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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来暑往，春华秋实。世界杯四年

一轮回，记得2014年的那个秋天，你们

享受完了激情四射的巴西世界杯，带着

钟爱的“魔兽世界”，懵懂地来到连

大，开启了决定你们一生的求学生涯，

今年又恰逢俄罗斯世界杯，现在的你们

已经可以刷着时代的“抖音”，肩负着

“王者的荣耀”，将“小猪佩奇”贴上

身，去接受社会的掌声。

这几年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速

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睿智和担当让我

们感受到了“厉害了，我的国”。

这几年我们共同迈出了“连大步

伐”。学校以“创建全国一流的教学研究

型地方大学”为目标，实现了历史性的跨

越。目前拥有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拥有的重点实验室数量位居全省

高校前列，在 2017年中国大学教育部科

技奖励排行榜中位居全国高校第 93名，

位列辽宁省高校第4名，中国校友会公布

的 2018年中国大学排行榜单中，学校位

居184名，位列辽宁省高校第7名。

这几年我们共同创造了“最美青

春”。你们当中有371名同学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有 381名同学考取了硕士、博

士研究生，将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高水平大学深造；有 490名省市校级优

秀毕业生，53 名省市级三好学生；有

1323名同学在国家大学生电子设计等国

家级大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各

级奖励 992项。更让我欣喜的是你们当

中有 823名毕业生选择留在大连实现自

己的青春梦想。作为师长，我要说，“厉

害了，2018届连大学子”！

同学们，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

遇和机缘。展望未来，你们将有幸参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同

学们 40多岁，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期。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同学们 50 多

岁，恰为社会发展的精英力量。一部民

族复兴史，也是一部青年奋斗史。今年

五四青年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8 次提及

“奋斗”，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殷切的期

望，也为在座同学的事业追求指明了方

向。我希望同学们时刻牢记，唯有奋斗

不负青春，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如何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临别之

际，我想与大家分享三个奋斗故事，期

望你们能够有所感悟。

第一个故事,是连大自己的
奋斗故事

2017 年 10 月，同学们参加了学校

30 周年校庆的盛典，重温了连大 30 年

的奋斗历程。30年来，连大以不负国家

期望为己任，走出了一条地方高校依托

地方经济发展“创一流”的发展道路。

习总书记视察大连时指出，要加快建设

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我们

大连大学牵头联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科学院，获批了“智慧航运与物流

网络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要求

大连建设国际一流的软件和服务外包新

领军城市，我们大连大学组建了“计算

机辅助设计国家工程实验室”，成为新

领军城市的技术摇篮。我们身边的哈大

高速铁路、红沿河核电站、大连海底隧

道、地铁工程等都有连大的贡献。30而

立，连大在报效祖国的进程中书写了璀

璨的篇章。

今年 4月，我与同学们共读了《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将我的读书

体验“追逐总书记成长之路，时刻把人

民放在心中”写在赠与你们的书扉上，

与你们共勉。

讲述连大的奋斗故事是要告诉同学

们，做时代的奋斗者，要将小我融入时

代发展，以服务国家和人民为己任，以

家国情怀托起时代使命。

第二个故事,是连大学者的
奋斗故事

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有一大批高层次

顶尖学者，专注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连

大培养出的第一个长江学者张强教授，

从事“生物计算数据编码与模型构建理

论方法研究”，十几年如一日“5+2”、
“白+黑”的奋斗，他的研究成果赢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我

们的国家杰青孙旭东教授，从事光电材

料等研究，他的科研成果既保持了国际

前沿科学研究的优势，又服务于地方经

济的发展。我校培养的第一个国家优青

杨力教授，从事智能异构网络协议与关

键设备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网络核心设备作为国家 863标志性成果

在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创新成就展中接

受了国家领导的检阅。国务院特殊津贴

获得者迟乃玉教授，是我国海洋低温酶

制剂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带领的团队用

99%的汗水+1%的灵感在科研之路上奋

勇前进，开发的10余种海洋低温酶成为

国内首创。

这些连大学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做

新时代的奋斗者，要专注某个领域，以

工匠精神为责任担当，以专注执着坚守

立业初心。

第三个故事,是连大学子的
奋斗故事

我校2017届毕业生，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阳秋兰同学。成了家乡父老称赞

的“在牛背上念书”的女状元。她心存

感恩、品学兼优，用自己的故事感化学

弟学妹，用自己的学识带领全村父老走

上致富之路。

阳秋兰的故事告诉我们，做新时代

的奋斗者，要以向善求真为理想信念，

以感恩之心激扬青春力量。

同学们，每个故事，都是时代缩

影；每个故事都诠释了新时代奋斗者的

人生意义。奋斗的人生要有忧乐天下的

家国情怀；要有专注执着的工匠精神；

要有向善求真的理想追求。

亲爱的同学们，挥手自兹去，此去

千万里。山一别，水一别，难别连大

“有名湖”；风一更，雨一更，更忆母校

的钟楼。“多珍重”是我对你们最衷心

的祝愿，“传佳音”是我对你们最殷切

的期盼。衷心祝愿2018届毕业生同学鹏

程万里，前程似锦！

纵情四年连大，书写不悔年华。四年前，我

终于有机会能来到憧憬已久的大连，命运悄然将

“大连”两字翻转，让我梦起于连大，始于四年学

涯；让我情归于大连，不负芳华。光阴似箭，转眼

就要与母校道别，我们都说要潇洒从容地离开，

但情感就像滴在纸上的浓墨，无法抑制地溢散开

来，翻过在连大一千三百多页的书卷，“呼啸山

庄”见证了我们太多的成长。曾记得军训时的烈

日炎炎与响亮的呐喊；记得课堂上的执着与钻

研、赛场上的汗水与情感。记得自习室里最紧密

的时光，如今一不留意便已经坐在了毕业典礼的

现场。

大学里，我们见证了母校飞跃式的发展，国

家科技进步奖、国家863重点实验室开展的国家

重点科研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技基金项目数量

的持续增长，学校坚持以科技创新推进事业发

展，加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研实力已步入全

国地方高校前列，更为连大学子的培养质量提供

了有力支撑，为培养高素质人才保驾护航。学校

全面实施“文化铸校，依法治校，人才强校，质量

立校，特色兴校”的发展战略，是始终不变的初

心，这一切让母校成为了我们的骄傲。更加幸运

的是我们共同庆祝了大连大学30周岁的生日，

从1987年的历史风尘中走来，几经风雨沉浮成

就了三十载风华气度。校园风光、绿树繁花有你

我一同驻足凝望，行走在春华秋实、漫步于至善

致远、轻踏上明志明德，连大路将莲子们送向未

来和远方，连大也在岁月中更加坚定的向着全国

一流教学研究性地方大学的目标不断迈进着！

从迷茫彷徨到从容不迫，离不开学校、学院

的培养，离不开每一位教师的教导与关怀，我们

在互联网+、挑战杯及国际建模大赛等赛事上屡

屡获奖，用不懈的努力和追求，让大连大学的名

字闪闪发光。如今，正是因为母校良好的育人环

境和优秀的文化氛围，使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再次

选择了连大，考取了母校的研究生，决定以踏实

的学习态度，刻苦的钻研精神，优秀的成绩回报

母校的无私培养。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以连大为

荣，未来连大定能以我们为骄傲。

告别就在眼前，从入校时的青涩与开怀，历

经拼搏与汗水，到今日的喜悦与沉淀，即将毕业

的我们满载而归。尊敬的老师，我们想说，学生

对您的辛勤付出将一生感激，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亲

爱的同学，我们想说，从连大中走来，莫愁前路无

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作为连大人，共创连大

梦，永铸连大魂，祝大家前程似锦；最后，祝我们

共同的名字——大连大学，“大鹏一日同风起，扶

摇直上九万里”！同学们请允许我发出倡议，记

得连大是我们永远的家，记得常回家看看。我将

继续和研究生同学们驻守母校，让我们相约在

2021届的毕业典礼上再相聚！祝我们母校的明

天更美好！

毕业生代表 朱佳琪

商雪航 研究生学院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15 级，曾获 2015-2016 年度一等学业奖学金、

2016-2017 年度二等学业奖学金、2017-2018 年

度一等学业奖学金、2015-2016 年度优秀学生干

部、2016-2017 年度优秀学生干部、辽宁省优秀

毕业生等荣誉。现就业于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毕业感言：
感谢连大培育了我，感谢大连提供给我这

么好的就业机会。冥冥之中，来到连大的我找

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希望我在这座城市中能好

好工作，用学到的知识创造更多的价值。

学弟学妹们在科学研究上一定要有滋滋不

倦的追求和永不言弃的精神，尤其现在我们的

环化学院装修的已经和国际高水平实验室接

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科研平台，所

以一定要好好利用资源，多发高水平的科研论

文，把我校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与国内甚至

国际著名大学的科研能力相媲美的目标就全靠

我的师弟师妹你们喽！在就业方面，希望大家

一定不要着急，要记住“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打好基础，

那么在面对各大公司的面试提问时，都会做到

稳如泰山、对答如流，这么优秀的你，哪个公

司不会抢着要呢？加油！

与伟大时代同行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潘成胜校长在2018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离别际离别际 师长殷殷送祝福师长殷殷送祝福 踏征程踏征程 学子深情致母校学子深情致母校

纵情四年连大，书写不悔年华
——2018届毕业生代表发言节选

又是离别
时，千言万语化
作对母校的祝
福；又是毕业
季，四年磨砺与
付出，让青春绽
放异彩；毕业不
是终点，而是新
征程的起点。

大连大学
是青年才俊快
乐成长的摇篮，
他们在这里学
有所成，从这里
扬帆起航。用
成绩向母校献
礼，用奋斗向青
春致敬。

孔志翔 信息工程学院控制科学与

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2015级。曾获两次

一等校内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现已

考取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博士。

毕业感言：
三年转瞬即逝，回首往昔，情意深

长。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感谢母校

带来的温馨和温暖，感谢老师的辛勤栽

培。相对学弟学妹们说的，首先要端正

学术态度，提高学术素养，这是做好科研

的先决条件。结合所学知识，大量阅读

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归纳出研究领域

最新的现状同样是很重要的。要多动手

实践，多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学以致用，

针对研究领域的内容提出创新点，并形

成思路。最后，不要忘记强身健体，因为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程玉伟 信息工程学院金融数学专业 2014级。

曾担任大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获国际

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奖项；获

辽宁省优秀毕业生、最美连大学子等荣誉称号。现

已考取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毕业感言：
在生命中最让人感动的日子总是那些一心一

意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日子，哪怕是为了一

个卑微的目标而奋斗，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

无数卑微的目标积累起来可能就是一个伟大的成

就。而考研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踏实。做好每天

的考研复习计划，把起床、早饭、路程、复习、休息等

所有的环节精确到分钟，并严格准守，从不松懈或

改变。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操场跑

步，以最快的速度跑，脑海中不断的告诉自己：“我

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定了所有的想法，排除一切

的困难，才能充实过好每一天，才能离自己的梦想

越来越近。

大学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

自己的灵魂，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到自身的价值。

不念过去，不畏将来，衷心祝愿学弟学妹们能在这

个广阔的舞台上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陈媛媛 中山临床学院临床专业2013
级。担任中山临床学院团委学生会团委

副书记。获国家奖学金，获辽宁省优秀毕

业生荣誉称号。参与课题《大白鼠离体心

脏间断灌注保存不同低温条件的优化研

究》；在《中国医学人文》杂志上发表文章

《风可以穿过荆棘》。现已被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录取。

毕业感言：
大学的生活其实很短暂，要珍惜时

光。要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和规划，不要

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做自己最想做的

事，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人。从大一一直

到考研结束，我几乎没追过剧，娱乐的时

间也不多，就是要会取舍，我选择了学习

和学生工作。因为学生工作和各种活动，

我的课余学习时间很少，所以我特别珍惜

上课的时间，永远的第一排和各种整齐的

笔记。我身边不乏学习好学生工作做的

好的人，他们又努力又上进，又聪敏又阳

光。诚然，想成为这样的人必定要放下一

些东西，比如懒惰。很多事情只有真正开

始做才知道难易，不要给自己定上限。

“忙”的意义有多大，取决于你的工作量、

学习量以及你对自己的定位，还有自制

力。我大学里面几乎没有睡过懒觉，学习

就是学习，工作就是工作，手机等干扰一

定会排除。我会做各种计划的习惯，分清

主次、择重先行。这些都是我提高效率、

适应“忙碌”生活的方法。

学习这件事，对医学生来说很重要。

我的经验就是上课一定要认真，往前排

坐，要定期做总结，一般周末有时间的话

我都会去自习，把一周的课程自己按学科

总结好。到月底了就把这一个月的内容

总结好。期末学生工作特别多，所以我从

来不指望自己能有时间期末突击。良好

的学习习惯很重要，战略上的勤奋无法掩

盖战术上的懒惰。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面有一句话

我很喜欢，我想以它作为结束语——“生

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

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

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

场。”不逼自己一次，哪里知道自己会有多

优秀。

金丽雅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英语）专业2014级。曾班级任团支书、青协会长

等；曾获大学生机械技能大赛一等奖、省“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银奖等奖项；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国

家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获“国家奖学金优秀典型

代表”称号、省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现已考取

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

毕业感言：
四年一梦，一梦四年。回首连大时光，感谢一

路相伴的老师们、同学们，谢谢你们成就了我这个

普通机械学子，让我在大连大学这片生机勃勃的土

地上，努力奔跑，勇敢圆梦！希望各位学弟学妹们，

把握住连大的大好时光，也许，你现在是学生会社

团中一个忙忙碌碌的小成员，工作室里一个重复着

千篇一律动作的参赛者，图书馆内一个默默奋斗着

的普通莲子，可能偶尔你会迷茫，会沮丧，甚至会因

为无法兼顾学习和生活而产生自我怀疑，但我想

说，时光具有神奇的魔力，只要我们以“勤”为先，珍

惜韶华，拒绝拖延，养成自律的生活方式，那么我笃

信，四年过后，你一定会收获成长，收获快乐，会感

谢曾经那么努力的自己，会创造出自己那独一无二

的精彩大学时光！

赵安琪 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2014级。

曾任经济管理学院第二学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

获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全国三等奖，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

“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辽宁省一等奖等；获

2018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

号。现已被安徽省淮北市国家税务局录取

毕业感言：
六月，穿越时间的手卷，一段素年，流隙在

别离的季节，一抹难舍，激荡在莲子的心怀。在

这离别之际，想给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些考取公务

员的经验。公务员考试一般准备时间在 3-6个月

左右，主要就是要多刷题多积累知识点。行测部

分可以先将所有考点熟悉一遍，然后分模块刷

题，最后做一些真题和模拟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提

高。申论重在考察阅读写作能力，学会从文中归

纳摘抄，多看一些时事热点有利于作文拿取高

分。面试成绩在考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平时

多做一些学生工作能锻炼我们各方面的能力，可

以多看一些往年的真题对着镜子进行模拟练习。

希望学弟学妹们能珍惜剩下的大学时光，想清楚

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为之努力奋斗，以

为国家服务奉献为己任，坚定理想信念，把人生

的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做一个有理

想、有追求、有担当的年轻人，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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