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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但今年与往年似乎有些区别———多所高校
创作了毕业歌。每所学校毕业歌的词曲作者对音乐可能有不同的
感受，每个学校的学子对校园生活的点滴记忆也有差异，但毕业
生对青春的回忆是共同的。

毕业歌：
唱出我们的青春

姻本报记者 韩天琪

在当今国内人文学术界，上世纪
20 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几乎是一个遥
不可及的“神话”，80 多年岁月没有
湮没其中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鲜活
而生动的记忆仍令人唇齿留香。

缔造这个“神话”的，既有闻名中
外的四大导师，也有就读于该院的
70 余名学子。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教
育史专家陈平原在一篇副题为《解读
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的文章
中说：“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
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
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
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

毕业于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原吉林师范学院暨北华大学前身）的
著名学者高亨、蓝文徵以及另一位学
者马庆霱就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学校国
学研究院，成为四大导师的弟子，参与
缔造并见证了国学院的“神话”。

高亨出生于 1900 年，吉林双阳
人，1918 年春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在 1929 年
吉林省立大学成立之前，一师与法政
专门学校是吉林省最高学府。高亨在
自传中写到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

“除学校课程外，又在张文澍老师指
导下，学习了我国第一部文字学专
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阅览了
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等。其
时已有志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研
究，并且对研究的方法和门径有了一
定的了解”。

1922 年冬从一师毕业后，高亨
相继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1925 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研究
院只设国学门，所以又称国学研究
院，高亨是首届研究生。他的毕业论
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导师梁启
超的嘉许，梁先生曾对他说：“陈兰甫

（清代学者陈澧）始把《说文》带到广
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梁
启超还在高亨毕业时题赠了一副对
联予以鼓励：“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
不须同俗人。”高亨离开清华后，谨遵
师嘱，回到吉林任教，而且立志遵循
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
引之）的家法，从文字、声韵、训诂入
手，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
过三书生活，即“读书、教书、写书”。

在清华国学院毕业后，高亨回到
吉林，任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母
校一师教员。任教期间，他完成了《老
子正诂》二卷。1929 年以后，历任东
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
学、西北大学、川北农工学院、北碚湘
辉学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研
究员。1952 年，高享举家北上，又一
次回到吉林母校，出任吉林师范专科
学校教授。此后，又执教于驻青岛的
山东大学中文系，被聘任为副博士导
师。当时在山大的文科中只有两名副
博士导师，全国也为数很少。1957 年
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聘任为研
究员，1967 年以后在北京专门从事
古代学术研究。2004 年，清华大学出
版社推出 10 卷本 《高亨著作集林》，
汇收专书 16 种，又辑散见论文 12 篇
为一种，共 17 种，受到学界的好评。

1963 年 11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
大会议）即将闭幕时，高亨与其他九位
先生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小范围接
见。毛主席说他读过高亨关于《老子》
和《周易》的著作，并对他的成绩给予
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返
鲁后，高亨把自己的《周易古经今注》

《诸子新笺》等六种著作寄呈毛主席。
毛主席在回信中称赞其著作“高文典
册，我很爱读”，此事在国内学术界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如今山东大学的校
名题字就是取自毛泽东给高亨回信
时亲笔书写的信封。

蓝文徵出生于 1901 年。1919 年
考入一师，1923 年冬毕业。1926 年，
考入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时值高亨在
该校任教。在高亨的影响下，蓝文徵
也立志考入清华国 学院， 终于在
1927 年如愿以偿。在研究院，他得到
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的指导，学
业渐入佳境，并由国学进入史学，主
要跟随陈寅恪研究隋唐五代史。

蓝文徵就读于研究院期间，清华
学校于 1928 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
学。1929 年毕业后，蓝文徵任教于东
北大学，与高亨成为同仁。九一八事
变后，他只身逃入关内，就教于青岛
女中。1933 年秋，蓝文徵东渡日本，
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专攻唐代政治
经济史，写成《隋唐回鹘政经》。1937
年归国后，相继任教于东北大学、西
北联合大学，曾在北碚国立编译馆任
编纂。

蓝文徵在治学以外还精于书法，
用笔刚劲稳健，字体结实大方。在清

华国学院的所有学生中，他的书法属
于一流。

抗战胜利后，蓝文徵参与了“国
民大会”制宪工作，任北平行辕参议
兼《经世日报》笔政。1948 年 3 月，任
国民党立法委员，兼上海复旦大学、
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授。1949 年 12
月去台湾，任师范大学、台中私立东
海大学教授，直到 1976 年 1 月 25 日
病逝。他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唐
代回鹘经济》《中国通史》《隋唐五代
史》等。

清华国学院始建于 1925 年，终
止于 1929 年。虽然只有短短四年，但
其所开创的国学研究新方向，被誉为
国学研究史上的奇迹。2009 年，清华
大学国学研究院时隔 80 年后再度成
立。复建后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只
招收攻读博士后的博士生，人数“不
过七八人”，每人选定一位 80 年前在
此教学或学有所成的学者来整理、研

究。目前，《高亨文存》《蓝文徵文存》
作为研究成果已先后出版。

马庆霱，吉林舒兰人，1921 年 8
月考入一师，为第二十班学生，1927
年与蓝文徵同期考入清华国学院，为
第三届研究生，1928 年在院继续研
究，研究专题为方志研究。据蓝文徵
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
中介绍，马庆霱是因“用功过度，致疾
而死”的四名学子中的一个，令人扼
腕叹息。

岁月已逝，但当年清华国学院的
影响力仍然存在，绝不因时间的流逝
而褪色。笔者主编北华大学校史文化
丛书时，着意钩沉了这段往事。追寻
往事，仰望先贤，意在发扬历史上的
治学传统和人文精神，让深厚的办学
积淀在当前的办学中散发出恒久的
魅力。

（作者系北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校报主编）

我喜欢 穿越人潮行走在远东大道，
我喜欢 大礼堂前如茵的绿草，
我喜欢 逸夫老教室吱呀的板书，
我喜欢 灯火中的汉口路。
这是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由南

京大学合唱团所唱毕业歌的一段歌
词，南大学子将其称为对母校的表白。
曾几何时，留在很多毕业生心中最特
别的毕业礼物，从一件文化衫、一枚印
章、一本书，变成了一首毕业歌。唱出
的是莘莘学子与母校最深的情感联
结，留下的是一段最美的青春回忆。

往昔历历在目

“以毕业歌为代表的校园歌曲有
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中央电视
台高级编辑李近朱看来，近年来流行
起来的“毕业歌”现象，是音乐和学校
的深厚历史渊源在新时期、新背景下
的新表现。

音乐和学生、学校的关系始终体
现出音乐作为美育的一个方面。早在
20 世纪初期，《学堂乐歌》就在旧学校
中产生了新影响。抗战时期，田汉、聂
耳所作《毕业歌》中唱到“我们今天是
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点燃
了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由中国台湾传入内地的
校园歌曲，如《外婆的澎湖湾》《兰花
草》等至今仍在传唱。每一个时代的
歌曲各有其形式，在校园中所展现出
的形式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南京大学 2019 年毕业歌 《我喜
欢》 改编自时下一首流行的合唱曲
目，大学四年各种生活情景于歌词表
达中，悠然浮现在南大学子眼前。

“当我在原有的词和曲调基础上
做改编时，往昔历历在目，好像重新
回放了一遍大学四年生活的影像。”
南京大学哲学系 2019 届毕业生、毕
业歌《我喜欢》词作者刘雨轩说，《我
喜欢》中的歌词基本上是在描述南大
的人与事、意象与景物，其中包含了
很多关于学习、生活的细节。

刘雨轩个人最中意的一段是“我
喜欢 穿越人潮……”“在作词时，我
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个晚
上，我在鼓楼校区上完德语课，走在
校园前的汉口路上，华灯初上，正是
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饭店都很热
闹，所有的同学都下了课，大家涌入
小饭馆，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学习收
获和生活趣事。”

西北大学 2019 年毕业歌 《晴雨
别时》词作者汪涛曾多次参与院系和
学校的毕业歌创作。“每到毕业之前，
大家都想在以往表达的基础上做一
些创新，今年在《晴雨别时》曲风的选
择上，曲作者马骞和王彬做了一些新
尝试，吸收了日韩风。”

汪涛在填词时，往年 6 月很少下
雨的西安阴雨绵绵，“填词时，这种自
然的场景对我有一些启发和触动，我
也想把这种感情通过毕业歌的方式
传达出来”。

每个学校毕业歌的词曲作者对音
乐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每所学校的
学子对校园生活的点滴记忆也有差
异，但毕业生对青春的回忆是共同的。

留在武汉大学学子心中的可能
是珞珈山、樱花雨，留在厦门大学学

子心中的可能是海岸涛声。而留在西
北大学学子心中的是西安作为十三
朝古都的厚重历史感。“我们的太白
校区在西安西南城脚，只要提到西安
的城墙，西大学子心中链接的是对自
己大学时光的回忆。我们的长安校区
在南山下，可以悠然见南山、看蓝天
白云，这种场景可以让西大学子对正
在经历和曾经经历的时光有一种特

殊的记忆。”汪涛说，毕业歌中所描绘
的场景，若干年后，仍然可以和自己
的心路历程连接起来。

属于一个群体共有的旋律

毕业歌承载了一种集体记忆。近
年来，花样翻新的毕业礼物层出不
穷，毕业歌是最为特殊的那一个。

毕业衫或许只会在毕业典礼的
时候穿，印章或许会珍藏在柜子里，
而音乐可以超越时空。“一段旋律可
以永远传唱下去，只要大学还在，就
会有一代一代的毕业生传唱下去，某
个物件属于个体，旋律却属于一个群
体所共有。”刘雨轩说，音乐这种形式
是更加有力量的纪念。

毕业歌歌词中的场景多是学子

在大学中都会经历的场景。“比如我
经过的汉口路，是南大学子晚归的必
经之路。在路上，我会看到华灯初上，
看到月亮。”还有仙林的樱花、鼓楼的
梧桐，每一个意象都会成为刘雨轩们
怀念大学时光的关键点，这个意象一
抛出来，就会迅速地激发他们对相关
生活场景、发生的事情、曾经拥有的
情感的回忆。“这就是为什么一首毕
业歌比物质性的毕业礼物更加有力
量的原因所在。”

我们老说青春不散场，毕业生在
大学这样一个放飞梦想的环境中离开，
去一个新的天地打拼自己未来的人生，
这个时间段会有很多东西想表达。在汪
涛看来，毕业歌的方式传播了更多的可
能性，也承载着更丰富的内容。

与同样承载着高校精神、具有厚
重历史感的校歌相比，毕业歌是更加
现时、私人化的，有更多情感和情绪。

“我们听到校歌会肃然起敬，会让人
感受到这所大学承载的历史使命，是
传承学问、立德树人的宏大叙事，与
此相对，毕业歌虽然也承载着一所大
学中人的精神品格，但这种集体记忆
抒发的是与平凡生活更加接近的情
感。”刘雨轩说，大家听到毕业歌，会
心照不宣地闪过这样的念头：这，就
是我的大学生活啊。

人的情感是多元的，我们需要校
歌，也需要毕业歌，还需要毕业歌之
外的其它校园音乐表现方式。汪涛
曾经改编过广泛传唱的《南山南》西
北大学版。“从面上来讲，音乐的培育
和教育实际就是一种美育，应该让更
多学生参与到校园歌曲的创作中来，
只要能够表达情感、激发大家的情感
共鸣，我觉得都可以采用。”汪涛说，这
对整个学校的文化提升有好处，反过
来也会滋养更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成
长，感受丰富美好的生活气象。

以小见大 不拘一格

今天创作毕业歌的风潮是一种
历史延续。在青年学子当中，毕业歌
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在正式授课之外
的娱乐性艺术形式。李近朱说，这表
现为歌曲内容的“以小见大”和艺术
形式的“不拘一格”。

“现在的毕业歌往往‘以小见
大’，表达的就是身边的事，身边的情
景、情绪和情感，并从个性角度出发
将其演唱出来。”据李近朱观察，毕业
歌所唱的内容非常时尚，新一代毕业
歌中没有“假大空”的东西，“他们切
切实实是从校园生活出发”。

从艺术形式上说，毕业歌带有非
常鲜明的现代音乐的特点，加入了不
断翻新的流行元素，比如摇滚、嘻哈
等等，各式各样，只要能够表达自己
的情感和思想，并没有过多的音乐范
式约束。在越来越多元化的校园文化
氛围熏陶下，学生的创作力和激情被
激发出来，校园歌曲创作尝试引入阿
卡贝拉、说唱等新鲜元素。“唱毕业歌
已经成为非常年轻的文化。”

“以小见大”和“不拘一格”的结
合，让毕业歌成为开放和放松的艺术
潮流。毕业歌抒发内心真实的情感，
这契合音乐本质，也塑造了这个时代
青年人的形象。

清华国学院的吉林学子
姻王力

燕山大学源于哈尔滨
工业大学。1958 年因国家
培养重型机械人才的重大
战略需要，哈尔滨工业大
学轧钢、锻压两个专业搬
迁至工业重镇齐齐哈尔，
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重
型机械学院，1960 年独立
办学，定名为东北重型机
械学院。

1978 年，学校被定为
全国重点高等院校。1984
年，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主
动顺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
济发展的大潮，做出了在
沿海开放城市秦皇岛创办
分校的重大决策。次年，学
校在秦皇岛创造了当年建
校当年招生的奇迹。

1997 年，北校南迁，
两校合并，正式定名为燕
山大学。合校当年，就由学
校党委宣传部组织了校徽
设计方案征集。到年底，共
征集 55 件校徽方案，经过
学校慎重抉择，最终选定
1996 级工业设计系学生
商利民提交的蕴含书籍、
大海、海燕寓意的作品作
为校徽的底稿，并由现学
校工业设计系老师张立江
进行二次创作。张立江改
方形为圆形，增加了一个
外环，并设计出 20 多种
颜色的校徽提交给学校。
学校选定了蓝绿色相间
的校徽配色，蓝色寓意学
校办学的地域特色———
面临蔚蓝色的渤海，绿色
寓意学校发展的蓬勃生
机。燕山大学第一款校徽
就此诞生。2000 年左右，
学校校徽由蓝绿色整体
变为蓝色。

2012 年，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的整体形
象、提升学校的文化品牌，燕山大学引入大学
形象设计系统，由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刘维
尚牵头对校徽进行调整，增加了校徽的国际
化因素。2019 年，学校委托刘维尚再次对校
徽进行微调，核心图形将“萌芽”强化为“腾
飞”，象征着学校蒸蒸日上，寓意燕山大学校
徽既有视觉形象延承之历史，又具有未来之
时代精神。

现在的燕山大学校徽标志以“书籍”
“海燕”和“海洋”为基本造型元素。“书籍”
体现学校立德树人之根本，同时象征着知
识和文明；“海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紧扣
燕山大学中的“燕”字，二是海燕具有不畏
艰难、勇于拼博的精神，这也正是燕大人艰
苦奋斗、始终不改“匠心为国铸重器”的初
心；“海洋”体现的是燕山大学的地域特
征———学校地处渤海之滨，与海为邻，海洋
同时还寓意着燕大人在知识的海洋中扬帆
远航、勇于探索真理和未知的科学精神；蓝
色是燕山大学校徽的主色，代表理性、智
慧，同时象征着燕大拥有大海般宽广的胸
怀、天空般广阔的未来，以及以厚德、博学、
求是的精神培养和塑造出的优秀人才。

合校后的燕山大学迸发出了惊人活
力，不忘“匠心为国铸重器”的初心，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能力进一步增强。

“中国天眼”、大型客机 C919、港珠澳
大桥、北斗导航卫星等多个国家重大工程
建设项目中，都有燕山大学多个科研团队
参与核心部件研发；神舟飞船、高铁提速、
多功能应急救援车辆、直升机助降系统等近
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科研工程项目研发建设
中，凝聚着燕大人的智慧与汗水；京津冀协同
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也有燕大人主动
参与的身影……

据统计，“十二五”以来，燕山大学完成科
研项目 5000 余项，总经费超过 30 亿元。2000
年以来，学校斩获 19 项国家科技大奖。

2016 年，教育部选定燕山大学“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和“电子信息工程”两个专
业，代表国家接受《华盛顿协议》组织国际
观察员观摩考察。最终，学校以优异表现助
力我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突破。2018 年 6 月，教
育部公布我国通过专业认证的 198 所高校
共 846 个工科专业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的

“第一方阵”，其中燕大有 10 个专业在列，
位居全国高校第 25 位。

2018—2019 年度国际高校综合排行榜
中，燕山大学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 65 位。
学校工程学、材料学和化学学科进入 ESI 全
球排名前 1%。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机
械工程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目前燕山大
学已经发展为河北省、教育部、工信部、国
家国防科工局四方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

燕山大学的校徽正是学校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的见证者，校徽以及校徽背后的
历史，正激励着燕大人像不惧风浪的海燕
一样，勇立知识海洋的潮头，奋勇拼搏，为
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世
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而不懈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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