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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防控需要，部分
新生仍滞留在居住地无法返
校，那他们如何进行注册报到
呢？根据疫情防控规定，来自
新疆、西藏、海南等高风险地区
的学生暂缓来校报到。对于因
疫情无法按时报到的新生，各
学校统筹安排开学各项事宜的
顺利衔接。

为此，暨南大学设置“线
下+线上”两种报到方式助力每
位新生顺利入学，精心规划迎
新线路保障安全，提前准备防
风防雨措施有效应对台风天
气，通过“数字迎新”电子系统
提升迎新工作效率，确保新生
入学报到工作平稳、安全、有序
开展。因疫情防控原因或其他
特殊原因暂时无法来校报到的
新生，也可通过线上途径快速
完成线上报到。

迎新场面虽热闹，也需避
免人员过度集中。暨大提前对
迎新线路进行了规划设计，对
入校流程作了整体布局。线下
来校报到的新生们，按照疫情
防控的要求，出示 48 小时核酸
证明、健康码、行程卡绿码，及
提前 14天健康打卡材料等，经
过测温后即可进入排队区等候
乘坐转运电瓶车抵达宿舍。为

了应对日前的台风天气，学校
加强了防风防雨措施，为新生
准备了一次性雨衣、行李遮雨
布等，确保迎新当天同学们安
全、顺利入校。

华南理工大学未设立集中
报到点，新生通过学校自主开
发的“My Pass”系统完成线上
报到。新生进入校园后只需要
使用系统中的“开学报到”功
能，通过人脸识别和定位技术，
即可在指尖完成“云报到”“云
注册”和缴费确认。完成线上
报到后，新生入校即可直奔宿
舍，大大简化了报到手续，降低
了聚集风险。

中山大学的学生则拿出手
机，打开“逸仙码”，实现一码核
验，可办理入住，十分方便快
捷，提前做的功课——“排队入
住宿舍攻略”都用不上。逸仙
码集身份码、健康码、消费码于
一体，支持图书馆、体育馆等多
场景应用，在新生报到前即可
线上领取，让新生入校生活更
便捷。今年新生还可以在宿舍
用手机自助完成报到，人脸识
别+校园GPS精确定位，足不出
户就能完成新生“签到”。企业
微信官方认证，筑牢安全屏障；
校园电子地图，让新生不再迷

路；逸仙码三码合一，校内一码
通行；电子哨兵守护校门，为防
疫提速……据介绍，这背后是
中大网络与信息中心的全力保
障，充分吃透“数字迎新”的时
代“红利”，使迎新现场简洁有
序、高效便捷。

在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
区东生活区的第二食堂门口，
有一块实时展示新生入学数据
的大屏，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
着各学院的实时报到人数、实
时报到率、学生类别分布以及
最新报到人员。学校网络信息
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的“网络迎新”有
三大亮点：一是使用了微门户，
统一了入口，提升了体验感，无
需额外再安装 APP，也解决了
统一认证统一用户的问题。二
是首次启用迎新大数据系统。
数字大屏既智能又直观地展示
出新生报到数据，让新生们一
进门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广工
特色”。三是迎新系统可以根
据设置好的规则智能化地进行
宿舍分配，可按男女、班级、民
族、生源地等条件一键自动预
分配，再根据情况手动微调，最
大程度减轻宿舍老师的分配工
作，也保障了信息安全。

为帮助新生尽快实现角色
转换，适应新环境、融入新集体，
广州高校“各显神通”，在开学之
初就引导新生坚定理想信念、树
立远大理想、开启学术追求。

广大今年在 2022 级本科
生、研究生新生中继续开展以

“名师第一课”、学院名师讲座、
“名师大讲堂”等为代表的系列
入学教育活动，涵盖学术引导、
校情院情、疫情防控、安全法制、
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教育内
容。广大也将继续实行“第一班

主任”制度，帮助新生“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当好学生“德才兼
备、家国情怀”的引路人。

在本科一年级的班级中，除
配置班主任外，还选聘了校领
导、名师专家、学科带头人、相关
职能部处负责人，各学院党委书
记、院长、思政课教师等担任第
一班主任，定期“面对面”接触学
生。第一班主任每学年要开展

“五个一计划”——做一次班级
愿景和人才培养目标指导，开展
一次班级思想政治建设分析点

评，举行一次学风建设座谈会，
开展一次经典阅读检查，关心一
批有需要的学生。以此落实新
生班集体的集体建设、理想信念
教育、学风建设。

据了解，暨大各学院均结合
专业特点开展了系列特色迎新
活动，包括迎新横幅、创意展板、
新生礼包等，为新生培养专业兴
趣，帮助他们开启美好的学习旅
程。中医学院举办了中医药知
识小游戏特色迎新活动，并给新
生赠送中医学院自制防疫香囊；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给新生送
上了《法学第一课》《法理学：法
律哲学与方法》书籍作为新生礼
物；新闻与传播学院设置了高速
电影摄像机、微缩景观摄像项
目，为新生带来独特的操作体
验；管理学院设置了《我与暨南
园有个约定》宣传展板，展示了
学院教授们的推荐书单以及大
学职业生涯规划图；学院的新生
辅导员在迎新当天推出“云游暨
南”的抖音直播，带着线上的新
生一同感受学校迎新氛围……

近日，在高温炙烤下，重
庆市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在
面对山火肆虐时，一位重庆
本地的小伙子勇敢地挺身而
出，带动全家人主动加入缙
云山山火的救援志愿活动
中，用他的顽强与坚毅书写
了属于中国青年骨子里的血
气方刚，他就是华南理工大
学艺术学院 2022 级新生李
俊亨。

李俊亨与父母经过讲解
培训后，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
背着灭火用的水袋上山。十几
公斤的水袋，他第一次尝试时
差点摔倒，但他依然铆足了劲、
咬紧牙关，往一线方向走去。
一辆辆从他身旁经过的摩托
车，给了他坚持的动力，他说：

“每个人都在努力，我又怎敢
停下？”

到了山腰的补给点，李俊

亨将水袋交给专业人士，才得
以歇口气。没过多久，他又往
背包中塞了几瓶矿泉水，提上
两罐灭火器，继续往更高处进
发。在这次志愿行动中，李俊
亨表示，自己感受到了来自中
华儿女的团结一致，那种心之
震撼，使他久久不能平静。“希
望在步入大学之后，能不忘初
心、保持干劲，做更多有意义的
事。”

今年，广州大学的两位新
生格外受到关注。去年 12
月，来自广东潮汕的“95 后”
女孩陈琳琼抗癌中考研的励
志经历，让无数网友备受感
动和鼓舞。她如今已经被广
大应用心理学专业录取。9
月1日踏入广大的校园后，陈
琳琼说：“我对研究生生活特
别期待！考研给了我一张入
场券，进入广大就是正式踏
入心理学的大门了。希望在
研究生期间可以在学术上做
出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

患有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的广东韶关学生叶林林，在
今年高考中取得了高考普通
类（物理）579分的成绩，被广
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安全专业录取。在学生
志愿者的帮助下，9 月 1 日，
叶林林顺利完成入学报到手
续。学校为其在新学生公寓
安排了一间爱心宿舍，为其
家人来校陪读提供帮助；学
院还专门成立了由学生党员
和志愿者等组成的“小数点”
朋辈帮扶团队，为叶林林提

供学习和生活帮助，助力叶
林林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小孩一路走来确实不
容易，把孩子交给学校我特
别放心！”叶林林父亲在安顿
好儿子后说：“希望儿子能在
大学认真学习，毕业以后为
帮助过他的人、为社会尽一
份力，回报社会。”面对即将
开启的大学生活，叶林林充
满期待：“希望可以交到很多
新朋友，并且在自己感兴趣
的领域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走得更远。”

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
国商学院为一位新生送上第一
封录取通知书的同时，还附送
了20000元助学金。她是来自
广东茂名化州的李柳艳，虽然
家庭经济困难却未曾自暴自
弃，用自己的努力打破现实的
困境，最终踏入大学之旅。

由于父母身体的原因，李
柳艳的家庭条件一直不是很
好，特别是因为妈妈患有高血
压和心脏病，家里的一切开
销都十分吃力。李柳艳还有
一个亲哥哥，因为父母无力
支付两个孩子高昂的学费，
哥哥初中毕业就选择了外出
打工养家。

家庭经济困难，周围很多
亲戚朋友都劝说父母不要供李
柳艳读书了，让她也早点出来

打工赚钱，但是父母坚持让她
好好读书。“爸爸妈妈对我说，
只要我愿意读书，他们付出再
多也会支持我。”李柳艳表示，
父母为此省吃俭用，过得再苦
再累也从未向她提及，但她一
直明白他们的艰辛与付出，所
以一直督促自己要努力学习，
不辜负爸妈期望。

小升初的时候，李柳艳凭
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地一所
民办中学的免费公费生，不仅
为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也为
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
广东省演讲比赛一等奖、东莞
市英语口语大赛一等奖、东莞
市硬笔书法比赛二等奖、全国
叶圣陶杯作文大赛三等奖、校
级三好学生等荣誉纷至沓来，

“品学兼优”“全面发展”成为了

她身上的标签。
今年高考，李柳艳在物理

科目组中获得 536 分，超出广
东省本科批次录取最低分数
线91分，被广外南国商学院英
语（师范）专业录取。李柳艳
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师范专
业，是受自己一位恩师的影
响。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的
语文老师、班主任曾老师，在
了解她家的经济情况后，一直
在各方面默默地支持她，曾老
师就像一盏微茫却耀眼的明
灯，照亮了她前进的方向，引
领她不断成长。

李柳艳说：“未来我也要成
为像曾老师那样的教师，用自
己的光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
照亮这伟大的国家与美好的社
会，把无私的精神传递下去。”

新技术新技术 数字迎新，“线上+线下”同步报到

在各高校的迎新现场，出现
了一些“特别”的同学，他们有的
勇敢坚毅，让人为之点赞，有的

“逆袭”励志，令人称奇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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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广东新生击败疾病再出发

华工：重庆新生举全家之力支援救火行动

广外南国：寒门学子用努力打破现实困境

数据眼数据眼“04后”成为本科新生主力军

万花筒万花筒 特色教育活动助新生融入新集体

新面孔新面孔“特别”新生诠释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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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新生在展板前留影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迎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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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
学陈琳琼同学
报到

◀广工双
胞胎兄弟卜永
健、卜永忠

▲广州大学新生叶林林
和家人前往宿舍的路上

▲华工
新生李俊亨

有意思的是，多所高校对新
生的年龄、性别、地域、民族、姓
名、兴趣等信息、数据进行了收
集、统计，为这届“小萌新”进行
了“画像”。

中山大学迎来了8126名本科
生，出生于2004年的人数最多。
这一届的中大新生藏龙卧虎，古筝
十级、钢琴十级、小提琴十级、葫
芦丝十级、架子鼓十级、长笛十级、
舞蹈十级等“十级选手”众多。

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全
国各省都有被华工录取的学
生。6909 名新生中，男女比例
为2：1，来自广东本省的学生人
数 依 然 遥 遥 领 先 ，多 达 3466

人。今年华工迎来了34个民族
的同学，占比 8%，东乡族、景颇
族、门巴族、撒拉族和畲族学生
在22级新生中各有一位。

华工将于今年11月17日迎
来组建 70 周年暨建校 105 年。
新生大数据显示，在本科新生中
有20人和学校同一天生日。来
自北京的方睿彤就是其中一位，
得知自己和学校同一天生日，方
睿彤非常激动，“很幸运，和华工
又多了一种情感联结，期待今年
的校庆活动。”

据统计，今年暨大普通高考
录取的本科新生男女比例为 1:
1.07，2022级普通高考本科新生

中，2003、2004年出生的同学成
为今年本科新生的“主力军”，其
中有3192名新同学出生于2004
年，占比65.5%。

暨南园一向是个多国、多民
族学生交融之地，今年共有来自
35个民族的新同学来到这里。除
了4509名汉族新生外，还有来自
34个少数民族的354位新生。

华南师范大学今年共招生
14010 人，男女比例为 1:1.57。
新生年龄最大相差 17 岁，运动
训练专业1990年出生和历史学
专业 2007 年出生的两位同学，
将共同在华师度过四年大学时
光。在华师校园里，同学们还可

能遇见拥有矫、经、者、字、郜等
稀有姓氏的新同学。

2022 级新生是华南农业大
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据统计，
华农今年招收本科新生 9020
名，除了8651位汉族新生外，还
有 348 位来自 26个少数民族的
同学将一同在“五湖四海一片
林”的校园中求学。

广州大学2022级本科录取
新生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本科新生男女总体比
例接近 1:1。广大的数据也显
示，“04后”成为主力军，最小录
取年龄为15岁，最大为23岁。

▼广外南国
商学院为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李柳
艳送上首封录取
通知书

又是一年开学季，9月1日前后，广

州多所高校陆续迎来了 2022 级新生。
在今年的迎新安排上，各所高校落实疫情
防控政策、保障校园安全，运用了多种
“新科技”，并举办了各有特色、丰富
多样的迎新活动多样的迎新活动。。““小萌新小萌新””们带们带
着满载的行囊着满载的行囊，，以及对大学以及对大学
校园生活的期待与憧憬走入校园生活的期待与憧憬走入
校园校园，，翻开人生新篇章。

在广东工业大学迎新现
场，出现了7对双胞胎兄弟一
同报到，从此亲情之外再添
同窗之谊。卜永健、卜永忠
是其中一对双胞胎兄弟，他
们小学中学是同桌，大学又
双双推免至本校的机械工程
专业攻读硕士。回忆起这一
路 ，两 人 都 提 到“ 互 帮 互
助”。小学中学他们都是结伴
学习，弟弟卜永忠还记得两人
高中一起在走廊大声朗读的
日子；到了大学，两人经常同
一个课题组、参赛团队、学习
小组，每逢重要考试和比赛，
两人也频繁沟通，相互查漏补
缺……展望研究生学习生活，
他们表示有两个心愿想实现，
一个是科研工作再扎实一点，
多出一些好成果，另一个则是
结伴旅行一次。

赵旷达、赵旷远是7对双
胞胎中，唯一来自省外的兄
弟。两人高考分数只差1分，
536分的赵旷达被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录取，535分的

赵旷远被工业工程专业录
取。二人从广工电气自动化
专业毕业的姐夫是他们报考
广工的引路人，哥哥赵旷达表
示，姐夫强烈推荐广工，学校
工科实力很强，加上自己和弟
弟分数接近，报考一个学校可
以相互照应。“广工就是父母
亲戚所期待的‘心目中的大
学’，当然了，我们自己也很满
意。”弟弟赵旷远说。终于被
理想的大学录取，他们期待大
学的社团活动，以及在图书馆
学习的氛围。

今年中大的新生中也出

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
是来自贵州贵定县的何忠
豪、何忠杰，通过国家专项计
划被中山大学微电子科学与
技术学院和测绘科学与技术
学院录取。哥哥忠豪对集成
电路与芯片感兴趣，希望以后
能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能够
为国家解决“卡脖子”技术做
出自己的贡献；弟弟忠杰则立
志投身国防事业，要做一名用
科技保家卫国的“战士”。从
贵州云雾山奔赴南海之滨，

“豪杰兄弟”将在中大书写更
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