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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桂晨 通讯员王董 实习生朱金美） 7
月 14 日，“ 2018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与教师发展学术论
坛”在桂林开幕，来自文莱、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
国家和中国的职业教育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教师、硕博士
研究生 300 多人围绕“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
与发展研究”这一主题掀起一场为期两天的“头脑风暴”。

此次论坛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由广西师范大
学和广西职业教育教师研究中心共同承办，论坛包括国内外
学者 30 余场主题演讲以及研讨交流活动。

据了解， 2017 年 9 月，中国—东盟教育官员对话会上
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南宁宣言》，初步达
成了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共同推动实现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共识。广西师范大学职
师学院院长王晞介绍，作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
坛”中首个围绕职业教育教师的主题论坛，通过推动引领中
国—东盟职业教育与教师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机遇与挑
战等热点及学术前沿问题的共同研究，进一步搭建职业教育
与教师发展的资源共享平台，加深交流合作，这也是广西师
范大学立足职业教育领域，推动中国—东盟国际学术交流与
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近日，位于华
侨农场内的华侨小学正式启动了改扩建一期工程。一期工程
总投资达 2330 万元，预计在明年 8 月底竣工交付使用。这
意味着，华侨农场及周边的学龄儿童不久后就可以在崭新的
教学楼里上课了。

创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华侨小学是伴随海外华侨回国
而成立的场办子弟小学。由于校舍建设年代久，教学楼及其
配套设施已经非常陈旧，改造迫在眉睫。

按照规划，改扩建一期工程主要包括新建教学楼 6 层，
其中每层都配备卫生间；教室 12 间，以及医务室、广播室、教
师办公室、音乐美术、体育、图书室、阅览室等功能室 9
间。建筑面积约为 3877 .3 平方米，预计造价为 930 万元。
同时，对校园路面进行硬化，修缮和增设运动场地及配套设
施，开展校园绿化等。室外工程总投资约为 1400 万元。

本报讯（记者李慧敏 通讯员王英强 实习生谢羽茜
胡艺琼）近日，桂林理工大学 2018 年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暨“桂工百名学子看世界”学习项目
出征仪式在雁山校区综合体育训练馆举行。这个暑假，桂林
理工大学将选派资助上万名学生参加在海外、国内、区内三
大层面展开的各类暑期实践活动。

2016 年暑期，桂林理工大学走在广西高校的前列，开
始实施“百千万”工程，即“百名学子看世界”学习活动、
“千名学子看中国”就业创业见习项目和“万名学子看广
西”三大暑期实践项目。据了解， 3 年来共有近 700 名学
子走出国门远赴高水平大学进行为期 3 至 5 周的专业文化
和能力培养体验式课程学习，他们的足迹遍及美国、德国、
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以及港澳台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万多名学子的身影出现在国内 20 多个省市，到国内知名
学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开展交流学习、就业创业见习
等活动，或在广西各市县开展城乡规划、地质勘查、扶贫助
困等社会实践活动。

“我曾经多次带队参加学校的‘三下乡’暑期实践活
动，每一次带队都有新的收获。相信这些暑期实践的经历会
让每一个参与的同学终身受益。”该校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
指导教师唐红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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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从明天开始，你们以及今年
全国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基本上又站在了同
一起跑线上……”桂林医学院院长张志勇毕
业致辞话音未落，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沙远
峰眼角的泪忍不住掉下来了。6 月 28 日那
天，他和 2018 届全体留学生、研究生、本专
科毕业生共 3223 人一同参加毕业典礼，大
家重温医学生誓词、齐唱《桂林医学院校歌》，
逐一接受院长正冠拨穗、颁发学位证书并合
影留念……如今，这一幕幕仍像一场电影一
样，欢呼声、哭泣声、道别声时常在他的脑海
里跳跃回响。

6 月底，桂林各高校陆续举行毕业典
礼，主题鲜明的校长寄语被毕业生们刷屏，
各具特色的数十种毕业纪念品首次推出便得
到毕业生们热烈“追捧”……今年，我市的
高校毕业季进一步跳出了领取毕业证、学位
证，聚餐道别的传统道别方式，校长致辞、
邀请家人参加毕业典礼、收藏学校文化信物
等成了大学生毕业季的关键词，而贯穿其中
的对大学精神传承的倡导也进一步唤起了高
校毕业生们的共鸣。

校长寄语毕业“最后一课”：

毕业季最令人难忘的“发声”

“希望你们永葆赤子之心，拥有胸怀天
下的志气；保持进取之心，拥有永不懈怠的
朝气；常怀律己之心，拥有笑傲人生的正
气。”桂林理工大学校长解庆林如是勉励即
将启程远航的毕业生。毕业生姚登敏不仅将
它保存在了手机里，还把它仔仔细细记录在
了日记本里，她觉得这是母校赠与她的最珍
贵的一份毕业礼物。

在大学毕业生中，流传着不少校长的
“金句”。“走出学校的大门，如何面对社
会，怎样在社会中立足？”在致辞里，张志
勇院长告诉同学们，“拼颜值、拼爹的时代
将会逐渐弱化，一个健全、成熟、公平的社
会体系正向我们走来。”

他还勉励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会坚
持：“没有人会轻而易举地成功，看看郭晶
晶的眼睛、詹姆斯的脚丫、科比的手指和 C
罗的肌肉，一万小时的定律在他们身上一样
适用。天赋异禀的人都在努力，何况我们资
质平常的人。但是，坚持足以跟天赋抗衡！
人生的旅途中，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
泞的路上，所以，别畏惧暂时的困顿，即使
无人鼓掌，也要全情投入，优雅坚持。”

人生的目标如何确定？张院长也给出了
自己的观点：“找一份好的工作、发两篇论文、
找到一位心爱的伴侣，或者早点买上一
套房，有这样的目标很正常，

但我希望你们记得生命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
东西 ── 对于人民健康的责任、对于国家民
族的担当。”

在走访中，不少毕业生表示，对张院长
具有自省意识与济世情怀的表达，时而活泼
的萌言萌语，时而有如家人般温暖的谆谆嘱
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用过来人的身份，将人生感悟与
体会如同促膝谈心般地传递给毕业生，为踏
入社会的学子们送上了一份珍贵的毕业大
礼。”参加桂林医学院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
潘女士很有感触。

“仪式具有价值导向功能，能够向学生
传递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这正
是仪式象征性的体现，是不该省略的教育细
节。”张志勇院长表示，学生经过几年专
业学习，已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专业知
识。他希望通过大学的最后一课，以过来
人的身份，把自己的经历、人生感悟和体
会传达给他们，使他们懂得怎样利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立足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
会。这也是不少高校毕业典礼上的共同主
旨声音。

毕业纪念品百花齐放 校园

信物唤起“初心”

6 月底，穿学位服、拍个性合影等成为
当代大学校园里毕业季的一道人文景观。
“今后各奔东西，可能以后很难再相见，大
家都希望毕业活动能成为一个刻骨铭心的回
忆。”在走访中，不少毕业生都把毕业活动
作为青春最后的“狂欢”。但除了与同学们
一起聚会、合影、出行外，和同学们一起逛
逛校园文化纪念品店，从众多独特的纪念品
中带走一两件“心仪”的校园信物，成为今

年高校毕业季中的一个新亮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唐旭伟和室友们专

门购买了两枚毕业纪念章作为永久的纪念。
摩挲着手上镌刻“ 2018 我们毕业了”字
样，以图书馆、相思湖、花江校区大门等校
园地标作为主要图案的毕业纪念章，唐旭伟
觉得，这些物件能伴随他今后的人生旅途，
能够时常唤起“初心”。“用一种特别的方
式将记忆里校园的美保留了下来，并能在今
后的生活中念念不忘。”广西师范大学生物
科学专业的李宗清说他带回家的校园纪念品
是印制有校园景色以及校训校徽的水杯，
“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师大人”。

据了解，今年我市各高校都推出了由同
学们精心设计的各类毕业纪念新品：笔记
本、钥匙扣、校园植物标本、冰箱贴、水
晶摆件……纪念品上都镌刻了校名、校训
等鲜明的符号，成为备受大学生们欢迎的
一种大学文化新载体。在桂林医学院的新
媒体中心公众号，不少毕业生纷纷留言表
达了对新推出纪念品的赞许和喜爱。“在
充满离别伤感的毕业季里，愿大家的过
去，有处安放。”网友“ DM ”这样表达

了他对纪念品的评价。
“纪念品不仅是一

件物品，更是一份精神寄托。”作为桂林
医学院校园纪念品的设计者之一，沙远峰
说， 2015 年学校 80 周年校庆推出过纪
念徽章、定制金属书签和明信片等文化产
品，今年学校拥有了校园文化产品中心，
种类数量呈爆发式突破，从冰箱贴、书
签、鼠标垫等小物件到玉器摆件，十分丰
富，展现了毕业生们爱校情深的程度。

“从毕业这一天开始，毕业生和母校
就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无论大家身
处多远，无论时光相隔多久，母校永远是
桂工毕业生的坚强后盾和精神家园！”桂
林理工大学校长解庆林在毕业典礼上如是
说道，而这也引起受访大学生们的共鸣，
毕业纪念品就成为了联系母校和毕业生的
一条“纽带”。

让大学精神成为毕业

生奋斗青春的“燃料”

当与校长有力地握手，听到他
带着温暖的笑容说“恭喜你，继续
努力”时，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的贺晨旭顿时热泪盈眶。即将开启

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的她，回想起
当初宿舍集体备战考研且全都被录取

的场景，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为梦想而不懈奋斗，让我们
看到了自己的潜力，也更相信未来在自己
手中。”

在离校前的最后一晚，贺晨旭再次和
几位室友一起畅谈未来。备考冲刺时，整
个宿舍一起复习到凌晨，早上 5 点就起
床，成为宿舍楼晚上唯一亮灯的宿舍，勤
奋拼搏成为他们共同锤炼的大学精神品
质。“以后我们或许会遇到更多未曾想到
的困难，忍受更多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
回想到宿舍一起考研的这段经历，我们一
定会继续抱定宗旨，坚韧前行。”贺晨旭
说。

无论是深造还是就业，大学毕业生们
都带着大学给予的祝福与厚望踏上了全新
的征程。尽管还是有忐忑不安，有彷徨，
但不少大学生向记者表示，尽管社会给
“ 90 后”“ 00 后”贴了“自我”“佛
系”“脆弱”等标签，但他们希望用行动
发出有自信有担当的“声音”。

“很多人都选择去大城市里找工作，
但我选择了为西部发展作贡献，我即将前
往资源车田民族初中支教，开始我一年的
西部志愿者的生活。支教也一直是我多年
想做的事情，特别是当我第一次跟随上一
届支教的师兄师姐们前往支教地点的时
候，体验到朴实的风俗、看到渴望知识的
孩子们的时候，我就更加确定了自己以后
的方向，现在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毕业生郑丹
溪目前正在南宁培训学习，培训完将返回
资源团县委学习，为一年的支教生活做准
备。她自信满满地说，不管身在何处，传
承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的校训精神和崇人
文、尚实干、敢担当的院训精神始终是她
人生路上的一座灯塔。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能源与建筑环境学
院党总支副书记崔佳目前正在广西师范大
学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她
说，初入社会，毕业生们不免内心会有迷
茫，会有冲突困惑，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
长期积淀而成的精神特质和群体意识，是
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更是莘
莘学子们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富矿。无论是
被同学们内化于心的校训，还是大家爱不
释手的外化于形的毕业纪念物，都是当代
大学生们对大学精神的一种认同、一种呼
唤和需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如何
推动大学精神的传承，如何进一步丰富大
学精神内涵等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因为只
有当大学毕业生带着笃定的精神坐标踏入
社会，心灵便不容易荒芜，青春的火焰才
会更加炽热。

□关注毕业季系列报道

2018 年高校毕业季：

呼唤大学精神传承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英 文/
摄)暑假期间，市消防支队联合市教育局组
织全市数千名中小学生走进“红门”参观学
习，并现场绘画。

据了解，整个画卷以“我的消防梦”作
为主题，每位学生在长数十米、宽约一米的
空间内用水彩笔绘画、涂鸦，以同学们自己
对消防的认知为视角来进行现场绘画。

记者在现场看到，画卷内容有火灾现场
正确的逃生方法，有消防车和消防员进行现

场灭火，有消防云梯在高处救人，有消防宣
传标语……

据市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百米绘消防”活动全市 11 县 6 城区中小
学生均有参加，画卷加起来长达 400 多
米。下一步，市公安消防支队将组织专家对
报送的作品进行集中评选，优秀作品将于暑
期在市、县两级图书馆展出。

孩子们正在用心作画。

童心绘就消防梦

校 园 聚 焦

▲毕业典礼上，大家齐唱校歌。 （本文配图：通讯员潘逸群 摄）

桂林医学院院
长张志勇正在逐一为
毕业生正冠拨穗。

品类丰富的毕
业纪念品出现在毕业
季中。图为桂林医学
院推出的校训书签。

▲眼下，我市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活动，榕湖小学 2017 级 1 班“青松中队”的小朋友们
刚结束紧张的期末考试，马上就在榕湖边开展“小手牵
大手，共创文明城”活动。大家拿着卫生工具，环湖清
理路边、草丛、花圃里的垃圾，瓜子皮、烟头、纸屑一
一被小手装进垃圾袋。 记者张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