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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开，校园里弥漫着离别的
味道。6月15日、16日，长沙学院土木
工程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农业大学相继举办毕业典礼。在这样
一场见证青春与蜕变的仪式上，有
“校长大大”的鼓励和拥抱；有师生彼
此赠送的专属礼物；也有毕业生为自
己人生做出的坚定选择……

“校长大大”的礼物：
为6475名毕业生授学位

离校之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的6475名毕业生收到了一份来自
“校长大大”的专属礼物———校长廖
小平亲自为每名毕业生授予学位、
拨流苏，并颁发毕业证书。尽管这将
花上整整三天的时间， 但廖小平坚
持亲力亲为去完成。他表示，学位授
予是每个学生在即将毕业、 完成学
业时与母校深情相拥的庄重仪式，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弥足珍贵。

在现场，“校长大大”为毕业生拨
流苏的画面，被定格在无数手机和相
机里。毕业生叶羽真说，这记录着自
己大学四年最有成就感的一幕。

另外， 母校还为每名毕业生送
上了一枚校徽。 廖小平说：“校徽就
是母校的爱，她永远陪伴着你；校徽
就是母校的眼睛，她时刻关注着你；
校徽就是母校的精神，她给你智慧、
勇气和力量！”

老师的祝福：
为了理想而奋斗

大学四年， 陪伴学生们成长的
还有最可爱的老师们。 在湖南农业
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许多老师也忍
不住掉泪。

作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动物医学院的刘国华老师为4618
名毕业生送上祝福：“年轻的你们应
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吃得苦耐得烦

霸得蛮，只有奋斗今天，才能让自己
离梦想越来越近。”

求学的时光里， 被老师批评责
备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的李立君教授回忆起这
些片段时，也红了眼圈：“过去，我总
会埋怨你们不够认真、努力、上进，
就如同自家孩子总是不如邻。 但看
着马上要远走高飞的你们， 我很想
说：‘其实你们很优秀’！”

青春的选择：
去新疆基层工作

肖祝兰是湖南农大教育技术专
业的应届毕业生， 品学兼优的她完
全可以很轻松地在大城市找到一份
工作， 但她却给自己的青春年华做
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赴新疆基层
工作。“刚进学校时，我就立下目标，
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新疆的教育
资源比较匮乏， 我希望自己能在那
里把专业知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这个22岁的女孩坚信自己能够在边
疆实现梦想。

据统计， 在湖南农业大学和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 今年分别有19名
和15名优秀毕业生赴新疆或西藏乡
镇基层工作。

特殊的纪念：
他们戴上“毕业戒指”

在长沙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2017届学生毕业典礼上，333名毕
业生都收到了专属自己的毕业纪念
品———毕业戒指。 该校相关负责人
介绍，毕业戒指是由钛钢打造的，戒
指上刻有校名、 校训和每一位毕业
生的姓名、学号。

世界上第一枚“毕业戒指”诞生
于1835年美国西点军校， 此后200
多年的时间里， 毕业戒指被看成显
示学校荣誉和代表成长的纪念品。
土木工程学院院长谢立辉说：“毕业
戒指是承载了青春岁月的信物，是
学校文化和以校为傲的象征。 希望
他们将力学笃行的校训精神传递到
五湖四海， 母校永远在注视他们的
成长。”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毛丹 周思悦
通讯员 邹敏 喻诚

暖心毕业季：学生们收到“毕业戒指”
多校举办毕业典礼，为即将离开校园的学子鼓劲加油

本报 6月16日讯 今
天，株洲市职工大学（工业
学校） 位于职教城的新校
区一标段主体封顶。 按照
计划， 该校职教城新校区
将于今年秋季开学迎来首
批学生。

该校校长严建国介
绍， 新校区是株洲市重点
建设项目一号建设工程，
总用地面积201.88亩，总
建筑面积11.37万平方米，
一标段工程包括宿舍楼、

食堂、 机电楼共7栋建筑
物。项目从今年3月开始启
动施工，90天即顺利封顶。

近年来， 株洲市职工
大学（工业学校）密切对接
地方优势产业布局服饰专
业发展， 逐渐形成了对接
产业、 服务地方、 影响湖
南、辐射全国的办学特色，
已成为我国服饰中职教育
的一面旗帜。
■通讯员 邓家飞 余利霞

记者 李永亮

株洲市职工大学（工业学校）
新校区封顶
株洲职教城再添新军

本报6月16日讯 63岁
的长沙市民曾女士近两年
经常出现头疼症状，经检查
发现，其颅内有一颗比乒乓
球还大的巨大松果体区肿
瘤并伴发脑积水。 近日，在
湖南省肿瘤医院，医疗团队
采用国际领先的3D打印技
术， 在持续了10个小时的
手术后，终于将她颅内的全
部肿瘤成功切除。

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何正文教授介绍，松
果体区肿瘤手术实属神经
外科难度最大的肿瘤手术
之一， 肿瘤生长在颅腔中
心深部， 周围被重要的脑
组织结构及重要的神经血
管组织包围， 而病人曾女
士的年龄较大，耐受力差，

肿瘤血供又极为丰富，少
量出血就会导致生命体征
的变化， 更增加了切除肿
瘤的难度。

目前国际上最新的3D
打印技术在神经外科复杂
肿瘤中已常规使用， 使肿
瘤与周围神经血管的关系
更为直观、立体，让神经肿
瘤手术更为安全。 经过与
患者家属协商沟通， 医院
决定对曾女士采取肿瘤切
除手术， 采用国际领先的
3D打印技术将手术风险降
到最低程度。 整个手术持
续了近10个小时， 医护人
员最终为老人成功切除了
全部肿瘤。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明欢
通讯员 任年军 彭璐

3D打印技术助力切除肿瘤

随着 618 的脚步日渐临近， 小伙
伴们早已按捺不住那颗购物的心，而
商家间的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为给用户更大力度的优惠折扣及更丰
富的活动体验， 京东金融携旗下京东
支付、白条、保险等众多金融产品，为
新老用户带来诸如随机立减 618、新用
户满 20 减 6.18、满 200 返 200、千万
优惠券大放送、 账户安全险免费领取
等多重豪礼。

据了解，在 618 期间，京东支付除
携品类神券限量抢、 千万优惠券等海
量福利来袭外， 还推出最高随机立减
618元的巨额福利；京东支付的新用户
可享受 20-6.18的优惠。 与此同时，此
前推出的在 618 期间， 使用京东支付
里面的银行卡快捷支付满 88 减 10、满
108 减 18、满 200 减 100、甚至免单的

福利依旧有效。
6 月 17 日 -20 日期间，使用白条

支付可享受 3C、家电品类 6 期免息及
12 期息费 5 折优惠福利， 消费品、生
鲜、 大服饰和居家生活品类可享最高
随机立减 618 元的优惠； 京东小白信
用也在此次 618 期间推出重磅福利，
根据小白信用分值用户可享受开通白
条送 618 元礼包 +12 期免息券、每周
领专属白条提额、 抢各种优惠神券等
诸多福利。

6月 12日至 30 日，在京东开通小
白信用， 就有机会享受摩拜单车专属
权益： 其中摩拜新用户可获 7 天免押
金券，老用户可获骑行券。

京东集团还与摩拜单车推出了充
满惊喜的“宝箱车”：即日起到 6 月 18
日，用户骑行带有“京东 618”图标的

“宝箱车”就能领取由京东金融提供的
总价值达 2 亿元京东小金库现金红包
和京东金融优惠券， 以及由京东商城
提供的价值近 20 亿元的京东优惠券。
同时，活动期间用户集齐“京、东、6、1、
8”五张贴纸，就可以获得 618 元的京
东小金库现金红包。

凡在 618 期间使用京东账户登录
并完成支付的用户， 均有机会免费领
取保障期限为一个月的账户安全险，
最高赔付金额达到 100 万元。

此外， 为全方位解决普通消费者
的后顾之忧，618 期间消费者购买指定
商户可免费获得多种保障类保险，涵
盖运费险、物损险、拒收险、运动意外
险、美妆质量险、价保险等，以此让消
费者买的更放心。

618狂欢福利再升级 京东支付最高立减 618 元

“成长守护平台” 是腾讯游戏响
应文化部 “网络游戏家长监护工程”
号召推出的一款协助家长帮助孩子培
养健康游戏习惯的服务产品。 在平台
上线不久后，全民 K歌就已接入，意指
协助家长对未成年人娱乐账号进行健
康行为的监护， 进一步构建和谐的亲
子关系。

现在的未成年人是在互联网中成
长的一代， 无论学习还是娱乐都离不
开网络， 比如在网上学习唱歌培养兴
趣爱好， 甚至是通过这种娱乐方式来
解压， 而全民 K歌在给用户提供学习
和娱乐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给未成年
人构建健康的网络娱乐环境。

全民 K歌接入成长守护平台，主

要使用功能包括： 实名认证并绑定未
成年人账号、消费实时提醒、消费额度
设置等。

因此如何理性的去引导孩子使用
和消费 K歌类应用， 也是全民 K歌接
入成长守护平台的初衷， 以及携手家
长去共同探讨的话题。

邱意

未成年人消费有保障 全民K歌接入成长守护平台
5 月份蓝筹股再度王者归

来， 代表权重蓝筹的上证 50指
数涨幅达 5.63%，远优于沪深股
指走势，今年前 5个月累计涨幅
已达 8.48%，投资价值凸显。 借
助蓝筹风起并凭借领先的主、被
动投资管理能力，工银瑞信旗下

蓝筹基金为投资者获得了可观
的绝对回报， 其中工银新蓝筹、
工银大盘蓝筹等 4 只基金今年
以来截至 5月 31日净值涨幅超
10%，工银金融地产、工银深证
红利 ETF近 3 年累计收益更超
过 100%。

蓝筹股王者归来
工银瑞信蓝筹基金火力全开

近 日 （2017 年 5 月 28
日），由生活家地板发起的“全
民恋家节” 在成都启动，香港影
帝任达华携夫人琦琦现身启动
会现场，与生活家地板总经理林
德英、媒体代表、嘉宾及现场观
众共同启动 “生活家地板全民
恋家节” 。 对此，生活家地板总
经理林德英表示，“今天全民恋
家节的启动仅是一个开始，以后
每年生活家地板会将全民恋家
节持续做下去，因为这不单纯是
一种营销活动，更是一种亲情的
传递， 同时也是恋家文化的传
播。 ” 据悉，此次活动将在生活

家地板全国 1500多家专卖店同
时举行，活动持续一个月。

据透露，全民恋家节活动期
间全国热推的生活家地板净界
系列，其独有的特点就是———不
仅零醛，更能除醛。 生活家地板
净界系列臻选优质木材，芯材采
用环保大豆胶独立锻压，面材和
背板用芬兰太尔无醛胶粘贴，全
程无甲醛添加。C&D并联除醛技
术，UV涂层富含汰醛因子，实现
了分解居家空气中的甲醛效果，
甲醛净化性能和净化效果持久
性均达到 80%以上，环保健康，
家居空间更安心。

生活家地板
“全民恋家节”全面启动

6月16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2017届学生毕业典礼，校长廖小平（左）
为毕业生授予学位、拨流苏。 通讯员 刘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