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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奋斗、阅读和奉献丰厚人生底色
要要要在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校长 梁冰

渊2018年 9月 3日冤

亲爱的 2018 级同学们袁 尊敬的承训部

队官兵院
大家好浴
天高云淡袁秋意正浓遥 今天袁来自全

国 28 个省尧市尧自治区的 6189 名新同

学走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袁同学们中有

来自雪域西藏的格桑达吉同学袁有来自

大美新疆的周海啸同学袁有来自南国广

东的卢焕辉同学袁有来自七彩云南的张

文京同学袁有来自北国黑龙江的高赫同

学噎噎袁同学们的到来给我们的校园平

添了蓬勃的生机和满溢的喜庆遥 我代表

全校 3 万余名师生员工袁向同学们的到

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袁祝福同学们圆梦辽

宁工大浴
每逢开学季袁我们校园里最常见的

就是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和新生家

长们忙碌的身影遥 当同学们手机号码的

归属地袁 由家乡变成了阜新/葫芦岛曰当
同学们家里熟悉的单人床变成了寝室

的上下铺袁这也就意味着袁同学们将在

这里奏响人生新的乐章遥
我们学校的前身是阜新矿业学院袁

是一所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全国

88 所重点大学之一遥 作为大家的学长袁
我已经在学校学习尧工作了 37 年袁亲身

经历了我们学校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袁
亲身感受了我们辽宁工大人特有的精

神底色袁更受益于我们学校优秀老师的

教诲和厚重文化的滋养遥 建校 69 年来袁
学校已为国家培养了 13 万余名优秀毕

业生袁不仅培养出了以中央委员尧广东

省省长马兴瑞尧国家应急管理部副部长

付建华等为代表的杰出政要校友曰也培

养出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尧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校长徐惠彬袁 中国工程院院士尧
山西焦煤集团总经理金智新等为代表

的著名专家学者校友遥 我可以自豪地告

诉大家袁我们学校培养的政要校友数量

位列全国高校第 55 位袁 培养的院士校

友数量位列全国第 51 位遥 广大校友无

论在千里矿山还是百米井下袁无论在世

界屋脊青藏高原还是神舟上天的卫星

发射中心袁无论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

圳特区还是野一带一路冶建设沿线国家袁
无论在知名高等学府袁还是高水平的科

研院所袁几乎每一个能够见证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地方袁都有我们辽宁工大校

友的闪光足迹遥 在这里袁同学们将感受

到像一会儿将与同学们分享奋斗经历袁
我们学校 1999 届本科生尧2002 届研究

生袁现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

设计部副总设计师助理胡晓军研究员

渊葫芦岛校区院 我校 1990 届本科生尧现
任中国科学院高级工程师李雷军冤等广

大优秀学长一样的榜样力量浴
同学们袁今天的辽宁工大正以培养

理想信念坚定尧具有国际视野和野太阳

石精神冶 的一流应用创新型人才为己

任袁聚广大英才而育之遥 学校已汇聚了

一支以中组部千人计划人选尧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人选尧长江学者尧辽宁省攀

登学者等为代表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袁广
大教师将以广泛渊博的学识和诲人不

倦的情怀袁培养同学们成长成才遥 学校

还建设了一批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尧工程

研究中心尧教学示范中心为代表的高水

平教学科研平台袁同学们将在这里感受

到浓郁的创新氛围袁得到丰富的实践锻

炼体验袁助力同学们成为最好的自己遥
盛年不重来袁一日难再晨曰及时当

勉励袁岁月不待人遥 大学袁不仅是同学们

人生观尧世界观尧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

段袁更是同学们一生当中为数不多可以

改变命运尧改变未来的好机会遥 上一个

好大学不是最重要的袁最重要的是好好

上一个大学浴 拥有怎样的大学生活袁将
决定着同学们今后以怎样的姿态步入

社会袁甚至决定着同学们将拥有怎样的

人生遥 此时此刻袁也许你正沾沾自喜院被
老爸老妈老师野恶狠狠冶地看管了这么

多年袁终于逃脱野魔掌冶自由了浴 但是袁今
后你的青春将由你做主浴 应该怎样迎接

和适应变化袁 正是好好上大学的第一

课遥 大学的帷幕已经拉开袁希望同学们

珍惜大学时光袁 把握人生的关键时期袁
用奋斗尧阅读和奉献袁丰厚人生底色遥

同学们袁 奋斗是厚重人生的底色遥
习近平总书记讲院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袁是我们人生难

得的际遇遥 每个青年都应该珍惜这个伟

大时代袁做新时代的奋斗者遥 冶 希望同

学们像刚刚获得野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奖冶 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届学

长刘伟那样袁用行动诠释院奋斗不仅是

实现目标的手段袁更是成为最好自己的

人生选择遥 你每一刻的努力袁都会被时

间记录袁因为你每一次的蜕变袁都会被

时间看见遥 如果清华大学尧北京大学的

学生凌晨 4 点仍然在图书馆学习袁如果

邢经伟同学虽然身体残疾尧行动不便但

仍然以优异成绩考入我校硕士研究生袁
荣获野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冶称号袁那么

我们是否还有理由昏天黑地沉迷游戏钥
我们是否还有理由散漫懈怠享受所谓

野佛系青春冶钥
同学们袁没有奋斗的人生袁必然是

狭隘的人生袁不但错过了诗意袁更错过

了人生长河里波涛汹涌的壮阔遥 如果不

奋斗袁 你的才华如何配得上你的任性钥
如果不奋斗袁你的脚步如何赶得上父母

老去的速度钥 如果不奋斗袁世界那么大袁
你靠什么去看看钥浴

同学们袁 阅读是富足人生的底色遥
汉代学者王符说院野索物于夜室者袁莫良

于火曰索道于当世者袁莫良于典遥 冶 也许

有人会问院阅读能不能让人过上幸福的

日子钥 也许不能袁可是袁不阅读肯定过不

上幸福的日子遥 野书犹药也袁善读之可以

医愚冶袁用知识祛除心中的黑暗袁我们才

能以更积极的姿态为人处世袁涵养社会

的底气和定力遥 书本是精神生活的入

口袁学史可以看成败尧鉴得失尧知兴替曰
学诗可以情飞扬尧志高昂尧人灵秀曰学伦

理可以知廉耻尧懂荣辱尧辨是非遥 学史尧
学诗尧学伦理袁都是对生命的熔炼和升

华遥 阅读要拥有宁静的心遥 宁静方能致

远遥 静袁是在平淡中积蓄力量袁经得起恒

久的等待和磨砺曰是享受孤独和寂静的

修炼袁用平静抵挡红尘喧嚣袁用从容抵

抗繁华诱惑遥 古往今

来袁以沉潜之心坐得住

冷板凳者袁 总能激发

野问渠哪得清如许袁为
有源头活水来冶的思想

活力袁得到野夜来一笑

寒灯下袁始是金丹换骨

时冶的智慧启发袁滋养

野天行健袁 君子以自强

不息冶的浩然之气遥 阅

读袁正是为了遇见更好

的世界尧遇见更好的自

己遥
同学们袁奉献是价

值人生的底色遥 无私尧
利他的奉献精神袁能够

升华生命的价值遥 我校

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

李玉教授是野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冶袁受
到学生欢迎是因为他有渊博的知识袁是
因为他有认真的教学态度袁更是因为他

拥有一颗爱事业尧爱学生的心遥 为了给

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袁他把自己的

家改造成实验室袁并自筹资金购买了电

脑等设备袁免费供学生使用遥 凡是学生

发表的论文袁不论是本科生尧硕士生还

是博士生袁 版面费都是李玉老师承担遥
同学们袁你们身边还有一位野活雷锋冶袁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电气 15-6 班班长

苑体铮长期为同学们免费做考前辅导袁
最火爆的时候袁能容纳 360 人的大教室

水泄不通遥 一个学费和生活费全靠自己

勤工俭学的学生袁可以拿出 8 千元奖学

金袁无偿为同学印发学习资料遥 希望同

学们学会奉献袁勇于担当袁肩负起对家

人尧对社会尧对国家的责任遥 伟大的事业

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袁不斤

斤计较厉害得失袁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

成就遥
同学们袁从今天开始袁你们将开启

新的学习生活模式遥 我坚信袁野诚朴求

是尧博学笃行冶的校训袁野朴实无华尧坚韧

顽强尧无私奉献冶的太阳石精神袁野团结

勤奋尧求实创新冶的校风和野顽强刻苦尧
拼搏向上冶的学风袁必将会成为你们终

身不变的人生底色遥 我更坚信袁让奋斗尧
阅读和奉献交相辉映袁会使你们的人生

底色更加厚重尧富足袁更有价值曰会使你

们怀着野自信人生二百年袁会当击水三

千里冶的勇气袁带着野长风破浪会有时袁
直挂云帆济沧海冶的决心袁去描绘最壮

美的青春画卷浴
最后袁衷心地感谢承训部队官兵的

辛勤付出浴 衷心地祝愿同学们乐享军训

生活尧乐享大学生活浴
谢谢大家浴

绎保持一颗好奇心遥 这是学习的动力遥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大学

阶段的课业负担要比高中重的多袁靠高中那种反复练习袁精益求精

的方法在大学里是效率不高的遥 大家一定要改进学习方法袁动力就

是一颗好奇心袁要对学习的功课感兴题袁这样才会不觉得辛苦遥
绎培养一颗谦虚的心遥 你们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遥 容易有两

种倾向袁一种是自傲袁不屑于向别人请教遥 一种是自卑袁不敢向他人

求教遥实际内心都是虚荣心在作怪遥这种心理是要不得的袁学不懂不

可怕袁不懂装懂才可怕袁会害了我们自己遥
绎树立一颗志向远大的心遥 这是学习的目标袁要立长志而不要

常立志遥 树立好的学习目标袁能够不断砥砺我们前行袁同时也能增加

我们的自控力与自律性袁不会因没有奋斗目标而茫茫然遥 但目标不

能大而空袁要有可实现性遥
绎拥有一颗乐观勇敢的心遥 这是学习的保障袁也是在任何艰难

险阻面前毫不动摇袁心向使命袁全力以赴的一种壮志遥

四心

绎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遥 通过预习能发现自己理解的和模棱两

可的遥 现在手机百度非常方便袁几乎没有什么查不到了遥 整理出上课

的学习重点袁有地放矢地听课提问遥
绎养成课堂记笔记袁课后整理的习惯袁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遥 温故

而知新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遥 上课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是保持注意力

集中的好办法袁也为温故打好基础遥 下课针对问题整理笔记袁重新认

识问题袁这是知新的好方法遥

习惯

绎我从小就从事长跑这项运动遥 我认识到做事要依据自身特点

制定合理的策略袁不能人云亦云袁盲从于他人袁按自己的节奏才能稳

扎稳打袁不乱阵脚袁取得好成绩遥
绎我爱好打篮球袁 我从运动中认识到团队合作与竞争策略的关

系袁让我能在团队合作中提升自己的能力遥 认清自己的不足袁发现他

人的优点袁 提高整体作战能力遥 这点在步入社会从事工作后尤为重

要遥

运动

校友寄语
要要要胡晓军
机械制造工艺设备专业 1995级校友遥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尧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尧长征七号副总设计

师助理遥

校友寄语
要要要李雷军

原电气系 1986级校友遥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高

级工程师遥

32 年前的今天袁我也和大家一样袁满怀憧

憬尧激动和喜悦袁在这里袁开启人生最美好的

旅程遥32 年后的今天袁当我再次回到辽宁工程

技术大学袁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遥 感谢母校袁
让我有幸参加今天的开学典礼袁 跟大家一起

庆祝你们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遥
我是电气 86 级的学生袁在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度过了 4 年的美好时光遥 1990 年离开学

校后袁分配到潞安矿务局五阳煤矿工作袁几年

的煤矿工作袁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袁同时

也更加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袁 坚定了我考研

的决心遥经过硕士袁博士袁博士后的学习袁 2008
年初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遥 现在在

中科院我们团队的研究方向是大功率变流技

术袁主要课题有磁悬浮相关技术研究袁超导技

术研究袁电动汽车技术袁电磁技术及应用研究

等遥
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袁是想让大家知道袁

母校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毕业生袁 在各行各

业取得了成绩袁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遥 在这里袁
我代表所有母校的校友袁 感谢学校和各位老

师袁是你们的辛勤培养袁才让我们有充足的底

气和能力袁 跟国内一流的名校毕业生一起同

场竞技并赢得尊重遥

绎养成勤奋

的学习习惯遥 聪明固然重要袁但
勤奋才是真正的财富遥勤奋是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人的优秀品质袁 一代又一

代人所营造的勤奋的学习氛围让我们

这里人才辈出遥 所以我十分诚恳地

希望大家好好地把握现在的时

间袁养成勤奋的学习习惯袁这
会让你们终生受益遥

绎保持好奇

心袁持续学习遥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袁
知识的更新速度也超出我们的想

象遥 保持好奇心袁会让我们去探索

更多的未知袁让我们更强大遥 学习

是辛苦的袁不学习会更辛苦浴

绎打造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袁考研是一条非常

好的选择遥考研是为了求取更大更好

的发展空间遥 较高的教育往往意味着

较高知识水平和修养袁 而这些都将直

接影响和促进生活品味的提高遥更

多的教育袁 便意味着更多的收

入袁更有趣的事业袁更好的生

活袁更多的贡献遥

绎希望大家

早早的设定目标遥 问一问自己你

近五年的目标是什么钥问一问自己在

你 50 岁的时候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钥 问

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拥有一

个明确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袁让
你们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比较清

晰的规划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