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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烧，你的人生就有机会丰满起来。努
力让梦想照进现实，并不断地为之奋斗，
生活就会更快乐。
同时，做人要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乐观
的生活态度。人生中总有晴天，也有雨天。
要学会在晴天的时候保持平和、谦逊的心
态；在阴雨天要保持乐观、向上的正能量。
现在社会压力无处不在，一定要学会化解
压力。用宽容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别人、对
待自己，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更快乐。
最后，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对人要友
善，对社会要懂得回馈，这么做自己最幸
福。这些年在追求事业新目标的同时，我
越来越多地参与一些公益事业，力所能及
地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做一些工作。我

在清华设立了登峰基金，就是希望能够资
助有需要的同学，进一步提升清华学生的
领导力。做这些事情时，我感到收获最大，
最幸福的是我自己。
总的来说，我认为幸福的生活不是达
到什么物质上的目标，而是实现一种精神
境界的追求，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同学们，清华给了我们很高的起点，
但同时也带给我们责任。希望大家不负清
华这块牌子，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当 20
年后大家母校再聚时，都在不同的领域中
做出了贡献，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同
时拥有快乐、幸福的生活。

坚定、坚持、坚守你的理想
○雍瑞生（1981 级化工）
雍瑞生学长，1987 年清华大学化学
工程系毕业，主动申请回到宁夏回族自治
区，参与西部建设。1987 年进入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宁夏石化分公司以来，
历任生产调度、尿素车间主任、生产管理
处副处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副总经理
等职务，2005 年底至今，担任宁夏石化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多年来，雍瑞生学长以国际化视野，
创新思维引进国际一流管理模式，创新实
践了安全管理、5S 现场管理、平衡计分
卡绩效考核体系、合同能源管理、员工健
康管理体系等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管
理，使企业产值从 7 个亿发展到 300 亿元，
成为全国产能第一的百万吨尿素基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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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油安全管理的示范企业；中国石油第
一个采用工厂化 EPC 总承包模式实现大
炼油工程建设的企业，第一个采用自主创
新技术、自主开发国产大化肥装置的企
业，各项管理在中石油和同行业处于领先
水平。雍瑞生学长曾获“全国劳动模范”
光荣称号，2013 年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
本文是 7 月 17 日雍瑞生学长在清华
大学 2013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上的发言。
今天，在你们人生中难忘的时刻，我
非常荣幸站在这里，共同见证大家的喜悦
和荣耀。我要向各位圆满完成学业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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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我都守得住志向、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认准目标，坚
持理想。
同学们即将毕业，面对新的选择，可
能既踌躇满志又心怀忐忑，在此我想以校
友身份，与大家分享几点体会。

一、从适应到改变

们表示热烈祝贺！向养育你们的家长们表
示衷心祝贺！向培养我们的母校老师们表
示深深的感谢！
26 年前，我曾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
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此刻，再一次站在讲
台前，我思绪万千。我想今天我能荣幸地
站在这里，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用
26 年的时间，实现了毕业时的庄严承诺。
26 年前的 7 月，我响应号召，“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申请回到边
远的大西北，参加家乡建设。26 年来，
我一直坚守在宁夏，坚守在这个当时还非
常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晃 26 年，
我从一个普通员工成长为企业管理者，我
们企业也从一片戈壁荒漠，发展到现在拥
有 500 万吨炼油和三套大化肥装置的大型
石化企业。从年产值 7 个亿发展到 300 亿
元，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粗放型管理发展
到与世界一流接轨的现代化管理。企业这
26 年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
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成就。
企业在变强、城市在变美，但我对理
想的坚定、坚持和坚守从未改变！无论环

26 年来，我的眼前始终不能忘记一
个画面。1987 年，我用肩膀扛着一个沉
重的木箱到单位报到，那是父亲亲手为我
做的行李箱，没有把手，也没有轮子，只
能扛着。在离单位最近的汽车站下车后，
我被扑面而来的风沙吹得睁不开眼，迎着
漫天黄沙又步行了 15 里地，终于来到了
位于贺兰山下的宁夏第一套大化肥装置现
场。报到后，师傅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说：“你真是清华的？怎么到这儿来
了？”
那一刻，看着被风沙遮蔽的化肥装置
施工现场，我心中的理想被激发得更加坚
定。26 年前，我作为一个普通员工，参
与了第一套进口化肥装置的开车；14 年
前，我作为副厂长，带领大家建设投产了
第二套部分国产配套的化肥装置；今天，
我带领我的员工正在建设国内第一套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大化肥装置。从全
面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这个过
程带来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是人生价值的最
好体现。
同学们，当你们步入社会，理想和现
实也许会有很大落差，但我们必须先学会
适应环境，在日积月累的坚持中去实现人
生的目标。无论你们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必须树立从基层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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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凡做起的沉静心态，在理想和现实之
间找到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你们肯定会遇
到困难、困惑，但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坚持得越长久，越有可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当年，化工系 77 级学长曾提出了一个影
响了我们一代人的口号，“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同学们，“从我做起”吧，
做一个高尚思想的坚持者，做一个纯真美
好的传播者，做一个埋头耕耘的实干者。
用你们的理想和努力去实现中国梦！

二、从学习到超越
这些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从没
有停止学习的脚步。尤其是在美国斯坦福
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在硅谷参观了众多
国际大公司后，坚定了我学习国际一流科
学管理的决心。我结合宁夏石化实际，引
进并创新地推行了安全管理、5S 现场管
理、绩效考核体系、合同能源管理等国际
先进管理模式，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管理到
现代化管理的超越，连国外咨询专家都对
我们的管理赞不绝口。
一个负责任的国企，除了为国家创造
经济价值，还要承担起社会责任、环境责
任，更要担负起为企业员工创造更有尊严、
更幸福生活的责任。去年以来，我们推行
了健康管理体系建设，帮助员工养成良好
的体育锻炼习惯和阳光积极的生活态度。
在自主管理团队创建的氛围中，员工学会
了从工作中得到快乐，从奉献中找到幸福。
苏格拉底说过，如果你的心智清明而
敏捷，终究会掌握到真理。真理是存在的，
但你必须耕耘你的心智。只有当你的内心
高尚纯洁，思维才会豁然开阔，对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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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追求就会越来越清晰。
同学们，未来的事业中，立足于平凡
岗位的过程，就是大家修炼自身、超越自
我的过程。作为清华人，毕业后，一方面
要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强健体魄，实现
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的号召；另一方面，
要把“为社会进步、为人类发展做贡献”
作为最大的追求和担当，把个人理想和国
家需要紧密结合，时常耕耘心智，在持续
的学习和实践中修炼自己，在追求真理的
过程中不断超越，去勇敢实现你们今天的
梦想。

三、从感恩到奉献
今后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要常
怀感恩之心。当感恩成为一种习惯，我们
会更多地珍惜生活中的美好，而不会把它
们视为理所当然。学会感恩，我们就不会
把工作当成负担，就会在平凡中找到乐趣，
就会把利及他人、奉献社会当做最大的幸
福。
感恩同学情：在清华学习，同学们形
成了终生难忘的纯真友情，我们班就是一
个例子。20 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非
常密切的联系。若干年前，大家为一个心
脏需要做大手术的同学凑足了手术费，虽
然当时大家都不富裕；后来有个同学得了
白血病，大家想尽办法给他治病，一个在
美国加州的同学，硬是从美国请了最权威
的白血病专家，远程为他作了完善的骨髓
移植手术方案，并遥控指导手术。所以，
今后无论工作有多忙，常和同学联系，互
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在不同的
领域攀登高峰。请大家记住：牵了手的手，
今后还要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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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父母情：同学们很快就要经济上
独立了，将会有更好的条件报答父母的养
育之恩了，别忘了父母对你们的期望不只
是事业有成，更重要的是健康幸福。工作
后，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别忘了常回家看
看，和父母沟通思想，汇报工作，对他们
给予心灵上的慰藉。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今天我提议，典礼结束后，同学们给自己
的父母一个深深的、紧紧的拥抱，因为他
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感恩母校情：母校不仅培养了我扎实
的知识基础和卓越的学习能力，培养了我
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工作态度，更培养
了我重任在肩、胸怀天下的情怀。毕业后

母校也一直关注着我的发展，2010 年我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后，校友会的老师
第一时间就来采访我。2013 年我又光荣
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与会期间，学
校还专门邀请我回校看看。我非常感谢母
校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此时此刻，我发自
肺腑地想说一句：我读清华门下，清华助
我一生！
同学们，幸福不仅在于登顶后的“一
览众山小”，更在于攀登过程中的不断自
我超越。坚定、坚持、坚守你的理想吧，
若干年后，你们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为母校争光！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成功！

他们毕业于清华，志愿服务在雪域高原
○扎

西

史鹏飞

守望
对于准备赶赴边疆基层的学生们，清
华大学党委在培训中经常会泼“五瓢冷
水”：一是长期在基层工作失去关注，能
否撑得住？二是琐碎的工作往往使人缺少
成就感，能否经受得住？三是当理想在现
实中备受打击，能否扛得住？四是长期过
清苦的生活，能否熬得住？五是有了权力
后，面对诱惑能否守得住？谈起这些学生，
一位清华校友说，他们扎向基层，在物质
层面是“沉下去”，在精神层面却是“跳
起来”。这样的经历，会让他们了解基层，
了解中国，在 20 年、30 年后更有可能成
为所在工作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刘之爽

从 2008 年起，高云亮、石岩、阎伟
隆……18 名清华大学毕业生，陆续志愿
来到西藏，在村官的岗位上，开启他们的
职业生涯，探寻人生价值。
5 年过去了。从北京到边疆，从平原
到高原，当理想触碰现实，青春直面成长，

2012 年 5 月，返校参加活动的赴藏清华
大学村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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