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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白祖国
深圳大学 3万师生暴雨中升旗

升国旗、歌唱祖国、与国旗同框为
祖国祝福、 千人共绘百米长卷……开
学季，广东高校的学子，用形式多样向
祖国告白的方式，开启了大学之旅。

在暨南大学举行的新学期第一场
升旗仪式上， 近 2000 名师生参与其
中。 其中，有 20 多位国旗护卫队同学
手拉手组成“70”字样，为祖国 70 周年
送上祝福；也有同学聚在校门前，一起
唱响《我爱你中国》，并大声喊出“我爱
你中国”，向祖国表白；还有无数的师
生与国旗同框，送上深情祝福。

深圳大学举行的 “我为祖国升国
旗”主题教育活动中，2 个校区约三万
深大师生同时参与。在仪式过程中，天
空突然下起了暴雨， 但全体师生依旧
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在雨中齐唱国歌，

齐齐地喊出“我爱你中国”响彻校园，
令人动容（见右图）。

今年的广州大学，将“学年礼”与
“思政第一课”结合，别出心裁地用歌
声、 舞蹈和传统舞龙舞狮表演组成的
快闪方式，向祖国送上别样祝福。 2 万
多师生挥动手中的国旗，一齐唱响《我
和我的祖国》，表达对祖国最诚挚的祝
福，共同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据悉，该校今年还首设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奖，新学年由此出发。

南方科技大学的开学第一课上，
以 2019 级新生为主体的 70 名学子
倾情唱响了一首全新创作的校园歌
曲《一路向南》，歌中表现出的面对着
新时代新使命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
担当精神和创新勇气，博得全场热烈

掌声。 开学季，华南师范大学也用一
首费时 2 个多月， 经过 11 版修改的
歌曲《国家》献礼祖国，用青春唱响新
时代。 而在广州美术学院，新生们用
手中的画笔， 在烈日中耗时 2 个小
时，尽情描绘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以来在经济 、科技 、军事 、文化
等方面的建设发展情况，将自己对祖
国的深情与赞叹绘成了一幅大气磅
礴的百米画卷。

昨日下午，广州中医药大学里，来
自港澳台和内地的千余名学生也汇聚
在国旗广场，用青春告白祖国。学生们
身穿红色衣服， 齐聚国旗下， 围绕成
“心”形向祖国表白，港澳台学生排列
成“70”作为队形，致敬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

向祖国告白、学 CPR急救、致敬无语良师……

大学开学第一课，有没有击中你青春的心
向祖国母亲表白、对无语良师致敬、现学现考急救必修课程……随着广东各大高校纷纷开学，2019 级的

学子们也迎来了各自不一样的高校“开学第一课”，今年广东学子们非一般的开学礼上，内容十分丰富且意义
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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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 广州医科大学将心
肺复苏急救这个救命技能， 作为大学
新生的“开学第一课”和“必修课”，向
全校 2100 多名新生进行了普及和培
训。 来自广州医科大学三个附属医院
的 50 名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 ，为
2019 级新生展开“现场教学”，并进行
“即时考试”，考试合格，才能得到这门
必修分。

“心脏停搏是全球最致命的公共
卫生问题”，记者从这堂特殊的“新生
实践教学第一课”上了解到，根据《中
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7》显示，中国每
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 55 万,平均每天
1500 人以上。 心源性猝死（SCD）90%

发生在医院之外， 而发生在医院外心
脏骤停的生存率不到 1%。而医学上认
为，要抢救心脏猝死者，唯一的救治手
段是胸外按压+心脏除颤， 且必须在
最初 4 分钟进行，每延迟 1 分钟，生存
率就会降低 10%。但现实中，从发现心
源性猝死受害者到急救人员赶至现场
所需要的时间往往会超过 10 分钟。因
此， 第一目击者能够迅速实施高质量
的心肺复苏术 (Cardiopulmonary Re鄄
suscitation,CPR)是挽救心搏骤停患者
的关键。

在广东医科大学， 该校临床专业
新生也迎来他们专业的特殊第一
课———致敬无语良师。 在湛江校区解

剖楼里，百位新生身穿白大褂，神情庄
严， 向他们特殊的老师群体———遗体
捐献者（医学界被尊称为“大体老师”）
致以崇高的敬意。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
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
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师生代
表庄严地立在大体老师前宣读誓言，
悼念一位位大爱无言的医路良师。

现场，师生们手持白菊花，先是一
同默哀，而后以整齐庄严的步伐，一一
向无语良师走去，敬礼、献花，表达对
无语良师无言大爱的礼赞， 感谢逝者
和遗体捐献者为人类医学进步作出的
巨大贡献和无私的大爱。

与往年一样， 今年各大高校的开学典
礼， 依旧由校长和书记来为新生们开启大
学第一课。在开学典礼上，校长书记纷纷给
新生送上最实诚又实在的肺腑之言， 让新
生们的开学第一课，不失庄严，亦有收获满
满。

“学在中大，追求卓越”
中山大学今年的开学典礼暨 “大学第

一课”跨广州和珠海校区，首次全程实现异
地对传视频互动。当天，校长罗俊寄语新生
要有大情怀、新追求、真本领、高品位。党委
书记陈春声寄语新生 “学在中大， 追求卓
越”，在拼搏中前行，在砥砺中成长。 今年，
中大还首次增设视频播放和教师现场讲述
环节，多名院士、专家登台讲述自己的求学
故事， 为 8000 多名新生上了堂不一样的
“开学第一课”。

校长们通过讲述学校的历史或先贤，
为新生们指引了更好的方向。 华南农业大
学校长刘雅红表示， 希望学生能从高处着
眼，从低处着手，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志向， 并付出脚踏实
地的实践。能继承和发扬以丁颖院士、卢永
根院士为代表的华农先贤的精神，在“为中
华复兴而奋斗”中彰显人生的崇高价值。广
州医科大学校长王新华希望，同学们“练就
赢在终点的底气，大学是新的起跑点，同学
们一往无前并享受一路风景”。

“志存高远，做自愈能力强大的人”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王恩科期望同学们

“志存高远，在不懈追求和创造中展现出有
高度、有境界、有品位的青春风采。”他告诉
新生们，在迷茫的时候多去“网红”图书馆
看看书，多去音乐厅听听音乐，多去运动场
跑步锻炼，要做个自愈能力强大的人。

广州 大 学 校 长 魏 明 海 以 一 名 师 长
的身份和新生们交流大学生活 ，告诫同
学们要努力求知 、奋发向上 ，不要把大
学当做成长的温床 ，抛掷学业 、散漫玩
乐 。 希望同学们能始终追求笃信笃爱笃
行 、学养学问学术和创新创造创业 。 他
说 ：“大学是科学的殿堂 ， 是刻苦钻研 、
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场所 。 在广州大学没
有保险柜 ，没有人能担保你们每个人四
年后都能从这所大学获得毕业证书和
学位证书 。 ”

“一路向南，未来可期”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雨蓉为全体

新生上了题为“为祖国的强盛，创新奋斗”
的“开学第一课”，她鼓励同学们不要辜负
时代的嘱托，坚持奋斗，坚持前进，坚持创
新，成就自己的发展，成就祖国的强盛！ 致
仁书院新生程佳一说， 听完感觉自己很幸
运：“来到南科大的短短半个月里， 这里不
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 要是用一句话来概
括我的感想的话，那一定是‘一路向南，未
来可期’！ ”

致敬良师
医学新生特殊第一课很实用

校长寄语

■广州医科大学“开学第一课”，新生学的是急救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