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谁的身影斑驳在院墙
操场上
林荫旁

老旧的唱片
循环着播放

明信片一张张摞在手掌

你笑着说
日子还很长
阳光灿烂
和煦春光

直到凝结成照片
再无声响
直到那回忆
一点点泛黄

那个芳香四溢的夏天
那位干净明亮的少年
那些埋在心底的语言
那句被风吹散的再见

佚 名 渊叶文泉曳杂志社冤

1978年我迈入母校袁1982年离开母校袁四年
大学生活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袁 转眼四十年过
去了袁入学时我年仅 16岁袁完全是一个懵懂的
乡村少年袁母校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遥 我是靠吃
湖大一食堂的饭长高的袁 是靠同室大哥哥把我
带大的袁当然袁对我来说袁最重要的是母校把我
培养成时代骄子袁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母校对我
的教养之恩浴

各位同学学业己成袁即将离开母校袁身负理
想和责任步入社会袁在这个美好而重要的时刻袁
作为你们父亲辈的学长袁 想说的话实在是太多
太多遥 在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袁我决定送各
位同学四个字与大家共勉院勿忘母校!

勿忘母校袁首先要勿忘校园袁人一生有两个园
子对我们影响至深袁一个是家园袁另外一个就是校
园遥 家园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起点袁我们的出身,给
了我们生存的环境与自然条件袁 给了我们情感世
界里那份终身也难以割舍的家乡情曰 而校园则深

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未来袁我们的成就袁给了我们发
展的知识与创造力袁 同样给了我们情感世界里那
份终身难以忘怀的校园情袁可以说不同的家园尧校
园让不同的人拥有了不同的精神特质遥

作为湖大校友袁我们的校园尤其与众不同而
值得骄傲袁值得珍惜袁值得铭记浴 勿忘母校袁不仅
仅是不要忘记校园的美丽袁更要记住母校前身千
年岳麓书院门口的那幅深刻的对联 野惟楚有材袁
于斯为盛冶浴千年学府尧百年名校,世界上没有几所
大学像母校一样历史悠久袁像母校一样培养了那
么多济世英才袁校史上记载的著名校友的精彩甚
至光辉伟大的人生故事袁所思所想袁所作所为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辉煌历史与灿烂文明的组成部
分袁更是湖大学子独特的骄傲袁独特的精神财富袁
我等后辈应该铭记袁更有责任发场光大浴

勿忘母校袁更要勿忘老师遥 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袁除了党恩国恩袁作
为个体的人袁 一生中至少还有两种恩情不能忘

记袁一个是生养我们的父母袁他们给了我们生命
和遗传基因袁如果我们相信人生有命运袁那么父
母给了我们命, 另外一个则是老师的培养之恩袁
他们给了我们知识与技能 , 深深影响了我们的
运遥勿忘老师袁不仅仅是要记住老师培养之恩,更
要记住野牢记使命,勿忘初心冶袁老师教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工作的知识与技能袁 更重要的是做人
做事的道理袁是理想尧信仰尧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遥在场诸位都是家族骄傲,国之栋梁袁都是读
书人袁 读书人自要有读书人的气节袁 要追求真
理袁尊敬科学袁要知哪些能为袁哪些不能为袁要知
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坚守一份理想和正确的
选择之艰难袁只有守住内心的正道袁我们才不会
成为生活中迷途羔羊袁才能成为生活的强者遥 报
答师恩的方式莫过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袁 莫过
于为社会文明进步建功立业浴

勿忘母校,也要勿忘同窗遥 人一生有两种情
感弥足珍贵袁 一种是因有相同的血脉而成就的

兄弟姐妹情袁另外一种就是同岀师门而成就的同
窗之谊遥 各位校友袁生活中本无关联的人能够在
一起共同生活四年袁是人生中最奇妙的缘分袁同
样的学校袁 同样的老师不仅仅让我们成为了同
学袁更重要的是在长达四年的共同的学习生活中
也成就了彼此袁同窗之谊纯洁而美好袁同学之谊
不可应毕业而淡化,更应珍惜袁在未来的工作和
生活中袁更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袁相互激荡袁共
同成就美好人生浴

各位同学袁大家就像长大的雄鹰袁就要离开
母校的怀抱袁在广阔的天地中展翅翱翔袁门外就
是中华盛世袁迎接大家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交汇的历史机遇遥 衷心
祝福大家不负时代袁不辱使命袁勿忘初心浴 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尽情挥洒自己的壮志豪情袁书写
属于自己袁属于家族袁属于时代袁当然也属于母
校的精彩人生浴
渊本文为 2019年毕业典礼校友代表发言摘编冤

祁 娜 渊经贸院 2017级研究生冤

勿 忘 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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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岁月不居袁时节如流冶遥
六年前袁 我从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市康乐村

出发袁 辗转了 3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里袁闷
热的天气袁呛鼻的辣椒袁潮湿的衣服袁军训的湿
疹是长沙给我的见面礼遥 六年后要转身离开的
时候袁 我却发现湖大原来就是我生命中的 野锦
鲤冶袁自己深深地爱上了她袁爱上了她山水洲城
的画卷袁爱上了她野吃的苦尧耐得烦尧霸的蛮冶的
性格袁爱上了她野实事求是尧敢为人先冶的追求袁
爱上了她野心忧天下尧经世致用冶的情怀袁是她袁
让我变得真的很野硬核冶浴

野天道酬勤袁日新月异遥 冶
在湖大短短的几年袁 我们都有太多值得回

忆的美好时刻袁无论是过往还是将来袁湖大这个
小世界里的爱和温暖孕育了我们无尽的梦想和
希望遥

是理想袁让我走得很充实袁很坚定遥 初识经

济学时袁好奇却迷茫遥 六年间袁探索的脚步不曾
停歇袁自习室里埋头苦读袁城市乡村深入调研袁
踏踏实实做实证分析袁发挥学科人才优势袁积极
参与隆回定点扶贫袁 为隆回带来了文化上的自
信尧视野上的开拓尧经济上的真金白银袁也坚定
了我成为一名俯身下基层的人民公仆的决心遥
对理想的追逐袁才会让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袁脚
步更加坚定遥

是创新袁让我走得很充实袁很坚定遥 记得三
年前校长在我们的开学典礼上寄语院野学术是大
学的生命遥 研究生要把追求创新作为一种人生
态度遥 好奇心是创新的姊妹袁好奇心让我们打开
了一扇又一扇充满未知和惊喜的人生大门袁开
启一段又一段创新的旅程遥 爱因斯坦说院野我没
有特殊的天赋袁我只是极度的好奇冶袁正是好奇
心袁野盘他盘他再盘他冶 让我们拥有了不懈追逐
梦想的专注力和意志力袁 给了我们改变的希望

和创新的机会遥
是奋斗袁让我走得很充实袁很坚定遥 走进岳

麓书院袁还记得 100年前毛泽东在叶湘江评论曳中
写道院野天下者袁我们的天下曰国家者袁我们的国
家曰社会者袁我们的社会遥 我们不说袁谁说钥 我们
不干袁谁干钥 冶百年过后袁此话犹惊雷在耳遥 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面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袁只
有奋斗袁幸福才可实现的袁中国梦才可以实现浴
知否知否袁唯有你我不懈奋斗遥

野由来不是求名者袁唯待春风看牡丹冶遥
从今天起袁我们将远行袁在湖南大学度过的

日日夜夜尧时时刻刻尧分分秒秒将被我们封存在
记忆里袁此刻的毕业典礼袁将完成我们华丽的转
身袁化蛹成蝶遥

离开曾经心向往之的大学校园袁 踏上人生
的新征程袁这样的转场袁虽然令人不舍袁却充满
着对未知的渴望袁 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承担

更多责任袁面临更多挑战遥
一个月后袁 我将以一名选调生的身份回到

家乡甘肃袁从学校走向基层袁加入脱贫攻坚的队
伍遥 我深知基层工作急难险重袁但最困难的地方
才锻炼人袁无论多艰苦袁我都将像所有湖大人一
样袁去实现理想尧成就事业尧奉献社会尧服务群
众遥 无论未来身处何方袁面对怎样的处境袁我都
像所有湖大人一样袁 时刻谨记并践行 野实事求
是袁敢为人先冶校训袁勇担当时代责任尧锤炼过硬
本领尧不驰于空想袁不骛于虚声袁而惟以求真的
态度作踏实的工夫遥

野为君聊赋今日诗袁努力请从今日始冶遥
今天起袁我们将带着母校的烙印袁带着亲人

和师长们的祝福与期望远行曰在这里袁也愿学弟
学妹们珍惜大学时光袁仰望星空尧脚踩大地袁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浴
渊本文为2019年毕业典礼研究生毕业生代表发言摘编冤

以求真的态度 作踏实的工夫

刘 拓 胡其骁 渊电气院 2015级本科生冤
湘韵诗行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进车站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不禁翻着手机相片
回忆的画面
慢慢时光里
慢慢都浮现
最初的那年

那年枫叶落满天 红满山涧
爱晚秋色仍在眼前

当时是谁的笑颜荡漾在书院
曾经夏雨不停歇 楼厦笼烟

绕着操场一遍一遍
浮生流年仿佛缠绕指尖

我们曾漫步于紫藤花下
也曾仰望玉兰枝桠

手边新芽 头顶云霞 耳畔闲话

我们曾看过橘洲烟花
也将岳麓初雪轻踏

曾期待着那列地铁抵达
如今却不舍不忍说再见吧

总是不懂整流逆变
积分复变记在心间

单片机的课设又是崭新的磨练

王者峡谷征战之间才突然发觉
告别了实验
告别了考卷
最后的一年

我们在园区将友谊留下
留下属于我们的画

情作朱砂 从不曾怕 风吹雨打

我们在球场将汗水挥洒
挥洒我们青春年华
酸甜苦辣永远是一家

我们终各自以梦为马
也终各自遥相牵挂

走向天涯 走向盛夏 走向繁华
我们终看完橘洲烟花
也无岳麓初雪可再踏
地铁到站是该离开啦
心怀着梦想下一站去哪

起 风 了

向文波 渊机械院 1978级铸造专业校友冤
似水年华

还记得四年前的九月袁我们在体育馆参加开学
典礼袁 面对未知的新世界袁 心潮澎湃地立下铮铮誓
言遥此时此刻袁我们将怀着不同的期望踏上不同的征
途袁但相同的是开场视频中的那句野我爱湖大冶遥

四年袁1400多个日日夜夜袁在母校的每一个
黎明与傍晚袁甚至是校园的一草一木袁都已深深
镌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袁 成了我们血脉中的一
部分遥 如果用三个词来概括我的大学生活袁那就
是野蜕变冶尧野文化冶与野奋斗冶遥

第一个词是蜕变遥 四年里袁在湖大这片土地
上袁 我从不会自学的高中生变成享受学习的大
学生袁 从不善言辞的内向者变成敢于表达自我
的思考者袁 从稚气未脱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理想
的青年遥 在这里袁 我结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

学袁 老师们的培养让我具备了物理学科的基本
素养曰游历岳麓书院袁我看到了传统与变革的碰
撞袁学会了继承与创新遥 而到了离别时袁方觉湖
大带给我的袁远比我以为的多得更多袁让我记住
了这个让我发生蜕变的校园遥

第二个词是文化遥 作为千年学府的文化传
人袁我们浸润着 野忠孝廉节尧整齐严肃冶的文化
气质袁感受着野惟楚有才袁于斯为盛冶的精神气
节袁涵养着野吾道南来袁大江东去冶的傲骨气魄遥
母校文化的浸润与熏陶袁给了我高标准尧大格局
的行事风格袁给了我敢为人先尧勇于创新的精神
品质袁更给了我做人与治学的准则和操守袁给予
我新时代的责任使命和担当袁 让我有志于从事
物理研究袁科研报国遥 在时代大潮中袁我希望我

们新一代湖大人都能秉持独属于我们的湖大文
化袁发挥我们的专业特长袁去为国家做点事情遥

第三个词是奋斗遥 激扬的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遥 还记得每一个期末复习时的夙兴夜寐曰在申
请每个创新项目时袁 废寝忘食的埋身于浩如烟
海的文献里曰在投稿每篇 SCI论文时袁见过凌晨
4点最宁静的湖大遥在新技术革命发展如火如荼
的今天袁 国家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科学技术的
竞争遥 身为学习基础学科的同学袁我们要向中国
冶金科技开拓者李熏院士校友一样苦心钻研曰
向研制我国第一台亿次级巨型计算机的慈云桂
院士校友一样静心笃志曰 向开创我国短波光学
研究的陈星旦院士校友一样坚持真理遥 毕业之
后袁我将要奔赴清华大学物理系做一名直博生袁

我想通过自己不懈的奋斗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科
学家勇攀高峰的优秀品质袁为国家领跑世界微电
子领域贡献应尽的一份力量遥

最后袁我想诉说的是感谢遥师恩重于麓山袁感
谢老师们四年以来的教导浴 母校情深似海袁感谢
学校给我们的滋养袁 我们在这里收获尧 成长尧蜕
变袁也必将印刻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回忆袁这更是
我们心中永远建立归属感尧 自豪感的坚强后盾遥
愿亲爱的母校校誉日隆袁更加辉煌曰愿敬爱的老
师身体健康袁桃李芬芳曰愿可爱的同学不负韶华袁
前程似锦遥

感谢你袁麓山之涯尧湘水之畔袁还有我的千年
学府浴
渊本文为2019年毕业典礼本科毕业生代表发言摘编冤

青春四载 奋斗激扬

编者按院时光如沙漏袁从指缝中悄悄溜走袁青春是挽不回的水袁转眼消失在指间遥 四年前袁同学们怀揣对未知的新奇与期待袁告别门前的
山川与河流袁告别傍晚的大漠与孤烟袁告别咸咸的海水与湿润的海风袁从五湖四海尧四方八方袁共赴湘水河畔袁在岳麓山下追逐属于自己的青
春色彩袁与湖大定下这场四年之约遥

四年光景如绚烂的巨大画布袁记录同学们在教室尧实验室尧图书馆的学习与成长袁装点了关于青春尧关于奋斗的美好记忆遥 不断探索未知
世界袁于是同学们看见了更浩瀚的星海袁脚步更加坚定地追求着我们的梦遥 四年后袁同学们褪去了脸上的青涩稚气袁表情从容而坚定袁目光柔
软而有力袁从湖大再次启程袁奔向新的人生征程遥

愿 2019届毕业生的未来充满光明与美好袁一路繁花袁一路精彩浴 爱你何止三千遍袁青春放飞追梦人浴

奏 鸣 与 光

苏 毅 渊物电院 2015级本科生冤
手写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