匆，白驹过隙。看着你们意气风发的身
影，能够陪伴和见证着你们的这段成长，我感到自豪
而又感动。祝愿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们都能如现在一样，
积极进取，努力奔跑，收获自己的幸福人生。

大学毕业是你们学习生活中的一大步，但在人
生中却只是一小步。虽然大学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
但我也希望大家在以后能做到慎独、慎事、慎微。希
望大家时刻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做事一步一个脚印。

“离开母校，踏进社会”恰是你们新的人生起点。
衷心希望你们弘扬并恪守母校的校风和校训，做一个
有理想、有品格、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做一个有决心、
有恒心、有信心的自在人；做一个敢拼搏、敢担当的

可靠人！

正如我在你们的课堂上所言：“大学四年将是你们
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四年。”你们的记忆里有母校，母
校的历史中有你们。希望你们总能想起这些记忆和历
史，也祝愿你们伴着它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别回头了，向前看吧

◎
 

郭
玉
良

所有和你一起来过的日子

就像风铃挂满在欢乐的树林

无论春夏秋冬 无论阴晴圆缺

只要有云飘过 有风吹过

他们必叮当作响 翩跹起舞

那是我对你的又一次眷恋

又一次相约

所有和你一起闪亮过的欢颜

就像花蕊静候在前行的路上

无论多少艰辛无奈 无论多少得失成败

只要有泪流下 有汗洒下

他们必绽放如初  灿烂随行

那是我对你不曾背离的诺言

不曾间断的相伴

所有和你一起律动过的心跳

就像圣咏布满在精灵的故乡

无论懵懂青涩 无论醇香浓厚

只要有光照亮 有热传递

他们必随清风悠扬 随清溪流淌

那是我对你时刻的虔诚

时刻的相依

建筑与艺术学院辅导员张丁：

土木学院辅导员邓晶晶：

计算机学院辅导员胡永嘉：

文法学院辅导员单连良：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志强：

走吧青春，走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