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大学校园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毕业
季。作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毕业致辞被许多毕
业生视为大学生涯里别具情怀的“最后一
课”。这些年来，从“最短毕业致辞”的字字戳
心，到“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现身说法，每年此
时，都会有一篇篇饱含人生哲理、充满现实关
切的毕业典礼致辞在网上走红，成为人们追寻
共同记忆、感悟大学精神的一个窗口。

今年，颇受关注的是作家刘震云在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他从
当年在北大读书时排队买锅塌豆腐的小故事
入手，引出同学情谊与北大认同，回答了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这一时代命题。当刘
震云的演讲视频通过微信朋友圈被一次次转
发时，一位毕业生留言说：“看哭了，一个真实
动人的故事，永远胜过漫无边际的议论抒情。”

“画风”有变化

中国大学毕业典礼致辞进入公众关注的
视野，始于 2010 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
根名为《回忆》的著名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广泛
的社会关注。在短短 2000 字的发言中，李培
根把 4 年来的国家大事、学校发展、身边人物
与“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甚至“姐的娱
乐”“哥的寂寞”等网络热词融合在一起，用平
易与真诚，给毕业生们带来一缕清新气息。在
网络上，人们亲切地称这种新颖的表达方式为

“根叔体”。
那年毕业时，华中科技大学 10 届学生王

娅郦现场聆听了校长的演讲。多年后，回忆起
根叔的毕业致辞，依然让她激动不已。“说实
话，校长当年具体讲了什么，已经记不太清楚
了，但是校长能关注年轻人在想什么，能学习
年轻人的话语体系，可以说开了风气之先。所
以大家都很激动，给了校长30多次掌声。”

从那之后，人们发现，不少大学毕业典礼
上的致辞都换了“画风”。校长和导师代表们
一改过去的照本宣科，变“宏大叙事”为“日常
话语”，变“共性表达”为“个性陈述”。他们开
始认真地走进学生们的世界，关心他们的所
思、所想、所盼，用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年轻
人更为接受的语言以及直面问题的诚恳态度
作致辞，在毕业生中间引发了越来越多的
共鸣。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刘洪强在过去的
10年间，先后参加了本科、硕士、博士3次毕业
典礼。说起这些年来毕业致辞的变化，刘洪强
觉得，校长和老师们的毕业致辞越来越活泼，

干货越来越多，水分越来越少。七八年前他本
科毕业时，到了校长发言的部分，许多同学在
观众席上昏昏欲睡，而如今校长和导师的毕业
致辞，则成了毕业典礼上最令人期待的环
节。

实质要“丰满”

一篇好的大学毕业典礼致辞，既需要在表
达方式上转变“画风”，真正走进学生的情感世
界，也应在日后回想起来，成为给他们指点迷
津的人生箴言，鼓舞人心，予人力量。

1987 年夏天，杨小冬从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毕业。彼时的北大社会学系，大师云集，费
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一大批名师在此执教。
杨小冬回忆说，当年毕业典礼上师长们说得最
多的，就是“自由精神、独立思考、远大志向”这
些词汇。到今天，这份叮咛仍然没有过时，值
得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去铭记和践行。

在毕业 30 年之后，今年杨小冬作为校友
代表，受邀在北大社会系毕业典礼上作致辞。
从当年毕业致辞的聆听者，到今天毕业致辞的
发言人，杨小冬刚开始时觉得“很紧张”，因为
30 年过去了，他不知道应该用何种方式和这
个时代的大学生们交流，因此一连几天都没有
动笔。于是，他在 87 届校友的微信群里向大
家征求意见，许多人都力劝他，一定要去参加
这次毕业典礼，希望代表他们，代表他们那一
代人，向师弟师妹们说点什么。

许多上世纪 80 年代毕业的校友和杨小冬
渐渐产生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以一种有趣的表
达方式去迎合年轻人，充其量只是拉近了与他
们之间的距离，真正搅动年轻人内心的，其实并
不是语言多么华丽或者活泼，而是毕业致辞传
递出的思想力量，是对大学精神、时代价值和人
生使命的重申，是要让学生拥有对社会、未来的
使命感，感受到自身肩负的人生责任。

毕业典礼几天前，杨小冬特地在自己的两
个孩子面前反复练习，因为他觉得，如果连自
己最亲近的人都打动不了，那么这个毕业致辞
一定是失败的。经过几次修改，直到从孩子们
口中得到“非常酷”的反馈之后，他才信心满满
地提交了自己的演讲稿。在这篇致辞里，他谈
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寄语年轻人学会
遵循社会的规则，但也要敢于挑战和创立新的
规则；能够坦荡接受名利财富，即使失去了这
些财富也不改其乐。从毕业后分配到部委，到
辞职下海创业，再到如今投身公益，毕业致辞
中这些话，都是他人生经验的浓缩。

守望大学精神

正如同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开放一样，毕
业典礼的致辞也变得越来越不拘一格。但无
论形式如何改变，不变的都应是对大学精神、
人文情怀的传承，让毕业远行的学子们拥有笃
定前行的力量。

当大学校长和教师的毕业致辞以更加吸引
人眼球的方式走入公众视野，人们也发现，对于
表达形式的刻意追求一旦过了头，深入浅出就
可能变成哗众取宠。毕业致辞不是单纯地讲段
子、逗乐子，如果毕业生们在哄堂大笑之后，除
了记住了花哨的段子，致辞内容却付之阙如，这
难免会让人觉得变了味儿。

那么，理想的毕业致辞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北京大学教授佟新看来，大学毕业致辞，在
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向整个社会的一种启蒙，应
当既鼓励学生更好地迎接明天，承担社会责
任，也能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体会到大学独特
的精神气质和文化。

刘洪强说，给他印象深刻、对他影响很大
的一篇毕业致辞，是今年 7 月 1 日邱勇校长在
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在竞争日趋激
烈的社会，在脚步变得越来越匆忙的时候，人
们常常忘记了人生该坚守什么。校长通过自
己的经历，告诫学生们要少一些浮躁，多一份
情怀，保持心中的那份静气。“很多人觉得情怀
是一种易碎的奢侈品，但这是植根于清华使命
和传统中的东西。如果一个社会，连象牙塔内
的大学都不去关注和倡导精神上的追求，我们
的文化靠谁来守望？”刘洪强反问道。

这几天，汕头大学的毕业歌《大学问》在网
上流传。歌词唱道：“我们懂得学问没尽头，学
会终身学习，才没辜负一番造就。我们懂得学
习的理由，活出生命的光彩才无愧于春秋。”这
首毕业歌之所以击中毕业生的泪点，在于它将
社会期许和个人经验熔铸其间，好听而有用。
临别之际，为人师者的赠言如果能成为学生未
来人生征程中常伴左右的贴身锦囊，这毕业致
辞远比一时的欢笑更加珍贵。

难忘“最后一课”
□ 祝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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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致辞真正搅动年轻人内心的，并不是语言多么华丽或者活泼，而是其中传递出的思想力量

☞ 大学毕业致辞，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向社会的一种启蒙，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体会到大学的精神气质和文化

最近，被誉为西北“净土”的可可西
里和获赞东南“明珠”的鼓浪屿同时刷爆
了大家的朋友圈。原因无他，两者均申
遗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
国世界遗产数量达到52个，超越拥有51
项世界遗产的意大利，成为第一大“世界
遗产国”。

蹭热点的网络文章立马冒了出来。
《太美了！中国 52 处世界遗产，你去过
几个》《中国的 52 项世界遗产，今生必须
逛完！》⋯⋯无一不是在罗列项目后，让
读者比较一下，去过哪些地方、还要去哪
些地方。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推介文章，
普遍存在的好奇心也会为可可西里和鼓
浪屿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只是，走
马观花般地看景容易，倘若说看过之后
感悟到了什么，恐怕就要难倒一大批人
了。再问问这两处分别属于哪一类世界
遗产，又会有更多的人答不上来。

世界遗产不同于一般风景名胜或文
物古迹，更不是门票高企的旅游景区，它
们是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
民都很重要。设立世界遗产的“初心”，是
为了让人类更加珍惜自己的文明，更好地
保护这些遗产。世界遗产所在地有义务
守住这份“初心”，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遗产
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让有着不同专业背景
的游客都能看懂世界遗产。

以鼓浪屿为例，世界遗产中心的决
议认为，鼓浪屿的突出普遍价值在于，通
过当地华人、还乡华侨及外国居民的共
同努力，鼓浪屿发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
多样性和现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也
成为活跃于东亚、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和
精英的理想定居地，体现了十九世纪中
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现代人居理念。相
关部门不妨以此为切入点，利用旅游手
册、旅游 APP 等渠道广泛推介集中体现
上述文化价值的景点，或在景点导游的
讲解词中加入这部分内容，让鼓浪屿不
仅仅是一个更炫酷的到此一游目的地。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保护
与开发之间如何平衡。申遗成功注定会
让可可西里和鼓浪屿更加声名远播，也
注定带来更多的客流。此时，是迎合客
流、一味加大商业开发力度，还是时时刻
刻把保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成了一
道摆在世界遗产所在地面前的选择题。
这道题的答案很明显，只是尴尬的过往
经验，让我们对可可西里和鼓浪屿能否
不忘申遗“初心”没了底。

事实上，商业开发本没有问题，世界
遗产保护与商业开发也并不矛盾。毕竟，
商业开发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更具活
力和人性化的方式，有助其文化传承；还
使其维护费用和修缮费用有了保障，有助
保护的良性循环。但是，对世界遗产进行
商业开发是有前提的，即要在保护、保存
世界遗产真实度和完整性下适度开发。
也就是说，商业化不是洪水猛兽，过度商
业化带来的“建设性破坏”才是。

值得庆幸的是，此次申遗成功的可
可西里和鼓浪屿已经在如何处理好开发
与保护的关系上达成了共识，采取了行
动。可可西里提出，“像爱护我们的眼
睛、呵护我们的皮肤一样保护好可可西
里的生态环境”；自7月1日起，鼓浪屿景
区也将日最大承载量下调为5万人次，且

“天天会巡查，月月有报告”，定期研究有
关数据，让其重现“海上花园”面貌。

成为世界第一大“世界遗产国”令人
欣慰，相信这个名录还会不断丰富。只
是，有申遗诉求的地方要做好万全准备，
要是动不动就把“更好地保护”这份“初
心”丢在路上，还是且慢动手得好。

设立世界遗产的“初

心”，是为了让人类更加珍

惜自己的文明，更好地保

护这些遗产

申遗尤需

不忘初心
□ 牛 瑾

数码排毒

徐 行

不久前,朋友带着一家老小开启了
一次海上邮轮之旅。朋友说，这也是一
次“数码排毒”的旅程。不带电脑，不
看手机，全身心投入到与家人的朝夕相
处中，享受碧海蓝天和旅行的乐趣。她
发现，当眼睛从大大小小的屏幕上移
开，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时刻，生活似
乎也有了不一样的模样。

先有“数码中毒”，再有“数码
排毒”。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设备
正在逐渐消弭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英
国一项调查显示，半数英国人表示会
在度假时查看公司的邮件。每 10 人
中，有 4 人认为放假时能浏览社交网
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不过也有三
分之一的人承认，后悔在放假时花太
多时间使用移动装置。

然而，即便不是为了工作，许多
人的眼睛也无法离开手机。睡觉之
前，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看
手机，以至于有人将WiFi需求和电量
需求，形容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
的新底层需求，也就是比生理需求更
基础的需求。新闻、游戏、约车、购
物、点餐、社交、学习⋯⋯一部手机
几乎可以满足所有，有人似乎还患上
了强迫症，只要看到微信朋友圈或微
信公号的角标小红点亮起，就忍不住
要去点开。

“世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
旁，你在玩手机”“如果有来生，我
不做你的红颜，不做你的知己，不做
你的爱人，不做你的任何人，我宁愿
做你的手机”⋯⋯越来越多的手机

“梗”，戏谑又无奈地揭示出人们被手
机深度捆绑后彼此愈发疏离的精神世
界。美国一位摄影师拍摄的一组名为

《Removed》 的系列摄影作品则以更
直观的方式击中人心：当摄影师P掉
人们手中的手机，照片中的人眼神空
洞，仿佛丢掉了灵魂。

近年来，“数码排毒”开始成为
新的潮流。比如日本设计师开发出了
首个能够彻底屏蔽所有手机信号的系
列服装，美国旧金山的“数码排毒”
夏令营越办越火，我国也有“离岛断
网”等类似活动。还有的网站专注于

“数码排毒”，帮助人们建立与电子设
备之间健康、平衡的联系。

如今，智能设备已成为工作生活
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完全“断舍离”
可能并不现实。不如先来个“轻断
食”！下班后、节假日，放下手机，
离开电脑，读书、散步、陪伴家人，
也给自己来一次“数码排毒”吧。

早在明代初年，万载傩舞就是江西万载县境内活动的一种民间舞蹈，流行甚

广。它源于古代以驱鬼逐疫、祈求太平为目的傩祭，民间俗称“跳魈”，也称“搬案”，

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是江西省现有最古老的舞蹈“活化石”。2008 年 6 月，

《万载开口傩》被国务院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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