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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是校友有组织的大家庭
郝玉林

校友会究竟是做什么的？

神基因”已经潜移默化地深深

汇入到茫茫大海，校友们也需

它存在的意义及其价值是什

植入到学生的“体内”，并逐

要一个平台来把大家凝聚起来，

么？笔者结合几年来校友会工

步什华为“母校情结”，这种“母

需要一座桥梁来维系和母校的

作的实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校情结”并不因为毕业而终结，

联系和情感。因此，校友会就

一些思考，供商榷。

而是刚刚开始。因此，作为一

应运而生了！校友会所肩负的

一、校友会是学校教育延

个校友，不辜负学校的培养，

这种平台、桥梁和纽带作用，

伸的平台，也是校友联系母校、

在努力为社会作贡献的同时，

有其鲜明的特色和意义。

回馈母校的载体。

要不断地感恩母校、回馈母校、

清华历来不仅注重学生的

支持母校的发展，这是情结所

培养、教育的质量，更注重对

致、天经地义的事情。

学生未来走向的引导。近年来，

学校的主要的产品是学生，
学生到了社会就成为校友。一
个学校的价值不在于它培养出

学生毕业后走向了社会，

清华有针对性地与各部委、各

多少硕士、博士，而是看它的

就如同太空中的繁星，漫无边

省市签订了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学生为祖国、为社会、为人类

际。学校需要一个渠道和这些

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建

作出多大的贡献。一百多年来，

校友保持着经常性地联系。而

设的发展，而且也将优秀的学

清华源源不断地培养和造就出

学生到了社会上，在世界各地、

生定向输送到边疆和祖国需要

兴业大师、一流的科学家和优

各行各业打拼，就像一滴滴水

的地方，“扶上马、送一程”，

秀的领导人，为祖国的建设和
改革事业发挥了很大作用，也
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人才和
知识。
校友在社会上奋斗的成就，
除了依赖于在校期间学到的知
识、能力、素质和个人的努力
之外，还需要学校长期的有意
识的引导、支持和帮助。因此，
对学校而言，学生毕业走向社
会，并不意味着学校教育的完
结，而是另一个开始；而对学
生而言，在学校除了学好专业
知识外，通过在学校学习、生
活的多年“浸润”，学校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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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一个

行业协会分部、老校友工作委

前提下，既支持了校友的发展，

有力举措。因此，从这个意义讲，

员会、美院分会、高端研究院

也促进了校友会的发展。

校友会是学校关爱校友、校友

分会等 １２ 个分支机构，通过这

服务母校是感恩母校、回

回馈母校的产物。它首先是学

种形式，紧紧地将校友凝聚起

馈母校的重要体现。几年来，

校的事，其次才是校友的事。

来。天津校友会还提前与即将

天津校友会把协助母校招生作

天津校友会在这几年的发

来津工作的毕业生联系，让他

为校友会的“规定动作”，组

展中，强调校友会要弘扬清华

们深切感受到，在他们即将工

织校友按照清华天津招生组的

精神，传承清华最宝贵的精神

作的地方，有学校的组织在等

要求参与招生宣传活动，为天

基因，时刻不忘校训，永远不

候着他们的到来。他们到岗后，

津招生组的报考咨询工作提供

忘清华情，并以此为基础，不

天津校友会每年都组织迎接新

后勤保障，与天津招生组共同

断打造校友会的文化体系，不

校友座谈会，并将其编入校友

组织新生征文，今年又尝试设

断引导校友做一名合格的“清

会的各个组织机构中，让他们

立新生校友导师和奖学金等，

华人”。这是校友会必须坚持

感受到校友会这个大家庭的温

各种措施不断改进完善，得到

的大政方针。

暖。同时，如果校友在工作、

学校的大力肯定。天津校友会

生活中遇到困难，校友会一定

还认真组织年度捐款；认真组

要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织校庆期间的京剧演出、羽毛

二、校友会是凝聚校友的
平台，是为校友提供增值服务
的载体。

为校友服务，这是校友会

球比赛等活动；支持母校企业

如果没有一个平台把校友

的基本责任和使命。近几年来，

在天津的发展……只有把服务

组织起来，即便是在一个城市

天津校友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

母校作为校友会的神圣职责，

工作甚至在一个单位工作，大

作，将对校友的服务真正落到

校友会才有存在的价值！

家有可能都不认识，更不用说

实处。比如，坚持每年举办青

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把校友凝聚起来，再为社会作

年校友联谊活动和座谈会，解

是校友会宗旨的落脚点。经济

一些贡献。因此，只有最大限

决青年校友生活和工作中可能

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中心工作，

度地将校友组织起来，才能谈

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在岗位

发展是主旋律。校友会必须紧

得上为校友服务，这是校友会

上成长。再如，为了解决组织

扣时代脉搏、融入时代大潮，

承担的第一个重要责任。

老校友活动难的问题，专门成

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

天津校友会从 １９８１ 年成立

立了“老校友工作委员会”，

只有这样，校友会才是有源之

时起，就把当时的 ３０００ 多位校

规定了活动的时间和形式，组

水、有本之木，才能立得住、

友逐个联络起来，编制了校友

织了符合老校友特点的活动。

站得牢。几年来，天津校友会

通讯录。３０ 余年来，校友会理

除了为校友做好服务之外，天

在支持母校企业、校友企业发

事会几经更替，校友通讯录也

津校友会还把这种服务延伸，

展的过程中，积极与地方政府、

几经更新，畅通了校友之间的

强调为校友的企业和单位服务

地方企业合作，在支持它们发

联系，方便了一系列校友活动

也是天津校友会的重要职责，

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校友会的

的开展。近年来，为了便于活动，

几年来，也为校友企业办了几

发展，提高了校友会的知名度。

校友会把数千名校友按属性分

件实实在在的事，得到校友的

这不是经验，而是一条促进校

别编入高新区分部、河北工大

大力肯定。这种增值服务得益

友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分部、青年分部、企业家分部、

于校友之间的信任成本低、办

三、校友会是校友的一个

天大南大分部、理化院海委分

事效率高，是一种独特的载体。

组织，是一个有规范的大家庭。

部、滨海新区分部、ＭＢＡ 分部、

这样在积极稳妥、规避风险的

校友会应有章程、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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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会有了根基，发展有了力量；
通 过“ 四 个 建 设”（组织、思
想与文化、制度与作风、平台
建设），壮大了校友会的队伍，
规范校友会的工作，使校友会
得到高质量发展；通过“三个
服 务 ”（服务校友、母校、天
津社会经济发展）， 使 校 友 会
各项工作不断迈上了新台阶；
从而，实现了“两个集聚”（即
集合了校友资助，凝聚了校友
的力量，集合了校友的智慧，
凝聚校友的爱心）
；通过强调“大
2014 年天津校友会年会

家都要为校友会办事”的这样
“一个原则”，校友自觉维护

校友加入校友会就要遵守校友

作为一个校友，除了工作、

校友会的权益，剔除了杂音，

会的规章制度，必须有“组织”

生活之外，的确需要一个不受

保持了校友会的纯洁；经过这

观念，按照规章要求，按时交

功利关系限制的公共空间来发

几年的发展，天津校友会也基

纳会费，自觉维护校友会的声

挥自己的“余热”。在这个空

本实现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誉，认真完成校友会交付的工

间里，校友的关系是自由和平

这样“一个目标”，经济实力

作任务。

等的，它没有职场的上下等级

不断增强；现在，校友会上下

当然，校友加入校友会，

意识，也没有家庭里各种角色

正在满怀信心，奔向“把校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看法，

的束缚，校友可以把真正的自

会建成校友快乐的校友之家”

校友会要以广大校友的利益为

己释放出来，这对社会、国家、

这样“一个愿景”。

基点，尽可能为校友多办事。

个人都是有益的。天津校友会

总之，校友会不是简单地

但是，作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

致力于将校友会打造成校友快

把校友聚在一起，搞一些毫无

就要有自身的规矩，正所谓“没

乐的“第三空间”，这个定位

目的、不着边际的各种活动，

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这样

符合校友会发展方向。为了这

也不是仅仅只照顾个别人的私

才能使校友会正常运转，才能

个目标，天津校友会制定明确

利 ， 而是把它作为校友教育的延

更好地为校友服务。

的发展思路，这就是“以弘扬

伸平台，继续用清华精神和符

清华精神和打造天津校友会优

合校友会特点的先进文化，引

校友会秩序的规范，制定了一

秀文化为引导，实施‘五、四、三、

导校友为社会作贡献，把它打

整套规章制度，也形成了一系

二、 一、 一、 一’ 工 程， 不 断

造成校友快乐的“第三空间”。

列“规定动作”，使校友会的

推动校友会工作迈上新台阶”。

这就如同盖一座高楼大厦一样，

工作不断步入管理规范化、活

弘扬清华精神和打造先进

要明确方向、做好设计、打好

动有序化的状态，使校友感到

的校友会文化是方向，是引领。

基础、不断建设，才能到达新

校友会这个“组织”是事事有

通 过“ 五 个 依 托”（依托一些

的高度。

准则、处处有章法的，是“靠

高层人物、精英人士、精干力量、

谱”的。

合作伙伴、强大基地）， 使 校

天津校友会这几年来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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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清华大学天津校
友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