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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您作为大学教授，长期和
年轻人打交道，您认为当代年轻人和你们
那一代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程民生：除了使命感以外，最大的不
同就是学习的动力。我是77级的，我们当
年是主动、迫切希望学习，不需要老师家
长去督促。我们也没有就业的压力，没有
各种考核的压力，就是纯学习。我记得很
清楚，那个时候听说哪个杂志发表了一篇
小说，大家就复印出来贴到墙上看。那时
的一些畅销书，大家都是轮流连夜看，你

看上半夜，我看下半夜……那个时候对学
习真是如饥似渴啊。

现在的年轻人对学习好像不是自己
的动力在起作用，更大程度上是家庭是
社会在起作用，动力不足啊。还有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上的诱惑太多。当
然，现在学生的就业压力也很大，很焦
虑。我的研究生们到最后一个学期做论
文，没有论文就毕不了业，而这个时候又
是去面试的关键时期，往往是冲突的，我
很理解。

成都商报：明年毕业典礼，您还会继
续和学生们分享吗？

程民生：我想学校恐怕不会再那样做
了，我也不会再那样做了。为什么呢，好像
显得我们学校没人了一样，哈哈。就我个
人来讲，我不能专职干这个事吧。还有，我
还能超过今年吗？超不过，那就是狗尾续
貂了，那就是给自己找没趣了。学者的工
作岗位是书斋，教师的工作岗位是在教室
里，不是在网络热搜上，太喧闹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各位毕业的青年才俊，各位辛勤的
老师：

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阳光灿烂，
天人感应。现在，我要送君送到南大门
外，有句话儿要交代。

我在开学典礼上讲过话，那场合的
心情是收获的兴高采烈。毕业送行是什
么心情呢？十分复杂，百感交集。如同送
女儿出嫁，有各得其所的欣慰，依依不
舍的亲情；还有学生出师的如释重负，
有儿行千里的母担忧，还有开闸放水的
畅快、送部队出征的激昂。总之，悲悲喜
喜那都是老师们的事，诸君只管满怀豪
情地出发吧！

走出校门，海阔天空，有千千万万
的门等你。有写字楼门，工厂门，机关
门，军营门，国门都是敞开的。一切刚刚
开始，一切都有可能。

社会是比较复杂的，必须勇敢面
对。如同从温室里移到大田，风吹雨打
日晒，躲不过去，谁也替不了你。就业、
创业是一个新世界，很有挑战性。当然
也很累，累了可以躺平歇会，可不敢一
直躺平啊！躺得了初一，躺不到十五！我
相信各位同学是不会躺平的，刚刚开闸
放出的水，正是新一波的后浪。

社会是比较复杂的，建议简单应
对。简单不是单纯，“以不变应万变”就
是简单，“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简单，

“不忘初心”就是简单，“一根筋”就是简
单。“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当
然不是庸人。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
化，结果，许多复杂的事情真的就简单
了。长期以来我业余自费琢磨两个问
题，一是长寿的秘诀，二是成功的秘诀。
我破解了。破解以后，其实很简单。长寿
秘诀就是生活规律；成功秘诀就是坚持
不懈。成功有时不需要精明，更依赖坚
持，稳重坚守就是成功。

……戴上学位帽，您就是士人了，就
是知识分子了；因为，在八朝古都、百年
老校受过高等教育，您有了人文情怀，或
者说应当有人文情怀。什么叫人文情怀？
有畏惧心，有羞耻感，有良知，有天下情
怀，能够承担社会的责任和痛苦，有独立
思考能力。无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老板，
千万不要泯灭与生俱来的善良，不要丢
掉藏在心底的纯真，因为，那是作为人的
基因和理由。纯真辟油腻，善良辟什么
呢？善良辟邪！

我小的时候喜欢上房，年轻时常常
登山，现在能上树。忘不了在泰山顶上俯
瞰泰安城，感到那些高楼大厦很渺小，感
到那些滚滚红尘很无聊——我超脱了。
换个角度看人生，能够得到更新，加油。
我的意思是，各位前程远大，见识不凡，
玉树临风，理应高瞻远瞩，不会汲汲于眼
前的蝇头小利，追求的是大目标。河大铁
塔牌的学生有个特点，那就是慢热型，有
后劲！让我们微笑着仰望近几年的暴发
户，不急不燥不泄气，积蓄力量，伺机发
力。我们总是笑到最后的人。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祖籍开封、在开
封讲学，收了程颢程颐为学生的张载，委
托我给大家赠送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的宋代口音是不是很难听懂？好吧，我
用当代话重复一遍，那就是：探讨自然与
社会的基本规律，为民众摸索出一条共同
遵行的大道，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为后
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概括而言，就是
探索精神，担当精神，奉献精神，使命精神。
很高大上吗？不，这只是读书人本份而已。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今
天我要加上一句：师傅送出门，母校伴终
身！人生路上，母校已经给各位交纳了首
付，以后房贷的月供就靠自己了，努力工
作，多多挣钱是必须的，实在不行了，回来
充充电（值）。我当然希望看到你们成功、发
财，更希望看到你们高兴，哪怕是傻高兴。

同学们，有一种人生叫毕业，有一
种情感叫再见，激情的告别，或许就是
为了辉煌的再见。同学们，再见！

（据河南大学官方账号）

河南大学官网显
示，程民生，1956 年出
生，1977 年考入大学，
1981 年本科毕业于河
南大学历史系，1985 年
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暨南
大学历史系，1990 年博
士研究生毕业于河北大
学宋史研究室。现为河
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
士生导师。

事实上，在学校里，
程民生早已是学生和老
师 们 心 中 的“ 宝 藏 学
者”，大家眼里的他上课
幽默风趣，为人谦和，学
识渊博。程民生的学生
们在网络发文称，程教
授是一位尊重学生的老
师，和同学们交流时始
终都称“您”，甚至从来
不自称“老师”。

从毕业致辞走红至
今已经一个月了，程民
生教授的工作和生活有
哪些变化？他怎么看自
己的突然走红？那篇毕
业典礼上的演讲稿存着
怎样的初心？

7月7日，在接受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独家专访时，电话刚一
接通，程教授第一句话
就是：“我是程民生。”在
和记者聊天时，他语调
高亢，情绪饱满，和在毕
业典礼上状态无二。

不过，这次走红，
却让这位喜欢在书斋
做学问的学者有些苦
恼。“我不想出名。作为
一名学者一名老师，要
甘于寂寞，寂寞才能出
学问。”程民生无奈地
表示，学者的工作岗位
是书斋，教师的工作岗
位是教室，不是网络热
搜。虽然置身于喧嚣中
让他有些苦恼，但程民
生也很欣喜于广大网
友受他讲话所提振，不
少人希望报考河南大
学，“这也是额外的收
获吧”。

成都商报：您在河南大学毕业典礼上
的讲话火了，是否出乎您的意料？

程民生：我知道毕业典礼的讲话会
火，但我没有想到会“出圈”，其实这不是
我愿意看到的，我不想出名。作为一名学
者一名老师，肯定要耐得住寂寞，要甘于
寂寞。换句话说，寂寞才能出学问。

成都商报：很多网友评论您的讲话让
人感动，您觉得打动人的原因是什么？

程民生：其实我的演讲就是大白话，
讲真话，有真情，我是带着感情来写来读

这个稿子的。我准备的时间也不长，有灵
感就写下来，最后归整花了半个小时，时
间跨度大概 4 天。学生们以及广大网友
喜欢听真话听真情，这是人之常情。有一
次一个画家私下说，你讲话很接地气。当
时我吃了一惊，怎么讲话还有接地气不
接地气的说法？后来我明白了，什么叫接
地气？就是好好说话嘛，说大家都听得懂
的话，说白话说实话就行了。

成都商报：讲话走红后，对您的工作
和生活有哪些影响？

程民生：有很多采访，耽误了我大量
的时间……我不能用于做学问不能用于
正常教学生，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不
喜欢这么喧哗。

一开始我确实不愿意接受采访，但为
什么又接受了采访呢？因为我觉得这是对
人文精神的提振，对学问和情操的追求，
也是对我们河南大学的宣传。我看到很多
评论，许多网友、学生明确表达想报考河
南大学，愿意跟我学，这其实是一个额外
的收获。

成都商报：您这篇文章中，一直强调
纯真和善良，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程民生：善良和纯真，其实就是真善
美。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善良”，不是学来
的，人之初性本善嘛，先天就有基因。纯
真，则是藏在心底的。社会上的说法是一
个人成熟了，就是把纯真去掉了。这是社
会的标准，但我还是希望纯真这个东西不
要泯灭了，要藏在心底，那是一片绿洲。

社会上确实有很多虚的假的骗你的，
十分复杂，但真善美就不起作用了吗？我
把这个问题挑出来，让大家去向往，坚定

“善良能辟邪”这样的观点，我想，对社会
是有意义和帮助的。

成都商报：您的讲话稿中有很多热
词，比如“躺平”“油腻”，为什么想到在讲
话稿中用这些网络词汇？

程民生：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正式了，
太说教了，那样年轻人会反感，简单的几
句大白话让大家接受了，这个确确实实
是出乎我意料了。网络词汇我无心专门
去收集，对历史学者来说毫无用处。但因
为我经常刷手机看微信，这些常用的网
络语言我也躲不掉，了解之后觉得挺好

的，就用了。
成都商报：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您如

何看待现在年轻人喊出“躺平”这个词？
程明生：“躺平”这个词，是历史上从

来没有过的。年轻人是不是有他们不得已
的地方？就业、房贷等各种各样的压力，再
努力也不行，干脆不干了？他们有“躺平”
的权利，但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永远“躺
平”，这是我乐观的地方。

另外，国家有责任有义务来调节，给
年轻人的上升、奋斗打开一个通道。这种

“躺平”不能越来越多，只应该越来越少。

河南大学“网红教授”
程民生的苦恼与收获

“纯真辟油腻，
善良辟邪”……不久

前，河南大学2021年毕
业典礼上，河南大学博士
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
程民生的毕业致辞金句
连连、慷慨激昂，迅
速火出了圈。

成都商报：您的讲话稿中最重要的核
心是什么？

程民生：提振学生们的信心。毕业典
礼就意味着学生们即将踏入社会了，作为
老师，要给他们做一个走向社会的心理准
备，让他们有勇气有信心走向社会。

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很迷茫，有点
“丧”。好多高中生高考后报专业，自己

没有任何想法，不知道喜欢什么，都是
老师、家长说了算。我最初很奇怪，以
为是个别现象，后来发现不是，是这一
代人好多都是这种情况，这就让我很
担忧。

我看到一些应该是毕业很多年的网
友留言，说其实在场的学生们恐怕还体会
不到这些话的重要性，但他们体会到了，

他们毕业多年后，感受到了这些话里的重
要性和激励性。

成都商报：您这次讲话，是不是也希
望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

程民生：这种人生感悟是不由自主流
露出来的，这就涉及到我的人生理念以及
讲话稿中的主题思想和观点选择，肯定有
我个人的经历在里面。

自认走红秘诀是自认走红秘诀是““说白话说白话、、说实话说实话””但学者但学者““出圈出圈””后烦恼也随之而来后烦恼也随之而来

““躺平躺平”“”“油腻油腻””不可取不可取““真善美真善美””永远值得向往永远值得向往

毕业讲话只为提振学生信心毕业讲话只为提振学生信心 让他们做好踏入社会的准备让他们做好踏入社会的准备

当代年轻人学习动力不足当代年轻人学习动力不足 学者应该远离网络的喧嚣学者应该远离网络的喧嚣

毕业致辞“出圈”

程民生教授毕业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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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张玉红 (身份证号：5130229
19608152443) 遗失佳年华广场
东城壹品4-3030号房款收据 (
收据号0022990, 金额305000
元,收款日期2019.11.17)声明作废
●青羊区蚝吃小吃店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10105MA681H
N039）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共利恒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
0553586208E 营业执照正副
本，公章编号5101008281073均
遗失作废。
●四川万马国纪广告有限公司
财务章编码：5101075179691刘
伟法人章编码：5101075179692
均遗失作废。

公 告
“双景秀庭”项目业主：

我辖区在武侯区晋平街37
号申请的 “双景秀庭” 住宅楼
项目已纳入历史遗留办理，现
就建设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内
容张贴于小区大门处； 公示时
间为：2021年7月13日至7月20
日。特此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
晋阳街道办事处

2021年7月9日
●成都宏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 账号:44020542
09000023449开户行: 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珠江
路支行，核准号：J65100232108
03，遗失作废。

●户主： 付华丽持有的位于成
都市成华区仙韵一路66号7栋2
单元34楼4号的户口簿于2021
年7月5日遗失作废。
●成都浩然家居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25000107586，公章编号：
5101060010827遗失作废。
●四川锐武阁体育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李晓灵法人章编号：
5101065110525，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065110524，公章编号：
5101065110523均遗失作废。
●成都非凡美学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1010952
21595）、 财务章 （编号 5101
095221596）、法人章 （法人姓
名：张英）,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鼎鑫顺家用电器安装服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CXFJ274）经股东
会诀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成都柒便利商贸有限公司李
鹏飞法人章编号：5101079968
922，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
79968921均遗失作废。
●成都泰旭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在正副本注册号51010700
0427176，公章编号510100862
7267均遗失作废。
●武侯区木歌家私经营部，公章
编码：5101008355845遗失作废

●郫县幸福房产信息咨询服务
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社
会信用代码：510124199006014
31301，声明作废。
●成都普天实业有限公司 （统
一信用代码9151010073237381
4Y） 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
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天
内到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22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事宜，特此公告。
●四川同发祥药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3457
4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卓尔时代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 码 ：9151010034311512
51，公章编号5101095370548均
遗失作废。

●双流县创意办公用
品经营部周桂华原法
人章（编号：510100892
8474）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逐源堂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公章 （编
号：5101049901962）遗
失作废。
●成都高新区红旗连锁有限公
司南三环五段便利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JY15101000005625
遗失作废。
●四川中邦腾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4
0163418）、 刘小勇法人章 （编
号：5101040163420）遗失作废
●西南交通大学教职工于北溟
因个人原因遗失集体户口页

●四川盛禾嘉沃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6997015
4）遗失作废。
●青羊区刘二孃面馆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55310698）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丰德投资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92808
51）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蓝狮子酒业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许可证 （编号JY151010
90125370）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护起点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
40166980）遗失作废。

程民生教授“出圈”金句：
““可不能一直躺平啊可不能一直躺平啊！！躺得过初一躺得过初一，，躺不到十五躺不到十五！”！”

““纯真辟油腻纯真辟油腻，，善良辟什么呢善良辟什么呢？？善良辟邪善良辟邪！”！”

““希望看到你们成功希望看到你们成功、、发财发财，，更希望看到你们快乐更希望看到你们快乐，，哪怕是傻高兴哪怕是傻高兴！”！”…………

红星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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