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从河北来，开车开了三天，
一路上玩玩歇歇，算是比较特殊的入
学体验了。”在南大仙林校区南门外，
河北家长朱女士撑着伞，脚边放着两
个编织袋、两个行李箱，还有一个大
塑料袋。“都是孩子生活必须的东西，
志愿者已经帮他拿进去一批了，一会
儿他们出来拿第二批。”朱女士告诉
记者，小朱是第一次一个人离家上
学，“培训都做过了，住我不怎么担心
了，现在开始担心吃，听说这里吃啥
都放糖啊？孩子会不会吃不惯？”

同样操心的，还有家长黄女士。
“这个灰色的被单放在中间，那个垫
在下面，是比较烦一点，但是不难。”
校门外，家长黄女士举着电话，现场
指挥女儿铺被子。尽管校内设施齐
全，但黄女士和不少家长一样，还是
购买了生活寝具，打算从外面给孩子
递进去。“能为她做点就做点，怕孩子
有个什么需要。她和爸爸还在外面
定了两晚的宾馆，准备随时‘救急’。”
黄女士坦诚，就这么回去了，心里真
有点儿慌。

人文科学试验班的女生童苏彤
来自广东，她在学姐的帮助下顺利找
到了自己的宿舍，放下行李箱，便开
始里里外外打扫起来。记者在宿舍
里见到童苏彤时，她正在拿着一块抹
布认真擦拭自己的书架。“爸爸妈妈
也来了，早上八点多就把我送进学校
了，这会儿他们回酒店啦。”小童笑着
和记者打趣，“爸妈不要我啦，我自己
打扫。”

这个有爱的一家是从广东汕头
自驾来南京的，14个小时的车程虽
然辛苦，但也是别样的大学报到体
验。最先“开箱”，被拿出的物件是
啥？小童选择了自己心爱的钢琴

琴谱。床架上还空空如也，但几本
“肖邦”已经率先被拿出，放在了擦
拭干净的书架上。“想带更多的乐
谱，妈妈没让。”

今年有近400新生独自来校报到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没有家长陪同独立来校报到学生近400

人，为历史最多人数。”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浩告诉记
者，今年，学校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339名本科新生。学校制作
了《迎新志愿者工作手册》，面向全校动员组织了3381名迎新志愿
者，一对一做好迎新工作，同时组织156名志愿者负责校门等地的志
愿服务。组织党员先锋岗在校内设置了7个服务点。“为了弥补家长
们不能进校的遗憾，学校在B站和抖音平台对迎新现场进行了全程
直播，与家长们共同感受迎新氛围。”

校园里多了很多“萌新”，志愿者们也是热情满满。“这里是逸夫
楼，但里面的教室不太好找，怕迟到的话要提前熟悉一下地形哦。”

“这里是电脑医院，平时电脑坏了就可以拿到这里来修。”“罗森便利
店大家都喜欢来，就在宿舍楼区，很方便。”有了学长学姐的指引，新
生们对于学校的陌生感一下子消失了。

“六大书院”集体亮相
本次新生报到的一大亮点，莫过于南大校园内集体亮相

的“六大书院”。围绕“熔炉工程”和“三元四维”人才培养新体
系建设，今年南大成立本科生院、新生学院两大机构，新生学
院内设秉文书院、行知书院、安邦书院、有训书院、毓琇书院和
开甲书院。都是用各自学科里知名的专家学者的名字来命名
的，如中国近代杰出的文理大师顾毓琇，中科院院士戴安邦等
等。据悉，六大书院新生理工类生源占比66.8%，文史类生源
占比 22.6%，高考综合改革省份生源（不分文理）占比
10.6%。其中，男生占比56.69%，女生占比43.31%，比例与往
年相当。男生比例最高的是毓秀书院，而人数最多的是开甲
书院。女生比例最高的是秉文书院，而人数最多的是行知书
院。年龄最小的新生出生在2005年10月（15岁），来自贵州
国家专项学生，录取至社会科学试验班。

“完了，床垫大了，要去换！”在另
一间宿舍，记者见到了手脚麻利的姑
娘小林。她正蹲在床上铺床垫，铺开
后发现床垫怎么都平铺不了，这才发
现是自己带来的床垫买大了尺寸。
唰唰几下，小林把床垫又重新卷了起
来，三两下便爬下了床，将垫子拿下
来灌进了包装袋里。

书架上，小林已经将书籍、生活
用品和化妆品分类全部摆放整齐。

“我动作算快的了，但算算我还有一
堆东西没买，衣架、洗澡篮子、垃圾桶
……待会还得去一趟教育超市，好在
超市不远。”

小林来自安徽，中学六年的住校
生活让她锻炼出了极为优秀的自理
能力。至于父母，小林的回答更是大
大咧咧，“他们回去咯，对我很放心，
我妈还说，能考上南大，没啥搞不定
的。”

“能考上南大，没啥搞不定的”

擦完书架，她最先摆上了心爱的“肖邦”

新生报到肯定是件大事，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不少家庭都是全家总动
员。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生小
徐的奶奶告诉记者，全家一大早从兴
化开车过来了，带来的东西一趟搬不
完，爸爸妈妈还在搬运中。“东西搬完
我们就回去了，孩子虚岁18，以前从
来没出过远门，他爸妈也挺不放心
的。”

“你们还带了无线路由器？学校
应该有网线吧？”旁边一位来自海南
的家长郭女士顿时有点不放心，“不
行的话只有靠娃自己了，我们大早来
的，等会儿就回去了。”郭女士告诉记

者，不能亲眼看看孩子的生活环境，
跟孩子一起逛逛心仪的大学，多少有
点遗憾。

“来了来了！儿子我们在这边！”
南大理科实验班新生陈同学从家人
手里接过了新买的水桶、脸盆和饭
盒，旁边的志愿者学长接过了大包被
褥。小陈的妈妈告诉记者，这次全家
总动员，爷爷奶奶也一起提前两天来
了南京，“奶奶早有准备，暑假期间特
训了洗衣服等家务，孩子到了独立的
时候了。”一旁的奶奶笑着说，“这些
家务活儿以前上学从没干过，现在看
他自己啦！”

“不能看看孩子生活环境，有点遗憾”

家长在宾馆订房间准备随时“救急”

儿行千里母担忧

9月 6日是南大本科
新生报到的日子，一幕幕
温情“小别离”在南大仙林
校区南门口不断上演：因
疫情防控，家长不得进校，
学生入学报到，宿舍铺床
等流程全都得自己完成。
不少不放心的家长站在南
大校门口久久不愿离去，
还想多看孩子一眼。然
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
堂名为“自立”的入学先导
课，新生们完成得都挺不
错，套枕套、铺床、挂蚊帐，
样样都来得。扬子晚报/

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摄影 佘治骏

南大开学第一天，上演“小别离”
因疫情防控家长不能进校，新生独立完成铺床等“自立”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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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自立”都不错

体彩·情报站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MEI RI CAI XUN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双色球”（第2020086期）
红色球号码：2 4 6 15 24 27
蓝色球号码：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7注 7452652元
二等奖 117注 183424元
三等奖 1870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8315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0201期）
中奖号码：1 3 7 10 11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85注 2337元
二等奖 4185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57万元。
福彩3D（第2020201期）
中奖号码：9 4 2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493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670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196万元。
体彩“7位数”（第20115期）
中奖号码：5 8 5 3 5 1 4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1注 5000000元
一等奖 5注 8616元
二等奖 49注 1758元

体彩“排列3”（第20200期）
中奖号码：0 2 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223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744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200期）
中奖号码：0 2 3 1 7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21注 100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0 年 9月 5日江苏中奖注数

91798注，中奖金额1827175元。

体彩大乐透
开出19注一等奖

周六晚，体彩大乐透
开出19注一等奖，包括4
注1058万追加投注一等
奖和15注 587万余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当期开奖
过后，奖池金额达8.17亿
元，敬请关注今晚新一期
的大乐透开奖！（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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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外校门外，，家长们依依不舍家长们依依不舍
新生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学校新生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学校

小童在宿舍铺床、挂蚊帐，收拾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