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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又一批萌新步入燕园，又
一批学子走出北大，光阴似水，日月如
梭，北大永远是新的。

这一年，我们同庆建党百年荣光，
见证时代辉煌，聆听总书记殷殷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留学生回
信，鼓励他们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
通发挥积极作用，又向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 5周
年致贺信，希望南南合作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总书
记的关怀，成为推动学校改革发展和
进一步凝聚广大师生精气神的强大动
力。党的百年华诞，600余名北大师生
参加庆祝盛会，北大全校上下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重要精神，昂首迈向新时代。《觉醒年
代》，让我们重返那个风云激荡的北大

岁月，不忘初心，坚定地赓续红色血
脉。北京大学塞罕坝生态站的北大学
人将论文写在祖国广袤大地，让绿水
青山永驻。新冠疫情在全球反复，北大
医学人为守卫人民健康家园而不辞劳
苦，为华夏大地保持动态清零贡献力
量。北大人始终是祖国繁荣发展的见
证者、亲历者、践行者。

这一年，北大教学科研再谱新篇。
北大面向立德树人总目标，面向科技
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教学
科研工作，育人成绩斐然，营造了人才
辈出的新局面。新工科建设取得新成
就、迎接新挑战、踏上新征程，北大举
办了新工科国际论坛，成立未来技术
学院、集成电路学院、计算机学院、智
能学院、电子学院等教学科研机构，昌
平新校区投入使用，为服务国家战略
构建了新平台。北大将这一年定为人

才战略年，引进人才再创新高，共 170
位学术带头人和优秀青年人才加入北
大。陈松蹊、朴世龙、朱彤、姜保国，四
位北大教授当选为“两院”院士，8项成
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北大持续强
化基础学科的基础性地位：语音学实
验室入选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
验室；启动“全球课堂”在线教育项目；
中俄数学中心成为中国科技创新年最
主要的合作成果之一，两国元首都给
予高度评价；深圳研究生院庆祝建院
20周年。北大始终是教育战线的排头
兵、开拓者。

这一年，还有很多难忘的北大声
音、北大瞬间、北大故事。北大马克思
主义学院首次通过高考录取的本科
生。逐梦奥运，北大学子创造历史……
北大人始终是时代的先行者、逐梦人。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2022年，未来已来，我们已经追随
伟大的党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征程，将迎来党的二十大，北大第十四
次党代会。北大“十四五”规划蓝图绘
就，正待启航。

2022 年，北大将加强以问题为导
向组织科研，增强研究中国、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的能力。北大新一轮“双
一流”建设方案完成，将进行“一流学
科”放权改革，迈出走向世界一流大学
前列的坚实一步。

2022 年，在即将举行的冬奥和冬
残奥会上，北大将有 630 名志愿者和
九家医院全程参与赛事服务，助力祖
国首都北京作为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
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创造新
的历史。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新的一年北
京大学定不负重托。

继往开继往开来再出发来再出发
——写在2022年新年之际

·本报编辑部

本版责编 乃勇

BEIJINGDAXUE XIAOBAO

校
报2022 年 1 月 5 日

第 1598 期 共 4 版

主办：北京大学党委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801 / (G) 投稿信箱：bdxk@pku.edu.cn 网址：http://xiaobao.pku.edu.cn

校
报

新年将至，又届花甲之年，平添诸多感慨。1993年回国至
今，执教北大近 30年，一路走来，感悟良多。概括成一句话便
是：做好一件事，不负北大人。权作我的新年寄语，送给青年
学子，送给北大同道，也送给新一年的自己。

“矢志不渝家国梦，敢凭烯碳赌人生”，道出了我的心声。
石墨烯是我的中国梦，也是BGI人的强国梦。进入石墨烯领域
已经14个年头，从其姊妹篇碳纳米管算起的话，更有24年之
久了。被其魅力所征服，被其未来所吸引，义无反顾地走到今
天，亦将为之奋斗余生。

过程充满挑战，回报可谓丰厚。十年磨一剑，我们实现了
从实验室样品到规模化产品的跨越，更进一步实现了从产品
到实用商品的飞跃。四英寸石墨烯单晶晶圆、六英寸石墨烯
单晶晶圆、A3尺寸石墨烯薄膜、超洁净石墨烯薄膜、石墨烯玻
璃纤维，一个个明星产品走出实验室，走进市场，走向世界。
我们的特种石墨烯材料，已经成为大国国防的助力器，更成
为我们奋勇前行的助推器。我们团队从不足 20人的课题组，
成长为拥有240人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BGI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石墨烯新材料研发机构，更是引领世界的石墨烯研
发高地。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北大人对石墨烯产业的担当！

应提升研究的品味，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要专注于
一件事儿，做点真正有成就感的东西。这是我的人生体会，也
是我和我的团队走向未来的指南针，愿与大家共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北大
化学学院教授）

刘忠范：做好一件事，不负北大人

辞旧迎新是精神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经验：用断裂日
常的方式延续生活。我们要用节日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
投入未来。丑末寅初，这个园子里的我们将以何种方式回望
过去，以何种态度投入未来？北大从来都以与时代同行，同行
者，并不是跟随，也不是平行，而是以投入的方式推动时代，
启迪精神。前贤们以此种方式造就丰富的精神世界，完成了
热情的思想创造。他们秉持的就是日新精进的自我期许，这
种自我期许中既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更有不惮独行的勇气。

不从众、不流俗、不慢世、不固我，这不是一种修辞，而是
一种精神意义上的修行。二十六年前，这个园子以典型的方
式接纳了我，她持续地塑造着我朝向这种日新精进的精神，
这种不惮独行的勇气。傲骨而非傲气，卓然自立而非孑然独
处，这是北大教会我的。我也愿意分享给所有的同学，我们直
面未来的勇气就来自这种精神的赓续。

每一年都是新的，然而，每一年又都是旧的。所不同者，

程乐松：日新精进，不惮独行

刚刚走过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以宏阔的历史视角和深厚的历史智慧，全面总
结了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为全党和全
国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注入了强大思想动力。不忘来时
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2022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希望，每一位北大学子都要思考所
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如何秉承北大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
代和社会同前进的光荣传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谱写时代篇章。我们期待，每一位北
大学子都能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求真
学问、练真本领，知行合一、做实干家。我们相信，每一位北大
学子都是这个伟大时代不可或缺的主角，以奋进之笔书写浓
墨重彩，以青春之歌传承百年薪火。百年潮已起，我辈起而行！

（作者为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樊志：唱青春之歌，传百年薪火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在北大理发
店工作了32年。理发店从当初的“三角地”搬到了如今的31
楼地下，从当初的几家理发室之一变成了“校内唯一”，我
本人也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燕园社区服务中心
的一名经理。

30多年来，我和理发店同事们始终秉持热情、周到的
服务态度，用微笑作为与师生沟通的第一语言、以美发技
艺作为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注重细节、注重沟通、注重自
我提升，从每一剪、每一推开始，为大家的“容光焕发”而努
力。

过去这一年是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一年，平常的是我们
一如既往地服务了广大师生的理发需求，不平凡的是我们
屡次经历疫情散发的袭扰。感谢大家对理发店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的支持和对我们工作中不足之处的包容。作为北大
燕园社区服务中心的一部分，“用心服务每一位”是我们的

陈德军：用心服务，再展新颜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我们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见证百年

华诞、喊响“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一年，是与祖国共同经历
新磨砺新成长、于“十四五”规划开局之时迎来新挑战新辉煌
的一年，也是与北京大学齐心耕耘、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满结
硕果的一年。

2021年，二十岁的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整装待发，以
“国际化、复合型、创新型引领人才的培养高地，双区战略下
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创新平台，扎根湾区、面向世界的新工
科建设试验田，前沿领域、交叉学科联动发展的全新范式”为
建设目标，书写北京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砥砺前
行的新篇章。

2021年，新成立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应国家“四个
面向”科技发展战略，下承北京大学雄厚学科基础和交叉融
合优势，以建立北大特色、世界一流材料学科体系为目标，快
速推进各项创建工作，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发展的活力。

“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和北大人都面临着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新变化、新挑战、新机遇接踵而至，北大青年生
逢其时，使命在肩，天地广阔。希望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胸怀
祖国和人民，坚定青春理想，展现青春活力，接续青春奋斗，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成为新时代开拓创新、乘风
破浪的弄潮儿。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张锦：使命在肩，天地广阔

2021年悄然离去。我作为房地产管理部的一名工作人
员，过去的一年是充实的一年也是奋进的一年。这一年，参与
了新校区的拓展建设、“十四五”专项规划的研究编制、校园
多个重点区域的环境改造等很多的校园规划建设项目，既有
立足当下的改进提升，也有谋划未来的思考展望；这一年，走
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不断感受到学校蓬勃发展的朝气与力
量；这一年，我们也面对过压力与挑战，在学校党委行政带领
下，与各部门一起，大家团结一心，凝聚奋进力量，不断前行。

2022年正向我们走来。我们也将面对新的目标，将以更
坚定的信心和更饱满的精神，继续全身心投入到本职工作
中，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融入学校
发展建设中，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空间条件，
不断增强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学校教学科研发
展提供更好的保障支撑，营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美丽校园。

（作者为房地产管理部副部长）

唐伽拉：凝聚奋进力量，营造美丽校园

时光匆匆走过，回首 2021年，是北大师资人才工作
丰收的一年。9月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中央人才工作
会议，随后北大也率先召开了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了新时
代人才强校战略的若干措施，面向全球延揽了一批优秀人
才。

人事工作有些忙碌，忙着为教师办理入职手续，忙着
为教师解决问题，但看到教师们取得的骄人成绩，心底也
感到一份充实与满足，与有荣焉。教师是学校最宝贵的资
源，也是这个园子里最可爱的人。

迎来 2022年，希望能够在新的起点上，用汗水浇灌
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点，与老师
和同学们一起把这个园子建设得更美好一点。北大从创办
之日起，就肩负着为国育才、兴学图强的使命，希望未来
一年学校的师资人才工作能够更上一个台阶，为国家建设
人才高地提供有力支撑。新的一年里，继续为学校战斗在
一线的教师们做好服务工作！

恭祝全校师生新年新气象，健康平安每一天。
（作者为人事部师资管理办公室主任）

余跃：时光荏苒，北大常新

回首2021年，我们共同见证了建党百年的光荣时刻。
2021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我和同学们先后走

进四川三星堆、福建泉州等地考古发掘现场，穿越历史长
河，探寻文明真相。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历史的交汇点上迎来新的出
发，奋斗是永恒的旋律。作为博士研究生，我们要把理想抱
负熔铸在脚踏实地的学术研究中，结合国家需求努力探索
新的突破性成果，攻坚克难、笃行不怠，忠实践行“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在与新时代同向同行的道路上
交出北大青年的崭新答卷。

展望2022，我们不仅要继承好“扬阐吾国文化，兼改定
往史之计”的历史使命，更要深入理解考古学在民族复兴
新征程上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用考古材料凝炼中华文化
的深刻内涵，以历史眼光阐释中国道路的文明基础，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智慧和学科力量。

（作者为考古文博学院2019级博士生）

吴琪瑶：以青春力量，探文明之光

时光荏苒，我们又与北大共度一整个春夏秋冬的轮
回，见她添华衣，又同她共白头。

过去的 2021，后疫情时代的挑战升级，建党百年大业
传承。作为北京大学的学子，我们在初心和使命的指引下
拼搏奋进，砥砺前行。

严冬又至，踩过校园里秋天时就堆积的落叶，伸出手
任北方如沙的雪融化在手心，仿佛触碰到岁月的时钟，它
转过2021，已然转向2022的起点。那指针转动的滴滴答答，
是新年除旧迎新的声音，是青年将更奋起的声音！

“青年所多的是生力，是遇见沙漠，可以开掘挖井的。”
2022年新局将起，北京冬奥传递友谊圣火，国内疫情或将
进入新的阶段，时代篇章又将翻开新的一页。身处伟大的
时代，作为北大青年，我们理应肩负重任，在青春的画卷上
挥洒笔墨，书写新的华章。

在新年到来之际，让我们带着向未来的勇气，面朝最
阳光灿烂的方向微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皆能肆意
青春，为担起使命书写青年意气，为建设祖国奉献出自己
的力量。 （作者为基础医学院2020级本科生）

李萌春：青年意气，共此韶华

唱着胜利的凯歌，迈着坚定的步伐，悄然间，我们迎来
崭新的2022年。

回顾过往的一年，我们工作最大的变化就是疫情防控
的常态化。伴随着北大校园疫情防控政策的落实，我们的
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从之前的“你是谁？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的灵魂三问，到现在“请佩戴好口罩！请主
动测量体温！请扫码登记！”的防疫三提醒，我们更多地关
注健康码的颜色，而非出入人员的身份，因为在校门口严
密的筛查机制下，能进入校园的都是“自己人”。

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将饱含满腔的热情，昂扬的斗志，
投入到工作中，为平安校园的构建，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幸
福正在驶来，期待与我们撞个满怀，熬过最后一个寒冬，让
我们静待春暖花开，终会看到胜利的曙光。未来可期！

（作者为北大法学院物业工作人员）

刘政：平安校园，抗疫有我

我们是否能够用赓续的方式让北大精神日新。
（作者为哲学系副主任、教授）

服务宗旨，“使每一位顾客满意”是我们的最终追求。“道虽
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提供与北大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相匹配的美发服务是我们每位理发师共同的追求。
从我做起、请您参与。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祝福我们的燕
园师生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
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新的一
年，我们将继续从“头”开始，为您“剪去愁丝，留下靓丽”，
愿老师们工作顺心、同学们学业精进，日日新颜。

（作者为北大燕园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