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7月4日下午3：00，教育学院201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在112报告厅隆重举行。毕业典礼由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陈晓宇主

持，学院全体毕业生和教职工以及部分学生家长参加了典礼。

   大会伊始，教育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陈洪捷教授宣读了2012   大会伊始，教育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陈洪捷教授宣读了2012

届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毕业生名单，毕业生们依次上台，台下

师生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了祝贺。党委书记陈晓宇宣读了

教育学院获得2012届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名单，院长文东茅为他

们颁发了证书。 

教育学院隆重举行201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在院长致辞中，文东茅教授代表学院为各位毕业生送上毕业的祝福,并对各位毕业生在校期间各方面的表现给予

了高度评价。随后，文院长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勉励各位毕业生要找准目标，抓住机遇，在生活和工作的道路

上，少一份抱怨，多一份扎实，不断挑战人生的高度，做一个有追求、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对得起自己的天赋，对

得起父母的期望，也对得起北大的培养。

教育经济与管理系老师丁小浩教授作为教师代表，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到教育学院攻读研究生的益处。丁老师教育经济与管理系老师丁小浩教授作为教师代表，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到教育学院攻读研究生的益处。丁老师指

出，教育学院的精神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教育学院提供的环境是一种多样化均衡发展的环境，希望每一位毕业生

回忆起在教育学院的时光时都能为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最后，丁老师代表全院老师为毕业生们送去临别赠言，希望

他们在“离家远行”的征途中“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大会最后，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育学院名

誉院长闵维方教授做总结发言，他首先向今年毕业

的所有学生表示由衷的祝贺，并对他们在学习期间

所表现出的“刻苦钻研、勇于实践”的学习风貌给

予了肯定。随后，闵老师重点谈及自己对“北大毕

业生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理解，并希望每一位

毕业生都能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继承和发扬北

大精神，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明天！闵老师情真意大精神，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明天！闵老师情真意切

的讲话赢得了台下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在教育学院全体毕业生与老师集体合影留念

     随后，阎妍、潘昆峰、陈恒分别代表硕士毕业生、Ph.D.毕业生和Ed.D.毕业生发言，他们各自用真挚的言语表达

了对教育学院的感谢和热爱。阎妍把教育学院比作“精神家园”，她在这所“精神家园”里学会思考、懂得感恩，坚

定信念，收获成长，并希望能和全体毕业生一起，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做有品位、有情调的知识分子，爱自己的

家人、朋友、同事和领导，享受工作和生活中值得享受的内容，成为一个会工作也会生活的人”。作为Ph.D.毕业生代

表，潘昆峰在发言中始终充满着对恩师、爱人、亲友和同窗的感谢和对燕园的不舍。他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指出“今

天我们毕业的每个人，就是生长着的北大！”，号召全体毕业生要独立思考、坚守信念、懂得责任、勇于担当。陈恒

则用“过程”“方法”和“境界”三个关键词概括了自己在教育学院的收获，并在发言最后用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表

达了自己对教育学院的感谢和留恋之情。达了自己对教育学院的感谢和留恋之情。

闵维方教授发言



亲爱的各位毕业班同学、尊敬的各位亲友、各位老师：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教育学院对各位毕业班同学再次表

示热烈的祝贺！我也要向各位亲友们表示由衷的祝贺，祝

贺你们的家庭又多了一位值得骄傲的北大硕士、北大博士！

    在今天的毕业典礼之后，同学们很快就要离开美丽的

校园、告别单纯的学生时代，开始你们新的人生旅程。这

些天，你们肯定已经收到了很多的离别赠言和立志忠告。些天，你们肯定已经收到了很多的离别赠言和立志忠告。

在此，我仅想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并

与大家共勉，那就是“不断挑战人生的高度”。   

    我是个体育爱好者，在中师和大学时期还专门在田径

队训练过跳高，我很喜欢这一项目。跳高不仅锻炼了我的

身体，也给了我很多生活的感悟，它甚至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现在，尽管我已经不跳高了，但我还是经常喜欢

从跳高中感悟一些人生的道理。

    跳高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越过横杆。人生的目标在于不断地克服困难，不断达到新的高度。从小学到中    跳高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越过横杆。人生的目标在于不断地克服困难，不断达到新的高度。从小学到中

学到大学再到读研究生，每一次升学考试都是不断升高的横杆，而你们也一次次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飞跃。你们最

近越过的一个高度就是硕士、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主席宣布通过论文答辩时，就如同是裁判向你们举起了象征成

功的小旗；师生们给你们的掌声就是赛场上的欢呼声；你们带上的硕士、博士帽就是手捧的奖杯。

    毕业之后，你们将要面临来自职场的挑战，你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我看来，你们只是都站了

在相同的助跑点，你们尽管拥有同样的北大学历，但你们每个人要面对的高度却各不相同。在跳高比赛中，每位

选手都可以自主地选择一个起跳高度，有的人选1米4，有的选1米5，也有人选1米6。你们毕业后的工作也将各不

相同，有的是公司普通职员，有的是当大学教师，有的已经是高校的处长甚至校长，也有的选择了到西部、基层、相同，有的是公司普通职员，有的是当大学教师，有的已经是高校的处长甚至校长，也有的选择了到西部、基层、

到农村做调干生。而我想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工作还不太令人满意的同学们，在跳高比赛中，起跳高度并不决

定最终的高度，你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最后的冠军！

    在跳高比赛中，每位选手都有且只有三次试跳的机会，在越过一个高度之后，在新的高度上又会有三次机会。

所以，比赛中要珍惜每一次机会，助跑起跳前要反复思考动作的每一个细节。但是，能否越过一个高度，更重要

的是实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作保障，再多的机会也无济于事。而实力来源于平时的训练；在训练中，需要有

无数次的试跳，而且，不仅要练弹跳和过杆动作，还要练速度、力量、耐力、柔韧性甚至心理品质，需要提高的

是全面的综合素质。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拥有的机会也是大体相当的，而重大的关键性的机会并不会是全面的综合素质。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拥有的机会也是大体相当的，而重大的关键性的机会并不会

太多，所以一定要珍惜机会、抓住机会。但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没有足够的实力，就不会有参赛资格；即使

勉强给一个参赛机会，也会在很低的高度上就被淘汰。正因为如此，在面对挫折、失败时，我们应该少一些怨天

尤人，多问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多问问自己是否已经足够努力。

    跳高可以给人带来成功的喜悦。比赛场上，运动员每次漂亮的过杆，都会十分直观地给人一次成功的惊喜，

给人一种飘逸的、飞翔的、力量、速度和柔韧性完美结合的美感，甚至给人一种瞬间超越的、像足球破门般的心

灵震撼。不过，在竞赛场上，有成功就有失败，而在跳高项目中，却是规则明确允许每位选手都可以有两次失败，

只要第三次跳过了，选手们就又一次站在了相同的起点；在跳高比赛中，冠军也总是只有一个，不同的是，即使只要第三次跳过了，选手们就又一次站在了相同的起点；在跳高比赛中，冠军也总是只有一个，不同的是，即使

（上接第1版）后，学院举行了院友墙揭幕仪式。闵维方、陈晓宇、文东茅、丁小浩、陈学飞等老师为写有应

届毕业生名字的校友墙揭幕。在热烈感人的氛围中，教育学院201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圆满落下帷幕。

院长致辞



教育学院师生在201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上接第2版）是跳高冠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会是以一次失败的试跳来结束比赛，而这次失败却可以赢得最长

时间的掌声。由此看来，我们固然应该为生活中的成功而欢呼、喝彩，但也不必担心可能的失败，应该把失败作为一时间的掌声。由此看来，我们固然应该为生活中的成功而欢呼、喝彩，但也不必担心可能的失败，应该把失败作为一

种常态，甚至一种宿命，因为，不论在那个领域，只要我们不断挑战更高的高度，就难免有失败的风险。而在此时，

即使是失败了，人们仍然会把我们视为英雄；也只有在尽了最大努力之后，我们自己也才能心安无愧。因此，我想对

我们的北大毕业生们说，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可以很快就实现有车、有房，衣食无忧，但是，这只是一个很低的高

度，你们千万不能不思进取、小进即安，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度就停止追求，将对不起你们的天赋、对不起北大的培

养，这样的人生其实是真正的失败！

    跳高的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在年轻时，我跳高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不断提高我能超越的高度，从1米5    跳高的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在年轻时，我跳高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不断提高我能超越的高度，从1米5

到1米6，再到1米7、1米8，从征服的绝对高度和比赛的名次中，我能看到自己不断的进步，能从进步中获得一种能力

的认可和成功的喜悦。这期间，有很多次难忘的记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最难忘的、也是经常引以为自豪的一

次“比赛”，我却只跳过了1米55，那是在2008年我四十岁时，在我们北大五四体育场跳的，其实，那次“比赛”没

有对手，没有名次，没有裁判，没有观众，只有我自己。我只是看到场地空着，就一个人自娱自乐的在那儿跳了几有对手，没有名次，没有裁判，没有观众，只有我自己。我只是看到场地空着，就一个人自娱自乐的在那儿跳了几

次。试跳的结果令我非常满意，它说明我还有相当不错的运动能力。由此我就想到，到了这个年龄，我已经不是在与

别人比赛，而是在与自己比；不是比跳得更高，而是比退步得更慢。同样，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更多的也不是与别

人相比，而是要完成自我的超越；我们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在事业、家庭、健康、寿命，在情感、道德、

生活品味、人生境界等各个方面也都有各自的追求。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达到的高度的综合，就构成了我们人生的高

度。

    在这告别之际，我衷心地希望大家都能选准自己的目标，不断挑战自己人生的高度，也由衷地祝愿大家在每一方    在这告别之际，我衷心地希望大家都能选准自己的目标，不断挑战自己人生的高度，也由衷地祝愿大家在每一方

面都达到自己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我还要特别地提醒那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学们，你们的事业是教书育人，你们的

学生们的成功与幸福的程度，将决定你们事业和人生的高度。同样的道理，你们这些毕业生们人生的高度也将决定我

们教育学院和学院所有老师们人生的高度。为此，我想对大家说，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你们身处何方，教育学院

都将始终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将共同努力，去不断实现人生的超越。谢谢大家！

教师代表丁小浩教授发言

亲爱的2012届毕业生，尊敬的毕业生的亲友，亲爱的各位同仁：    

    今天非常荣幸能代表教育学院的教师在这里讲话，虽然我知道在这个场合无论讲什么都将是“多余的”，在这个

时刻：“劝学太严肃，祝贺太一般，勉励太空洞。”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免俗，还是要在这个场合讲些也许一般而

且空洞的废话。

    首先让我代表全体教师祝贺你们成为北大教育学院20

12届毕业生！细算起来，在我们教育学院的历史上，也是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迎来送往了27届毕业生。27个毕业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迎来送往了27届毕业生。27个毕业

季，可能比你们许多人的年岁还要多。但是2012届毕业生

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你们以自己优异的学业成就向世人宣

布，2012年并不是什么世界末日，而是你们这个群体人生

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你们这一届是非常独特的：因为2012

届是我们学院历届毕业生规模最大，生源和就业的多样化

程度最高的——你们中不光有我们普博毕业生，普硕毕业

生，还有专业学位Ed.D.的毕业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的毕生，还有专业学位Ed.D.的毕业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的毕

业生，还有整个北大历史上第一批高教管理硕士的毕业生

你们中不光有经过2年或者3年就顺利拿到学位的，更有经

历了8年甚至9年的艰苦卓绝，终于抗战胜利的；你们中有

人将继续深造，更多的则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业于多种职业，而且今年还有教育学院历史上第一个未来的飞行员



（上接第3版）你们这一届是非常独特的：无论是在校园里，在学院大楼里，还是在各种社交网站上，只要有你们，

就有活力有梦想；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辩论会上，亦或是在课题讨论会上，只要有你们，就有智慧有启迪；无论

是在支教中，还是在田野调查中，只要有你们，就有责任有担当；无论是在新年联欢会上，还是在学院其他庆典上，

只要有你们，就有惊喜有感动。（顺便说一句，昨天学院毕业生联欢会的好几个场景，我的泪水也在眼圈中打转，强

忍着才没有留下来。再顺便说一句，上面这几个排比听起来似乎形式很拙劣，用词很贫乏，但是只有经历过你们，才

知道这些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可用的套话。这些话确实是写你们的。）2012届你们真的很独特，作为教师，因为有你

们，我们感到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们这一届。

        从今天起，你们曾经的憧憬，曾经的迷惘，曾经的努力，曾经的进步，一切都将成为曾经，而留下的将是北大教

育学院校友墙上你们的名字以及流淌在我们彼此血液里的记忆。

        我希望2012届毕业生，你们会因为选择了教育专业，因为选择了北大教育学院而感到庆幸，你们会因为当初的眼

光和决断而无怨无悔。在我看来，本科阶段接受一些严格的有时是艰涩的硬一些的学科训练（比如经济学，社会学，

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理学，工学等等），然后在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阶段转到教育学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的

理由至少有三点：第一，这使得你们既经历了一个学科的严格和系统的训练，具备了基本而必要的表达能力和逻辑能

力，又为超越单一的有时是偏狭的学科视角，从多个角度来看世界提供了可能。教育研究需要综合的、多元的学科视

角。教育领域的问题确实不会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也不会仅仅是心理学的问题，总之不会是某一个学科能完全描绘

和解释的问题⋯⋯教育领域的研究极其复杂，不仅需要理论的功夫，方法的功夫，更需要这些功夫混合的功夫。从这

一点上说，北大教育学院没设本科，而是招收不同本科背景的优秀学生来读研究生，这样一种培养方式是非常合一点上说，北大教育学院没设本科，而是招收不同本科背景的优秀学生来读研究生，这样一种培养方式是非常合理

的。

   本科学个相对而言较硬的学科，研究生转到教育学院来的第二个好处是，这使得你们不必为了过度地专门化而把

宝贵的精力都耗在啃食那些艰深的鲜有价值的高深知识上，而无暇顾及对单一专业以外的重要知识的了解，无暇顾及

对周边现实世界的观察、思考和探究，无暇顾及除学业以外的各种能力的培养。你们可能都感觉到教育学院的学习在

深度上并不难，进入老师们的科研项目的台阶并不那么高不可攀，但是要真正学好，特别是做好却并不容易。我们在

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之间需要好的平衡，在专业内和专业外的兼修上需要好的平衡，在智商、情商和各种综合能力的培

养上需要好的平衡。

      本科学个相对而言较硬的学科，研究生转到教育学院来的第三个好处是，我一直以为，能够选择教育学科的人通

常都有一颗更加浓厚的人文关怀之心，更加强烈的社会公益之心，他们的心通常更加柔软，他们的头脑通常也更加柔

软。而教育学院让具有这些特质的人聚到一起，大家互相影响并产生“化学反应”，于是又生成了一种教育学院不同

于其他院系的特殊的文化，而这个过程会循环往复，不断强化。

   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自从进入到教育学院后，你们给我们教师们普遍的感觉是：越发的积极了，自信了，男孩儿

更加英俊了，而女孩儿更加美丽了。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地热爱你们的集体，那么地不舍你们的伙伴。

      我希望你们感受到的北大教育学院的精神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而北大教育学院提供的环境是一种适合多样化

均衡发展的环境。我希望你们会因为选择了教育学院而感觉物有所值, 从教育收益的衡量看，这种收益不单纯是金钱

的收入，而是幸福指数。我大胆地在这里做一个假设：与其他院系的毕业生相比，北大教育学院毕业生，幸福指数较

高。当然这个假设仅仅是我通过观察的主观猜想，是否经得起检验，还需要你们提供实证的数据。

   毕业季里，高校间流传着太多牛人们毕业致辞的经典佳作，吊足了人们对新的毕业致辞的胃口和期待。所以在这

个场景讲话我很忐忑，很有压力。之前我问过我儿子可然，怎样的致辞才能不让年轻人心生厌倦，他的建议是尽量简

短，在大家还没有明白过味儿的时候就结束了。可我还是拉拉扯扯，讲的并不简短。是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最后要为你们送上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寄语不同于“以强烈的使命自觉和责任担当，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和对

人民的有用之才，以无愧于’北大人’这一光荣的称呼”，因为这种高调应该是校长唱的；也不是要你们“不断地挑



敬爱的各位师长和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交流、分享

毕业感言。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对这么多老师、家

长、同学来讲话。人的一生会有许多个第一次。有时候，它来得猛烈、来得伤感、来得厚重，但它可能

也是有且仅有的一次，正如此时此刻，我们头戴学位帽、身着学位服，汇聚在一起。

    随着毕业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教育学院2012届60余名硕士毕业生即将完成近20年的学业，或真正踏    随着毕业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教育学院2012届60余名硕士毕业生即将完成近20年的学业，或真正踏

入工作岗位，或出国继续研究深造。一群人，一份情，一段记忆。教育学院的两三载，光阴似箭却可成

为人生的转折。

    在这里，我们收获了永远的精神滋养。还记得每门课程老师们精心挑选罗列的那些参考文献和书单    在这里，我们收获了永远的精神滋养。还记得每门课程老师们精心挑选罗列的那些参考文献和书单

吗？还记得那一个个寒冷的夜晚，我们从福柯阅读到艾尔巴比、从波兹曼品味到韦伯后的畅快淋漓吗？

是的，因为珍惜所以体会快乐，因为精彩所以忘却烦恼。教育学院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其中什么问题都

可以问，什么话题都可以探讨，并因此希望获得更深刻的见解，从而更加接近真理。但只有这些仍然不

够，“教育”二字与身体力行紧密相连，创造创新是前进的主旋律。在这个精神家园，问题和议题都被

从长远的角度来思考，这种思考甚至可以看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思考将伴随我们走

过未来的春夏秋冬。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在这里，我们学到了为人为事的优秀品格——真诚、包容、关爱、坚守理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在这里，我们学到了为人为事的优秀品格——真诚、包容、关爱、坚守理

想。也因此为动力，我们开始探寻属于自己的梦想。正如一段牢固的感情并不仅仅需要一段电光火石的

开始，更需要一步一个台阶走过必经的困惑与争吵；梦想的实现也不仅仅依靠最初的激励和鼓舞，更需

要一步一个脚印面对日积月累的平淡和现实的不满与磨难。记得一年半前,在《教育学导论》最后一节课

上，文老师让大家以“二十年后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写作，并约定二十年后我们再相聚，揭晓谜底。

二十年，我们到底能走多远？中国到底能走多远？这是一次需要付出的猜想，更是一场内心声音与现实

呐喊的博弈。

    感谢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像征途中的驿站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永不枯竭的滋养和力量；感谢我    感谢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像征途中的驿站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永不枯竭的滋养和力量；感谢我

们的大家庭，教育学院，像雾霭中的灯光坚定地为我们点亮前进的光芒和方向。更要感谢教育学院的全

体教师，您们的谆谆教诲、言传身受让我们在青春年华学习为人的基石、受到学术的震撼。感谢教育学

院的全体同学，也许若干年后再回首，会悄然发现那些年一起在学院读书时快乐、一起为学院十周年庆

典的欢呼祝贺都未曾走远。感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路走来有你们相伴是莫大的幸福。感谢我们自己

（上接第4版）战和超越人生的高度”，因为这种期待应该是我们院长讲的。你们今天就要离家远行，要

去闯荡充满了诱惑的世界，我们给你们送上的祝福就如同给我们自己孩子的祝福:祝你们一路平安,一生幸

福。这个祝福虽然平淡，但是含义深远丰富，相信你们能懂的。谢谢大家。



（上接第5版）感谢自己的勇敢、坦然、自信和成长。

    这两日，北大图书馆门口挂起了这样的条幅：昨天，图书馆留下你刻苦学习的身影；明天，世界将记

住你迈向成功的脚步。是啊，不为谁哭也不为谁等待，怀揣梦想，用心飞翔，我们的天空将充满精彩。做

有品位、有情调的知识分子，爱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和领导，享受工作和生活中值得享受的内容一个

会工作也会生活的人。亲爱的老师同学们，请为我们欢呼，毕业快乐，青春永不散场。当天空被雨水带走

色彩，我们的微笑证明，梦想中仍有爱，最高处有最美的天堂。

敬爱的各位恩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是我们告别恩师的时刻，是我们离别母校的日子，是我们走向社会的启程。此时此刻，请允我代

表所有的毕业生向教育学院的各位恩师表达衷心的感谢。谢谢老师！。 

   同学们，今天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参加学院的大会。在即将走出学院大门的这一刻，我相信所有的毕

业生都和我一样，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内心深处混杂着一种完成的喜悦、一种离别的不舍，一种启程的

踌躇。

我们还在读书。亲爱的父母与爱人们，你们不仅要为我们承担着比普通人更重的生活压力，还要为我们能

否顺利毕业、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忐忑不安。今天，你们终于可以放心了！你们高屋建瓴、摆脱世俗眼光的

扶植，必将得到应有的回报！我代表所有毕业生谢谢扶植我们苦读成才的父母和爱人！ 谢谢你们！

    是夕始觉同窗情，青春年华永相忆。2012届博士研究生们，可曾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做过的学术；    是夕始觉同窗情，青春年华永相忆。2012届博士研究生们，可曾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做过的学术；

可曾记得，我们共同奋战的博士论文；可曾记得，我们综合考试、开题、预答辩、答辩的艰难攻关。我们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选择了博士生涯，从此步入了与众不同的另类生活。我们享受着最精英的头衔，却

承受着最草根的感觉。有人说，写论文就像蹲厕所，酝酿很久最终出来的，可能不过是不尽人意。但是，

正是这反复的酝酿，我们收获了执着，收获了坚持，更重要的是，收获了坚强的团队。我为在这样一个集

体中感到自豪。20年后，北大必将为我们——2012届教育学院的博士毕业生感到骄傲！

    今天的教育学院流光溢彩，今天的我们红袍加身。喜悦与感谢之余，却免不了眷恋与惆怅。我们眷恋    今天的教育学院流光溢彩，今天的我们红袍加身。喜悦与感谢之余，却免不了眷恋与惆怅。我们眷恋

着舌尖上的北大，眷恋面食部的小笼包、康博斯的鸡腿饭、农园的瓦罐汤；而今，这眷恋才下舌尖，又上

    我们是如此的幸运，有着众多恩师的指引。我们

的老师甘为人梯、严格训练、倾囊相授、一丝不苟，

把北大的文化、北大的学术潜移默化地植根于我们身

上，终于我们今天可以自豪的说：“我们出师了!”

鲁迅先生说：北大的校徽，其实就是一个人背负着另

两个人。正是老师们的有容乃大、大师风范、才让学

生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远望，在人生的道路上找

到了北！再次感谢敬爱的恩师！到了北！再次感谢敬爱的恩师！

    我们是如此幸运，在苦读博士的道路上有父母与

爱人的支持。当我们的同龄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

读书；当同龄人步入职场，升职加薪、买车买房时，

我们在读书；当同龄人生儿育女、回报父母的时候，



（上接第6版）心头。今天，我忽然发觉，梦里不知身是客。在这园子里呆了四年、九年甚至十余年之后

这里的每一位老师、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已经与我们的记忆藤蔓相连、撕扯不断。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

离别的感伤，就象欧洲杯上巴洛特利的眼泪，飘飘荡荡；就像昨晚未名湖上点了蜡烛的纸船，摇摇晃晃。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今天，我们是要向母校恩师说声告别，向博雅未名的风雨雾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今天，我们是要向母校恩师说声告别，向博雅未名的风雨雾

色说声告别，向自己的青葱岁月挥手告别。告别不是终点，而是启程的开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们前面，是星光闪耀的学者大师；我们身旁，是共同打拼着业界精英；我们心中，是永远值得信赖的同

窗好友；我们背后，是深爱着我们的父母家人。我们懂得责任，敢于担当；我们独立思考、不附庸权贵，

坚守住灵魂那片神圣，证明自己就是祖国建设的航标灯。鲁迅先生说：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

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同学们，今天我们毕业的每个人，就是生长着的北大！

    再见了，敬爱的师长；再见了，可爱的同学，再见了；亲爱的母校！弦歌不断，薪火相传，你若安好    再见了，敬爱的师长；再见了，可爱的同学，再见了；亲爱的母校！弦歌不断，薪火相传，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谢谢大家!   

了人生的新旅程。

    不过，在过去的一千多个日夜里，我们并没有在这种良好的感觉中度过，迎接我们的是一本本难懂的

书，一篇篇论文与报告，一趟趟辛苦的旅程，一个个不眠之夜！我们终于完成了修读学分、撰写论文、通

过答辩这三部曲。在座的各位都是胜利的闯关者，今天这个典礼让我们彼此庆祝。

    此时，我们要由衷地感谢我们的导师、论文指导小组和所有任课的老师，以及默默地为我们服务的学

院管理人员。

    老师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搀扶指路，总是这样的睿智、刚毅与严谨，为我们传授新知，引领我们探篱学    老师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搀扶指路，总是这样的睿智、刚毅与严谨，为我们传授新知，引领我们探篱学

问，让我们领略学术园地的奥妙。对于我们的博士论文，老师总是推敲再推敲，批判再批判，帮助我们凝

炼选题，分析假设，聚焦观点，甚至是疏通文句，核实注释。老师们付出的心血折射出北京大学这座百年

学府的高贵学术品格。

    与此同时，老师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诸多启迪勉励，总是这样的仁爱、耐心与包容，我们的收获和喜

悦，老师总是真诚地分享，我们面临的困难或选择，老师总是热诚地指导。各位老师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

力在一辈辈教育人中交口相传，无须用更多的语言来赞美。

    我只想说，在求学的道路上，最美和珍贵的事莫过于探索和创新。与之同样的美和珍贵的是在这个过    我只想说，在求学的道路上，最美和珍贵的事莫过于探索和创新。与之同样的美和珍贵的是在这个过

程当中结下的师生间的无价情谊。此时，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向全体老师，表示无限的感激和崇高的敬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作为教育学院2012年毕业博

士代表在这里发言。此时，我回想起四年前的一次新同

学聚会上我的导师陈学飞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说：“一个

人考取了北大，就好比运动员进了国家队，是一个家族

的荣耀”。是的，我们很庆幸能在北大注册了学籍开辟



（上接第7版）意！

    此时，我们还应当感谢我们的妻子或先生、子女、父母，以及我们的朋友。他们总是这样的无私、理解

和包容，让我们潜心于学问。他们是我们顺利完成学业的坚实后盾。

    我们要感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我们入学的第二年，教育学院在北大核心地带拥有这座中西合璧、气

宇不凡的楼宇，我当时自豪地写下：“步入博雅学府，尽览万千红紫；登斯燕园名楼，当领业界风骚！” 

北大是我们魂牵梦萦的母校，教育学院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也许有人会问，北大教育学院究竟带给你什么，或者你从这里带走了什么，让你与世界不同。我想用三    也许有人会问，北大教育学院究竟带给你什么，或者你从这里带走了什么，让你与世界不同。我想用三

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过程”。首先这是一段珍贵而有深度的学习思考过程，我们在课堂上自由地讨论，自由地言

说，不必有顾虑。第二，这是一次锤炼意志的过程，因为经历过博士论文洗礼，今后无论是怎样的艰巨的任

务，我们都永不言弃，照样完成。第三，这是一段最美的旅程，四年来，我穿梭于京杭两座城市，旅程超过

四万公里。经常别妻离子，家在路上，美在心里。可以说在教育学院四年的修读是我们人生最美的旅途，是

旅途中最美的风景，是风景里最美的回忆。

    第二个关键词是“方法”。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获得新知，更掌握了做学问、做人的方法。我们掌握了    第二个关键词是“方法”。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获得新知，更掌握了做学问、做人的方法。我们掌握了

“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学会了用理论的慧眼，去揭开事物的真相，在纷繁芜杂的事态中拥有自己独立的

判断。我们学会了完善自我，以领导为师、以同学为师，学习他人的优点，补偿自身的不足。学会了对待生

活的更优态度，超越于现实物质，以出世的精神去攻克入世的事业。学会谦卑和审慎的态度，做一个“深水

静流”的人。

    第三个关键词是“境界”。四年的浸泡，我们塑造了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胸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第三个关键词是“境界”。四年的浸泡，我们塑造了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胸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把握未来；我们反思了生命的意义，自觉地去担当国家、社会和家庭赋予的责任；我们认识到人生的短暂与

渺小和造物主的永恒与伟大，苏东坡说“一千五百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在这个时代也许只有学术探索

能让我们回归了宁静，认识自我。

    我十分怀念在北大教育学院的每一天。此时，请允许我用一首小诗表达对北大教育学院留恋之情。

    当我走进您的时候,/ 心潮澎湃./ 多少回在门廊下有说有笑,/ 无遐顾及何日离开。

    当我离开您的时候,/思念很长。/ 师长的清雅和气，/学子的勤奋质朴， / 是我们今生的行禳。

    教育学院，/ 是教育人的臂膀，/  愿您永远青春无恙，/ 在光荣与梦想中飞翔！    教育学院，/ 是教育人的臂膀，/  愿您永远青春无恙，/ 在光荣与梦想中飞翔！

    朋友们，绚烂之极，终归平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我们坚信，解决中国的希望在于教

育，北大教育学院毕业的博士、硕士将大有作为，让我们以北大教育学院为新的起点，为祖国建功立业，为

母校增光添采。最后，祝各位前程似锦，生活和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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