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端同聚首，骊歌话惜别。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
高校纷纷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多
平台同步直播的形式开办“云毕
业礼”。如何弥补毕业生因疫情
无法到现场参与毕业典礼的遗
憾？今年有高校设置了“跨时空
返校”活动。例如，华南农业大
学将在以后每年学位授予仪式
场次中增加“归来专场”，供无法
返校的学子圆毕业典礼梦。

汕头大学特设“云返校”系
统，校友们不仅可以换上学校专
属的校庆头像，云参观校园各处
景点并同其合影，还能通过“憧
憬初识”“追梦奋斗”“圆梦暂
别”“扬帆归来”五大板块影像，
重温校园点滴。截至目前，已有
超过 2.2 万校友参与“云点亮”，
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汇聚成
专属于汕大的璀璨星河。

广州大学则给2021届不能
回校参加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写
了一封信进行深情表白：“因为
疫情，你们没能到现场亲历这一
时刻，使得今天这场以你们为主
角的盛典显得不够完美，甚至因
为你们的‘缺席’而显得不够完

整。但它所承载的意义与希望，
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凸显。”

除了线上线下联动打破空
间间隔外，部分高校还利用新科
技在举办时间、表演形式上“创
新”。时值建校40周年，汕大首
次在夜空下举行户外毕业典礼，
采用“线下+直播”的形式记录
美好时刻，学生们在星辰做伴下
共赴前程。全息投影技术“赋
能”，让观众仿佛身临金凤翱翔
的世界，金凤在茂密葱茏的凤凰
木下腾飞，12 位同学带来的威
风鼓表演与 3D凤凰完美配合，
寓意“凤凰腾飞，奋进汕大”。
300 架无人机编队亮相汕大夜
空，为观众带来一场科技视觉盛
宴。这场酷炫的毕业典礼一举
登上微博热搜。

广州软件学院25位学生耗
时一周，在游戏平台通过上亿块

“砖头”，“堆砌”（开发）了一款
虚拟校园的游戏版毕业典礼，真
实还原了校园十多个特色建筑
和毕业典礼现场。每位毕业生
可以按照指引进入游戏参加学
士学位授予仪式，还可以自由漫
步校园，与母校的特色建筑进行
虚拟合影留念。

1930 年，卢永根出生于香
港的一个中产家庭。他亲历了
国土的沦丧，目睹了国民党政府
的腐败，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并于1949年在香港入党。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王
斌伟告诉记者：“1953 年，卢永
根毕业后留在华南农学院任
教，自此把毕生精力都献给祖
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成
为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作
物遗传学家。”

王斌伟介绍，卢永根一生致
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他
曾作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华
南农学院首任院长丁颖院士的
学生和助手，在丁颖病逝后，勇
挑重担，传承学术。在水稻光温
生态试验数据基础上，他主持完
成《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
一书，该书成为我国水稻育种工
作者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他
保存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七
千多份稻种，后来逐渐扩充到一
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使华农成
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

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
一。卢永根在水稻遗传资源、水
稻半矮生性等诸多方面的遗传
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国
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担任华农校长12年间，正
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时期，卢永根大刀阔斧推动改
革，顶住压力破格提拔8名中青
年学术骨干，以破解人才断层困
局和论资排辈风气。”王斌伟表
示，“同时，他在努力巩固传统优
势学科的同时，积极发展工程、
理学、人文等学科，积极培育和
推动生物技术等新兴学科发展，
为学校后来实现多学科协调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7 年，卢永根和夫人徐
雪宾教授将一辈子省吃俭用攒
下的 880 余万元全部捐献给学
校，设立教育基金。“两人都签署
了遗体捐赠协议，将遗体无偿捐
献给医学科研事业，用模范行动
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和祖国’
的初心誓言，彰显了共产党人的
高尚情操。”王斌伟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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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卢永根红色血脉
增强华农育人实效

广东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先行地。近代以
来，无数仁人志士在广东率先实践着他们救国救民的理
想。1909年，学成回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唐有恒和利寅创
办了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其附设农业讲习所，由此点
燃了广东近代农业教育的星星之火。1952年，华南农学
院成立，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1984年华南农学院更名
为华南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农”）。在党的领导下，华
农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奋发有为的先进典型，炼就了许
多华农特色的“红色基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
模”“最美奋斗者”卢永根院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华农昭阳湖畔，坐落着卢
永根院士的雕像，他手执稻穗，
深情凝望着一方热土，好像陷入
了沉思。昭阳湖西侧农学院大
楼 816 室 是 他 生 前 的 办 公 场
所。2007 年，卢永根的办公室搬
迁至此，当时已经 77 岁高龄的
他仍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直
至 2016 年 10 月因病住院。

2019 年卢永根逝世后，学校
设立“卢永根办公旧址”，于 2020
年 6 月 9 日正式对外开放，作为
全校师生学习和缅怀卢永根的
重要场所。

卢永根办公旧址保持了卢永
根办公室的原貌与布局，以体现他
一贯勤俭节约的作风和精神追
求。办公室放得最多的是书籍，没
有豪华装修，陈设简单。家具已使
用超过 20 年，有的桌椅油漆已脱
落，但卢永根不舍得丢掉，请后勤
处安排师傅翻新后继续使用。

为更好地宣传卢永根先进事
迹，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华农还在校史馆一楼打造立

体化的卢永根先进事迹陈列展，
于2021年4月正式揭幕。陈列展
通过 28 个生动的故事、80 余张珍
贵的照片和近40多件实物展示了
卢永根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作
为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门

“打卡点”，卢永根先进事迹陈列
展揭幕以来，已接待 320 多批次、
4600 余人次参观学习。同时，学
校还上线了基于 AR、VR 技术的
卢永根先进事迹网上展厅，扫描
二维码，便可身临其境参观学习。

据王斌伟介绍，近年来，作
为广东省首批“党建工作示范高
校”创建单位，华农充分发挥高
质量党建对“争创一流”的引领
和保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王斌伟表示，学校建立健全
“学校党委-二级党组织-师生党
支部”三级贯通的党组织体系，
学校30个二级党组织、383个师
生党支部有效覆盖教学科研、管
理服务、学生社团等各领域，还
在学生公寓设立功能性党组织，
打造集党建思政、创新创业和管
理服务于一体的“一园四平台多
站点”思政社区；专任教师党支
部书记担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
等基层单位行政负责人的达
55.24%，培育创建了27个全国、
全省党建“双创”示范单位。

同时，学校还优化工作机
制，强化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
建成党员教育中心，设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体验区、党史学习体验区、

廉洁教育体验区和“三全育人”
成果展示区，结合 VR、AR 技
术，打造交互式、全景式、沉浸式
学习平台。自今年 6 月中旬正
式启用以来，党员教育中心成为
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阵地、党建融入师生学习生活的
重要载体、展示学校党建与思政
工作的重要窗口。

“接下来，学校党委将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
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王斌伟说，

“我们将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提
升，建强基层党组织；聚焦党建与
业务‘融合’发展，增强党建引领
力；聚焦基层党组织书记‘头雁’效
应，提升队伍战斗力。我们将持续
深入学习好、传承好卢永根先进事
迹，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
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
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推动华农
争创一流。”

卢永根院士系列展陈小链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华农着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
课堂、进教材，充分发挥课堂主
渠道作用，开设《中国共产党党
史专题》公选课。大力传承红
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用
好校史资源，把卢永根先进事
迹作为生动的教材。

王斌伟介绍，学校启动了
“用好红色校史资源·讲好党史
爱国故事”活动，遴选 240 名师
生组成党史、校史、卢永根先进
事迹宣讲团，深入校内外宣讲。

除了建好用好卢永根办公

旧址、卢永根先进事迹陈列展
等，学校还充分挖掘校本育人
资源，打造历史文化路线、党建
思政路线等校园文化站点，发
挥华南农业博物馆、校史展览
馆、档案馆、中国农业历史文献
特藏室“三馆一室”平台和“中
国地图”的校园布局的育人功
能 ，让 红 色 基 因 融 入 校 园 文
化。“此外，我们还创新宣传形
式，由我校艺术学院表演系学
生参演的时代报告剧《布衣院
士》反响热烈。”王斌伟说。

“通过对卢永根同志的学

习，进一步推动了学校基层党
组织建设质量提升，丰富了校
园文化建设内涵，增强了育人
实效。”王斌伟表示，2019 年学
校获批全国“三全育人”综合改
革试点高校，为全国农林类高
校、广东省高校唯一一所。目
前，学生提交入党申请的比例
达60%，较2018年提升10个百
分点。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到基层和部队建功立业，毕
业生参加三支一扶、西部计划
和参加征兵入伍的人数均实现
了翻番。

将卢永根先进事迹作为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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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助力、视频特制、礼物专享……

广东高校“云毕业礼”新意迭出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鲍颖婕 崔晓君

仲夏骊歌起，桃李又芬芳。打赢了
“新冠”的又一次“遭遇战”后，广东高校迎
来了2021年的毕业季。为了尽可能地为
毕业生们留下美好的青春记忆，各大高校
纷纷使出“十八般武艺”——“云毕业照”
“云毕业礼”“直播毕业”新意迭出，“定制
学士服”“专属MV”“专属套餐”等专属礼
物刷屏网络，定格学生的青春记忆。

“真的是钟南山院士！”最
令广州医科大学毕业生们激动
澎湃的，莫过于中国工程院院
士钟南山的出席。当日，钟南
山莅临毕业典礼现场，为学位
获得者代表、优秀毕业生代表、
校友联络员代表分别颁发证
书、聘书，并发表讲话。

“今天同学们为从广医毕业
而骄傲，明天广医将会为你们的
成就而骄傲。”钟南山勉励毕业
生不畏艰险、克服困难，不断迈
向新的高峰。同时，广医校长冉
丕鑫也勉励毕业生以敬爱的老
校长钟南山院士为榜样，让“南
山精神”伴随大家逐梦前行。

有院士“加持”的毕业典礼
还有广州大学等高校。中国工

程院院士周福霖在广州大学的
福霖班分会场参加典礼，为同
学们颁发证书，祝贺同学们完
成了大学本科的教育。他期待
同学们在新征程中树立和坚持
远大的人生理想，立志为国家、
社会、人类作贡献；遇到失败
时，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在名
和利面前，要有不怕吃亏的忘
我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爆红
网络的水下舞蹈《洛神水赋》表
演者、广大2013届新闻与传播
学院毕业生何灏浩以视频的方
式送上暖心寄语：“祝师弟师妹
们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如
果暂时没能实现的话，也能喜
欢你们活成的样子。”

校长致辞“情深款款”

“大咖”频频惊喜现身

“乘风破浪，更广阔的海洋，
我们要到达更远的地方。突破
想象，坚定不迷茫，向着那星光
闪耀的方向！”暨大2021年毕业
MV《暨南人 向远方》动人的旋
律在师生耳边回响不息。

在这个特殊的毕业季，许
多高校都为毕业生们“度身定
制”专属视频。华农毕业 MV
《我的梦》，以四名毕业生克服
困难、实现成功为故事主线，穿
插同学们在母校生活的点滴记
录，向毕业生送上“勇敢追梦、
前程似锦”的美好祝福；华师毕
业 MV《少年》，讲述华师青年
的使命担当，“我还是从前那个
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正逢其
时，重任在肩，复兴梦想我要奔
跑实现”；广工校园十大歌手杨
顺生倾情献唱广工毕业生的专
属 MV《起风了》，伴随着歌声
响起，毕业生们踏上人生新征

程；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在
毕业典礼后发布毕业 MV《不
说再见》，整首MV的时间恰好
控制在 5 分 20 秒，以此表白
2021届毕业生——“我相信，我
们还会再见”。

除此之外，各高校别出心
裁准备的毕业礼物更是令学生
大呼“暖心”。其中，汕大为每
位毕业生定制了印有专属名字
和学号的学位帽以及“个性化
账单”留作纪念；广大饭堂“甩”
出五种毕业祝福套餐——“胸
怀高远”“如鱼得水”“展翅高
飞”“飞龙乘云”“美满人生”，浓
缩着梅兰竹菊四间饭堂里“广
大”人难以忘怀的味道，同时为
全体毕业生送上专属校徽和可
终身使用的广大后缀电子邮
箱，并送出 100 个免费邮寄行
李名额，其中西部计划志愿者
毕业生全部免费邮寄。

同频直播聚首“云端”
巧用3D技术“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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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生拍摄毕业照 陈亮 摄

毕业之歌仲夏回响
专属礼物“独宠”学子

汕头大学 12 位同学带来的威风鼓
表演与3D凤凰完美配合（学校供图）

广州大学各学院为毕业生送上专属
礼物（学校供图）

广州软件学院学生开发的虚拟校园
的游戏版毕业典礼（学校供图）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毕业MV
《不说再见》（学校供图）

C

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永根
华南农业大学

党委书记王斌伟

党史学习教育期间，华农学生在卢永根先进事迹陈列展参观学习

A

B

D
除了大咖们的现身“ 打

call”，校长们的寄语也富含哲
理、充满激情、催人奋进。

“同学们要记得从哪里来，
还要想想到哪里去。到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
业，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
前沿去拼搏奋斗！”中大校长罗
俊寄语毕业生要“不忘初心”，
涵养高尚品德、练就过硬本领，
积极投身祖国建设。

“不要忘记华工人的家国
情怀和攀登精神，”华工校长高
松表示，“母校将永远站在你们
身后，最真挚地期待你们，最无
私地支持你们，也最深切地祝
福你们！”

“希望你们开拓暨南爱国
史，坚守初心弘扬家国情；希
望你们延展暨南自强史，百折
不挠砥砺坚强志；希望你们赓
续暨南创新史，开扬新道实践
革新行。昨日暨南园有你们
来过留痕，明日暨南史仍待你
们书写创造！”暨大校长宋献
中说道。

华师校长王恩科勉励毕业
生们，要有“心有大我，至诚报
国”的志气，要有“勇毅笃行，铁
肩担当”的骨气，要有“勇立潮
头，建功立业”的底气。“在未

来，倾你们所学，用你们所长，
尽你们所能，去报效国家，服务
社会，贡献人类！母校将永远
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南方医科大学校长黎孟枫
为毕业生送上“博、大、精、深”
四句嘱托，希望学子们“崇尚博
学、心怀大爱、精雕技艺、追求
专深”，终生践行南医校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石
佑启勉励毕业生要从党的光辉
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准前
进航向，不惧风浪险阻，不负伟
大时代。

“一个人或一代人只有把
握时代脉搏，与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才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
业绩，实现人生之理想。”广工
邱学青校长深情寄语毕业生。

广大校长魏明海送上富有
新时代涵义的“真善美”三字，
勉励学生涵养以人为本、生命
至上的家国情怀和上下齐
心、和衷共济的精神价
值，面对未来，少一
些彷徨、多一
份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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