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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充满光荣与梦想、幸福与感动的日子，今天我

们齐聚一堂为 2017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在此，我代表学

校党委王志强书记、全体校领导和全校教职员工向为你们的

成长默默奉献的师长和亲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圆满完成学

业的全体毕业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毕业典礼标志着同学们圆满完成了学业，在人生的征途

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要反复思量怎样

为即将启程的“莲子”们上好大学的最后一课，送给你们怎样

的临别赠言。今年的“五四”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学子

说：“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青年要树立与

这个时代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

史责任，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

我们尽力灿烂你们的青春，建立起你们以满腔热血报效祖

国的使命感，你们也以真才实学升华了自己，褪去了入学时的青

涩，变成了“四海八荒第一绝”的有才有志青年。这些年，你们在

“挑战杯”等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国家级奖励；你

们中涌现了以“国家级奖学金”、“辽宁省优秀毕业生”获得者为

代表的优秀学子；你们中有“名校收割机”的“学霸”；有“创业弄

潮儿”的“创客”；有立志“扎根基层”的“热血赤子”；有在校内外

大型晚会惊艳亮相的“连大好声音”，更使我们看到你们一路追

寻理想，一路续写辉煌，我们自豪把你们培养成了祖国最需要的

新一代人才。

同学们，这些年你们和学校携手，将报国之志、爱校之情统

一起来，为连大振兴贡献力量，相信每位同学都深刻的感受到了

学校矗立时代潮头焕发的激情与活力。学校以国家“双一流”建

设、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大连“两先区”发展为契机，致力于打造

紧密对接国家与地方发展需求的科研高地，国家级科研项目获奖

稳居辽宁省高校巅峰；学校广纳时代英才，高层次教师数量始终

保持辽宁省前列，成为大连市的人才与创新基地；学校坚持育人

为本，我们的毕业生无论活跃在国家建设的哪个领域都是高素质

的创新型人才；学校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在海外建立孔子学

院的数量位居全省高校前列，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辉煌。

我们为国家的倾力付出也带来了自身的飞速发展与突破，在中国

校友会网公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排行榜单中，我校入选中国大学

综合实力排行榜200强，进入辽宁省前8位；在2017年中国大学教

育部科技奖励排行榜100强中，我校位居第93位，全省第4位。连

大在报效祖国的进程中书写了璀璨的篇章。

当今中国正发生着史诗般的巨大变化，当代青年不能仅

仅满足于“美食加旅游”的“小确幸”，更要有“直挂云帆济沧

海”的“大抱负”。面对国家的需要，连大人不能做事不关己的

“吃瓜群众”，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紧跟时代潮流，让蓬勃

青春与家国情怀同频共振。为此，我对同学们提三点嘱托：

一是希望同学们有“一心为国担大任”的志向与热血。我

们的教师队伍中有一大批留学归来的拔尖人才，如长江学者、

国家杰青等。你问他们为什么回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这

就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追求”。我们更有像著名作家高满

堂、科学家刘振宇这样为国家富强而挥洒汗水，成就一番事业

的杰出校友。当前，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综合改革不

断推进，“创新创业”大潮兴起，“朋友圈”贯通世界各地，中国

声音愈发强劲。你们要把人生的志向和国家的愿景同向，个

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壮大同行，积极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

二是希望同学们有“一路风雨爱更浓”的情怀与境界。你

们从“一带一路”的“万国来贺”中感受了欣欣向荣，从刮骨疗

毒的从严治党中见证了“人民的名义”，但这大变革的时代难

免会雾霾重重，人情淡薄成为社会隐痛。这些年，学校通过社

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出了一批批有情有义的有为青年，刚才发

言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获得者阳秋兰同学就是代表之

一。她有个简单的梦想：让家乡父老不用走出大山就能过得

更好。她把这个梦种进了故乡的土里，一路悉心呵护，努力要

让它发芽、开花……同学们，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希望你

们用爱心温暖着这个世界，做心怀感恩的正能量传递者。

三是希望同学们有“一份耕耘一份甜”的付出与坚持。同

学们喜欢的“加油男孩乐队”有句歌词：如果梦想有捷径的话,
那么这条路的名字一定叫坚持。刚毕业的你们，当纯真的爱

情遭遇高涨的房价，当丰满的理想遭遇惨烈的职场，不妨想想

我们的校友，南极考察中山站站长董福海，带领 28名勇士，发

挥人体意志力的极限，完成南极考察站主体建筑施工的豪

迈。你们面对逆境，要永葆积极向上、进取拼搏的热情和坚

韧，要相信青春的付出与坚持终会有回报。

同学们，今年的金秋十月连大将迎来30周年校庆。30年，

之于大学，正是少年时。你们的母校，将以少年的初心，继续

探究教育的真谛，培养更多像你们一样符合国家需要的优秀

人才。而你们，也将在时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请装满“苟利

国家生死以”的勇气，把改变中国、书写未来的青春旗帜挺立

在广袤的世界大地！

同学们，今天你们就要背起行囊从连大起程，无论你们身

在何方，母校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都是MVP !
祝愿2017届毕业生：鹏程万里，前程似锦！

做祖国最需要的人
——潘成胜校长在2017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致辞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曾经年少时。毕业季难免伤

感，却也令人满怀憧憬——学生们要开始全新的人生了！

听了我们四年的教诲，今天老师还要再一次叮嘱：

人生的每一次付出都不会雁过无痕，只要坚持，终将

有它喷薄而出的绚烂和辉煌！不要让青春的激情和勇气

在岁月的打磨中离自己渐行渐远，因为，它们是决定你最

终能走多远的动力和源泉！任何个人的得失，放在浩瀚的

星河和无际的历史中，都会倏然不见。所以，在人生的某

些关键时刻，需要摆脱得失的纠缠，渺小的生命才能傲视

那无比庞大与无边的星河与历史，闪耀它璀璨的光芒！

最后，衷心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平安、健康！

同学们，大学毕业了,你们即将告别连大这片芳草园，迈入

社会大舞台，成为时代大潮的弄潮儿。作为你们的师长和学

长，希望同学们以“为学心难满”的追求，全新的姿态主动适

应变化发展的社会。社会是个大课堂，希望同学们学习新知

识、新技术、新方法，迎接“创造”型中国的到来，学以致

用，在实践中发现新知、运用真知、增长才干，为祖国的发展

建功立业，奉献青春。希望你们传承“连大精神”，勇担大任，

开启未来时光之门。当你们步入社会，无论扮演哪一种角色，

希望你们铭记“责任”二字。“中国梦”为我们开启了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追梦时代，离开校园以后，你们要继续弘扬连

大精神，勇于承担国家、社会发展的重任。全面奔向小

康路上的中国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担当、需要你们正

面的价值观、需要你们的人文关怀、需要你们的耐心意

志、更需要你们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你们推

动社会进步的决心和坚持，才能成就伟大祖国的辉煌，

愿你们在责任之路上活出成功、丰盛、快乐和充满尊严的人

生。希望同学们勿忘母校，勿忘师生情谊，常踏连大之门。“连

大，曾经来过，就是永远”。请记得母校对你们的情谊，任时光

匆匆流去，母校都只在乎你们，在乎你们是否实现自我，在乎

你们是否幸福快乐。即将启程之际，让母校的牵挂与嘱托陪伴

你们走遍海角天涯。希望你们常回母校看看，母校会一如既往

地默默关注你们、支持着你们、相信你们，连大永远与莲子心

连心。

最后，祝同学们前程似锦，毕业快乐，愿历经千帆，归来

仍少年。

这次离开大连大学，我不

再是那只试航的小帆，我没有

了掉头返航的机会，唯有不断

扬帆不断启航，风浪会打湿我

的头发，星辰与乌云会在天空

交替，任何一道难题都不会再

有准确的答案，我的手里有的

只是大学四年的经历集合成的

一把罗盘。

罗盘是什么？它指引着方

向，控制着航速。未来的挑战

无数，我赤手空拳、形单影只，

可是母校赠予我的这把罗盘告

诉了我坚持内心的方向，不忘

记出发的目的，告诉了我什么

要勇敢捍卫，什么要坦然放手，

告诉了我纵使时代的洪流滚滚

向前，什么才是不能丢掉的本

色。它们将一一在我的战船上

出现，化为桅杆，化为风帆，化

为甲板。我将正视自己的内

心，不去做一个所谓的精致的

利己主义，带着母校教与我的

和善与热情去温暖行事；我将

信奉自己的双手忠于自己的梦

想，从基础做起坚守原则，把每

一步都踩实让每一步都算数；

我将在每次挑战面前不只执着

于寻求方法，更要学会不急不

躁，有自己的思考再前行；我将

不再苛求成果的辉煌，过程中

的每一滴付出，每一刻光阴的

利用都将成为我无悔的理由。

再见了母校！再见了连大

的风，再见了巍峨的大黑山，再

见了陪我欢笑陪我烦恼的舍友

姐妹，再见了用知识帮我武装

青春的老师，再见了步行人工

作室一起采访写稿的志同好

友，再见了关照我生活起居的

舍管及食堂阿姨，再见了南操

蓝天和夜幕，再见了图书馆的

琳琅书籍，再见了这四年走不

够的校园小径。今年十月，母

校将在桂子芳香中迎来 30 周

年校庆，我与母校都将迎来新

的节点，一个征程伊始，一个续

写华章，作为游子我祝愿我深

爱的母校精英辈出，再铸辉煌！

时光过的很快，

转眼间5年就过去了，

毕业虽然比别人晚来

了一些，但它终究是

来了。无论是学业上

还是生活上，5年的大

学生活让我收获了很

多，我不但收获了过

硬的专业知识而且收

获了弥足珍贵的友情

和经历。5年，让我懂

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赋予的责任，让我懂得现

在付出的一点一滴都可能拯救宝贵的生命，让我懂

得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珍惜每一个出现在生命中

的瞬间。我想对学弟学妹说，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

力，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为你成长道路上

一笔珍贵的财富。最后祝 2017届全体毕业生毕业

快乐，一帆风顺！

四年，我对大连这座城市从陌生走向熟

悉，在大连大学留下了我踏足的痕迹；四年，

我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学长学姐们走出校园。

今天，我也即将离开，体会着毕业带来的不

舍。四年，我珍惜于大学经历的每个时刻，也

不舍于建管 132那群可爱的兄弟姐妹。感谢

四年前的相遇，让今后各自奔波的我们多了

份惦念。

四年，让我从懵懂无知的少年蜕变成如

今的模样，请允许我在这里像我的每一位任

课老师、我的辅导员苗老师以及工作室的张

老师道一声“感谢”，感谢您们带给我的每一笔“财富”。谢谢我的小导，帮助

我，给最初迷茫的我指引了方向。谢谢和我一起奋斗过的小伙伴们，每一个

一起努力圆满完成的活动都是对我们情谊的见证。感谢我大学生涯中遇到

的每一个人，我们不言再见。

最后祝愿所有的学弟学妹，珍惜你正在拥有的一切，仰望星空，脚踏实

地，韬光养晦……

我爱你，我的连大！

大学让我懂得许多
医学院2012级 方涵书

我爱你，我的连大
建筑工程学院2013级 李京凯

四年前，我们从祖国的四

面八方来到这里。第一次看到

大海，第一次与说着不同方言

的人住在一起，第一次知道除

了学习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新鲜

事物。连大为我们搭建了无数

助力成长的平台，在这里，热爱

学习的你会遇见资深的教授，

帮助你考研成功；爱好挑战的

你会遇见专业的团队，指导你

创新创业；喜欢活动的你会遇

见社团工作室，带领你成就梦

想；从懵懂无知，到满怀收获，

都是连大陪伴我们成长，在这

缤纷的四季里，我们也陪同连

大砥砺前行、跨越发展，连大的

快速发展再次告诉我们，这里

终将是你无悔的选择。我笃

信，我们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这

里，美丽的大连大学。

今天，我们即将告别这座

城市，去跨越更多的山河湖海。

而连大，便是我们崭新的起点和

永久的眷恋。宿管阿姨对我说：

“不必再赶着十点回寝，但记得

早点回家。”食堂师傅对我说：

“外面的饭菜是贵了些，不过要

对自己好一点。”看门大爷对我

说：“乐呵呵地来，也让我看着你

开开心心地走出去……”老师

对我说：“即使走上工作岗位也

要不忘初心，一直学习。”辅导员

对我说：“这次，我准你们一次永

久的长假，也许是一生......”最
后，连大对你说：请记住文明、

自强、求是、创新，母校永远是你

最坚强的后盾！

我亲爱的学弟学妹，愿你

一如既往热爱所学专业，热爱

快速发展的连大，愿你余下的

大学生活不会虚度，毕业时也

为自己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我

亲爱的同龄人，不久的将来，成

功或许平凡，都没有“做一个好

人”更加有意义。走在连大的

湖光山色里，不要害怕错过什

么，时光赠予你勇气，连大带给

你惊喜，四年将教会你蜕变。

我们未完成的梦，期待更加优

秀的你们来一一实现。

明天即将离开，此时我们

多了一个骄傲的身份：大连大

学人！前方的路也许曲折坎

坷，但只要带着连大的烙印，我

们将永远风雨无阻！心之所

向，素履前往，生之逆旅，一苇

以航！最后，真心感谢生养我

们的父母，教诲我们的师长，感

谢连大，让我们做一个成功的

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祝福此

去者，前程万里；驻守的师长，

一切顺利；祝福我们的母校，大

连大学，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谢谢大家！

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大

连大学即将迎来30周年校庆。请允许

我代表所有连大校友向母校30岁生日

献上最真挚的祝福，祝母校30岁“生日

快乐”！相比那些百年老校，我们的母

校很是年轻，但也正因为年轻，我们才

有不断赶超其他院校的不竭动力；正

是因为年轻，我们才有奋发向上的明

确方向和努力！如今，连大林立的教

学楼在黑山脚下生辉，不断提高的教

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莘莘学子，不断提高的招生分

数和日渐受到用人单位欢迎的毕业生

现状，都使连大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得

到认可，作为连大校友，我们关注母校

的每一点变化，为母校的变化而骄

傲！在这里我们毫不讳言，我们是“连

大人！”

你们即将告别美丽的校园，走向

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作为比你们早

走出校园的老学长，在这里，有几句话

想对你们说：

第一句：要学会学习。在大学，究

竟会学习多少知识，谁也说不清，知识

是个海洋，每个人都希冀自己在知识的

海洋中畅游，但学到的知识总是有限

的，我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

掌握学习方法，这应该才是四年苦读的

最大收获，只有掌握了学习方法，才能

不断破解工作中的难题，在学校我学习

的是企业管理专业，现在从事的是国际

物流，正是我掌握了学习的方法，才使

我很快适应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

绩。只有学会如何学习才能适应当今

日新月异的变化。同学们请记住，在工

作中有时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第二句，要学“匠工”精神。做任

何事情，都要有选择，有恒心，很多同

学在择业时，都有各种各样的梦想，

但是你一旦确定自己的目标后，一定

要持之以恒，要有一种“匠工”精神，在

自己的领域里，要深入研究。王健林，

作为中国首富，是中国最勤奋的企业

家，他的很多尝试也并不成功，比如万

达商业、万达网络，只有与地产相关的

商业地产和旅游地产才取得了成功。

因为王健林说，商业他不懂、但懂地

产，二者结合，就懂了 50%，不用交太

多学费。于是万达开始立于不败之

地。这就是一种“匠工”精神。我们忠

进也一样，今年将迎来二十三岁生日，

我们要用“匠工”精神把忠进做成“百

年老店”！同学们请记住，做个好工

匠，做个靠谱的人！

第三句，要学会感恩。 “百善

孝为先”，一个人要没有孝心就不值钱

了，所以做人要孝顺，要学会感恩，感

恩父母、社会、同学以及周围的一切，

有胸怀才能成就大我，但凡成功之人，

无不是心胸宽广之人。在这里就不赘

述了。同学们请记住，与对的人上路，

与时为友。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因

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连大

校友”，既然如此，希望我的新校友们

在人生路上不断加油。只有我们努力

成功，才会让以后的学弟学妹们告诉

我们“读连大，真美好”！

七月，总是有着许多别离的时刻，

2013级的学长学姐，也在这个炎热的季

节里毕业了。

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感受到

毕业的气氛，可是渐渐地随着学长学姐

开始清理自己的东西，校园里不时出现

他们身穿学士服拍毕业照的身影，偶尔

晚上寝室楼下的高歌，再听到 15级学生

说着送小导的话语时，我们才意识到，

原来又一年的毕业季已经到来。

原来四年原来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

长。不知道当学长学姐毕业以后还会不

会想起书香浓郁的图书馆、整点报时的

钟楼、微风徐徐的北区操场、陪伴自己

四年的伙伴；也不知道每个学长学姐今

后踏上社会会有怎样的未来道路，真心

祝愿他们都能有一个锦绣前程。

聚是连大一团火，散是华夏漫天

星。希望学长学姐们能够成为一颗亮眼

的星星，作为连大莲子，不忘初心，坚

持自己的梦想，让人生开出最美丽的花

朵。也希望现在的我们珍惜在校的每一

段时光，在毕业的时候回首望向自己走

过的路，不会留下遗憾。

又一年，合欢缀满枝头；又一年，照片

定格笑颜。

亲爱的学长，学姐。莫忘了，博林路，

青青绿荫下结伴的情谊；人工湖，潋滟清波

上回旋的笑颜；图书馆，整齐书籍前互通的

默契。更莫忘了，我们的母校，大连大学。

2017年夏，是你们的毕业季。以后，就

要奔赴四方。相信，四年的才能蓄积终得

施展。当你们选择了工作，那职场上，必有

你们的自信笑颜；当你们选择了学习，那新

校园里，必有你们的认真模样。

愿你们就像那苍鹰，重获天空后，必是

翱翔的雄姿；愿你们就像那蚕蛹，努力拼搏

下，终有化身成蝶的一日。

炎炎夏日，天空晴朗无云。没有长亭，

亦没有古道，却无法阻隔我们的不舍。怎

会忘记，期末考试时你们给送我们的厚厚

资料；假期聚会餐桌上的你们的真诚笑颜；

宿舍路旁你们连卖带送的带不走的物品。

如今，你们终将离开，美好的画面终将

远去。此去经年，应是浊酒敬君子。愿天

之涯，地之遥，多多保重！

盛夏七月，莲子花开
经济管理学院 2016级 梁楠

读连大 真美好
——校友于雷在2017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致辞节选

愿你们如苍鹰展翅
医学院2016级 杨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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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生命璀璨的光芒
历史学院教师 郝虹

曾经来过，就是永远
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2014级辅导员刘作权

感谢母校赠与我人生的罗盘
旅游学院2013级刘敏

连大，有我们最美的时光
毕业生代表阳秋兰在2017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致辞节选

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毕业生告白

王志强书记、潘成胜校长在2017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为毕业生代表拔穗授帽。 摄影邓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