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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举办首届新媒体文化节
汇报演出暨元旦晚会
本报讯（记者 孙艳敏）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26 日，在校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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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的指导下，
我校新媒体工作室先后在昌黎、秦皇岛和开发区
三个校区举办首届新媒体文化节暨元旦晚会。
我校新媒体工作室成立一年多来，在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围
绕
“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科师精神”的主题，积极展示科师严谨的教
学风貌，向上的学子气质，在社会平台推广科师发展成果，打造了
具有科师特色的新媒体矩阵。而以新媒体工作室为平台举办的新
媒体文化节致力以多元的文化形式展示了我校学子昂扬蓬勃的朝
气与风采，
进一步宣传了以文化为基本的生产力，在文化洗礼中迎
接未来的文化精神。
在昌黎校区举办的新媒体文化节元旦暨颁奖典礼晚会上，校
党委宣传部、机电工程学院、食品科技学院、园艺科技学院等单位
负责人与 1400 名学生共同享受了一场文艺盛宴。晚会对在本次
文化节有奖征文、班徽设计和创意视频活动中的获奖作者进行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
‘有趣’
的人”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昌黎校区校大学生自律委员
会主席苏国旭这样说道，
此时他眼角的笑意，
温暖了昌黎这个来得有点早的冬季。

表彰。

秦皇岛校区举办的第一届新媒体文化节暨元旦晚会节目丰富
多彩，
精彩纷呈，有社团的舞蹈歌曲，有新媒体成员的小品表演，还
有紧张刺激的游戏。pk 式的活动安排使得整场活动气氛热烈而欢

初入时懵懂 渐入佳境

快。

时光荏苒，
飞溅似梭，
仿佛一切只是瞬间，
他已是学长，
不再是那会儿带着童话初涉

在开发区校区举办首届新媒体文化节汇报演出暨元旦晚会

大学的小学弟,刚毅的脸上带着丝丝成熟。恰同学少年，
正是意气风发。可是每个人都会

上，
校党委宣传部、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文法学院等单位的负责

有曾经初入大学校园的那个回忆，
那份青涩的念想。流年无恙，
光阴留香。

同志为开发区校区文化节中创意视频、校园好声音、征文寄语、海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植物保护专业，
曾经的那个少年，
如今的校自律主席苏国旭也

报设计、
摄影作品、漫画作品六个板块获奖同学颁奖。五位好声音

不例外，
走过了大一大二，
留下了无数的美好。他也曾天马行空过，
他说他想象中的大学
是有很多空余时间的，
可是现实中的大学是被很多很多的事情围绕着的，
他也曾幻想大

歌手忘情演唱，层层角逐，更有外国留学生热情参与一展歌喉，展

学可以有自由，
可以无拘无束的。却发现自由也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初入大学，
那份懵
懂渐渐使他明白大学是一个舞台，
可以随意挥洒汗水，始终是在舞台上，却有那么一份

各校区晚会结束了，但是感动并没有结束，精彩也远远不止于

示中外友谊。
此，
这次活动对新媒体来说，
不仅仅是一种认可，
更是一种激励。组

制度。俗话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
在这个现实主义社会里，
无论做事还是交友都会有一

织者表示，希望新媒体工作室能够如鸿鹄展翅般飞得更高，更远，

种潜规则在无形之中推动着我们，
我把这种规则称为
“游戏规则”
。或许你会说：
“你这是

更精彩!

谬论，
这是在乱说人生！”
其实不然，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游戏。初
入大学的那个少年带着那一份懵懂，
走到了现在，变得成熟，那些懵懂渐渐消逝在眼角
的笑意中。

风云渐起时 恰同学少年
恰同学少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众所周知，
我们进入大学之后离不开的话题是社团活动，
因为
许许多多的大学生都将加入社团、
参与形形色色的社团活动视为不可多得的自我能力锻炼、
实践的机会。
当我们问及为什么要加入校自律这个组织时，
苏国旭学长脸上的笑意加深，
仿佛是在回忆那些当初
的小美好。他这样说道：
“我加入校自律是一个偶然，当时看着那些校自律的学长学姐有一种亲切的感
觉。”
有时偶然是可以成就必然的。正是那样的感觉，
他结识了那些好兄弟，
拥有了人生中无法言喻的美
好。
苏国旭学长跟我们分享了他大一在校自律时的点滴。
同时他的睿智和坚持使我们感动，
他告诉我们：
任何回报都需要付出，
部长下达的任务一定会按时完成，
而且自己是一个男生，
不会有多累的。正是这样
的乐观，
坚持，
感动了我们。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他认为自己要做一些部长没有下达的任务，
想的更
多，
做的更多，
才会被赏识。是啊，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任何人都不会甘于平庸，
相信学长的经验会
给学弟学妹们很多启迪。
生活就像万花筒，
人生就像七彩虹，
让你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着实，
人生是矛
盾的交织，
也是无奈缱绻。
在纷繁复杂的一生中，
每个人都由无数个矛盾和无数个无奈演变交织着。
让平
静地生活起波澜，
又使波澜地生活趋平静。而大学生活也会不可避免的出现矛盾，
组织和学习的冲突也
会上演。
时间在悄悄的流逝，有时候组织的工作和学习出现了矛盾，对于这个问题，苏国旭学长说:学生工
作，
以学为主，
如果有冲突，
先学习再工作。
在不耽误学习的前提下，
把工作做到最好。
是啊，
学习，
一个学
生的本分，
任何学生都要牢记的守则。风云渐起时，这个少年选择了以学为主，
而同时作为校自律的主
席，
苏国旭学长把工作做到了最好。风云渐起，
恰同学少年，
苏国旭学长无愧他的学习和工作。

兢兢业业 自律一家人
自律对外是一个检查性质的组织，
而作为校自律的主席，
肩上的责任是不言而喻的。苏国旭主席要
求在工作之前，
首先要和谐相处，
向兄弟姐妹一样，
自律一家人。但是在任何工作上都要严肃，
对待工作
要有百分百的认真。正是在他的兢兢业业下，
校自律的所有成员都尽心尽力，
竭尽所能。大三的他，
带出
了校自律的独有风采。而总有一天他是要离开校自律，
当我们问及这个问题时，
他的态度是谁有能力谁
来负责，
不偏向任何一个人。正是他的兢兢业业，
才使所有人都信服。正是他的兢兢业业，
他们工作上是
上下属，
私下是兄弟姐妹。
作为一个管理者，
兢兢业业是他的态度。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尽更多的义务，
时
时处处不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为团队中的其他人做出表率。在现如今的社会中，
我们也不止一次的听到要
锻造鹰一样的个人，
熔炼雁一样的团队。如果把一个团队比作是一个舞台，
那么，
一个个团队中的管理者
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个主角。无论团队是大是小，
无论这个舞台是否绚丽多彩，
管理者同样需要在其
中演绎好自己的角色，
苏国旭主席的能力不容置疑。

不忘初心时 暖一段时光
时间好比手中的阳光，
看得见，
摸不着。
时间就像做梦，
醒来后便无法再入相同的梦境。
时间太瘦，
悄
悄地从指缝间溜走，
握也握不住。转眼间，
他已经大三，
不管当初因为什么原因进入的植物保护专业，他
都走到了今天。当我们问及这个问题时，
苏国旭学长说：
“没有转专业的原因是因为是我们团结的班级，
是在这个校区认识的所有朋友，
这是一种除了知识之外一辈子也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份纯真的友谊
足以令任何人羡慕。一起走到今天，
初心从未忘记过。
学生的最重要的还是学习，进入大学以来，苏国旭学长在学习上也有自己的一套独有的方法。
他说上大学我们可能没有百分之百的心无旁骛，但是该听的课一定要听，考试前一个月一定要投入
最大的精力。时如流沙，不要忘记最初的心。
大三的孩子，
总要为自己好好规划一下了，
苏国旭学长说他今后的打算是考取北京的研究生。男儿
之志，
远在千里。现在的他许下了这一份期盼，
他说他想以一种更适合的身份进入他梦想的城市。是啊，
北京，
无数人梦中的城市。既是一个充满欢笑又是一个会产生孤独感的城市。以一个考研者的身份进入
北京，
会有更好的资源，
会更接近梦想。
许一份期盼，
暖一段时光，
现在是为梦想奋斗的日子，
一个有梦想的人，
无所畏惧。他对梦的执着，
那
份坚持让我们感动，
众所周知，
考研是比较辛苦，
他笑着说不吃苦中苦，
哪能为人上人呀。那样乐观，
阳光
的微笑感染者每一个人。

镜片反转时 认真负责
每一个人都渴望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
镜片反转时，
别人眼中的苏国旭主席又是怎样的呢？校自律
副主席田佳旺学长说：
“旭哥是一个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工作之外又是一个随和爱玩的人,,但是在
工作上绝对是认真负责的，
这也是我需要学习的一方面。”
在别人的眼中，
认真负责是他的代名词。校自
律公寓管理部部员余佩阳同学说:“旭哥作为校自律的主席，可以看出来他非常认真负责，但是他该严
肃的时候严肃，
该幽默的时候幽默，
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苏国旭学长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了
今天，
一步步得到了认可。
风卷过树林，留下落叶纷飞，
阳光变换着强弱，
演艺着四季的轮回。我们在时间里总是在慢慢的成
长，
直到长成我们想要的模样。苏国旭学长身上的坚持，
认真负责，
他的幽默，
他的阳光势必会影响更多
的人，
同时他也在成长，
长风破浪，
青春无悔。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学生记者：
顾晓雪 何雅璇 杨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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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学锋）随着 2018 年新年的临近，我校各
二级单位举办了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主题迎新元旦晚会，
各单位师生共同用精心排练准备的节目，表达迎接新年到来
的喜悦和对新的一年美好期盼。
12 月 20 日晚，动物科技学院举办的 2018 元旦晚会在大
学生活动中心正式举行，晚会以“新时代，新希望，新征程”为
主题，学院领导、老师和同学们齐聚一堂，拉近了学生与老师
的距离，使大家深刻的感受到了学院大家庭的温暖。晚会不
仅锻炼了大一新学生会成员的办事能力，更让所有学生体会
到了家的温馨。
21 日晚，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在昌黎校区大学生活动中
心举办了以“接力奋斗中国梦，风起扬帆正当时”为主题的喜
迎 2018 年新年元旦联欢晚会。昌黎校区管委会、
学院有关领
导、部分学院教师、离退休教师代表及学院 1200 名学生等在
欢快喜庆的气氛中共同观看欣赏了晚会。整场晚会节目，
自始
至终凸显晚会主题，
全场充满浓浓的正能量。晚会充分展示了
青年学生多才多艺、
朝气蓬勃、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2 日下午，文法学院 2018 年元旦晚会在开发区报告厅
隆重举行。学院党政领导、各教学部主任、学工办老师与 400
多名学生欢聚一堂，共享盛宴，辞旧迎新。学院党委负责人登
台致词，与师生们分享了文法学院在过去一年取得的进步，
并向全体师生表示亲切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继续秉持良好的校风、学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不懈努力。整场表演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展示了当代大学生
的青春梦想与激情。
22 日晚，物理系于秦皇岛校区多功能厅举办 2018 年“物
聚新元·理溢华旦”元旦晚会，
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喜迎新年。
晚会上搞笑的小品、新颖的话剧表演、优美的古典舞、热情的
歌曲串烧，活力四射的雷人舞，将晚会气氛推向了一次又一
次的高潮。期间还穿插了神秘环节：冬至送饺子，
一盘盘热气
腾腾的饺子，为大家带去了冬日里真切的祝福。
24 日晚 7:00，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 2018 年元旦晚会于
秦皇岛校区多功能厅隆重举行。数信学院党政负责人、学生
工作负责人、学工办教师、班主任以及广大数信学院的同学
们参加了此次晚会。晚会在切合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以“走
进新时代，实现中国梦”为主题，充分发挥了数信学子们的才
华，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数信学院全体师生带来
了美好的新年祝福。
24 日晚，园艺科技学院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以“舞

韵歌盛世，园艺启新篇”为主题的 2018 年元旦晚会暨舞艺园
公演。晚会以绸舞向阳、
鼓声震震的《盛世欢歌》拉开帷幕。炫
酷热辣、动感欢快的表演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活力和青
年大学生心中对祖国的热爱。
25 日晚，财经学院在校多功能厅举办了以“财经—启航
2018”为主题的元旦晚会。学生处负责人、
财经学院领导和现
场 300 余名师生欢聚一堂，共迎新年的到来。师生精心准备
的舞蹈、歌曲、话剧、魔术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充分展示了财
经学院朝气蓬勃、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26 日晚上 7 点外国语学院 2018 年“逐梦远航”元旦晚
会在开发区报告厅顺利举行。来自不同专业年级的同学给
观众带来了一场美不胜收的视觉、听觉盛 宴，同时也展现
了外国语学院博古通今、贯穿中外的特点。本次元旦晚会
继承了外国语学院以往的优良传统，并加入了文化新元
素，充分体现了同学们朝气蓬勃的精神。在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之余，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文化导向，为同学们开拓创
新提供新途径。
26 日晚 7:00，工商管理学院“欢喜迎元旦，开心过大年”
2018 年元旦晚会于秦皇岛校区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学校离退
休办及学院 400 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晚会。晚会上老干部模
特队表演时装模特秀和炫酷抖空竹赢得了现场观众最热烈的
掌声。古筝独奏、
沙画表演以及小品等一系列节目将晚会推向
了高潮。此次晚会为广大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
台，
寄托了工商管理学院师生对 2018 年的美好愿景。
28 日晚，机电工程学院在昌黎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
了以“铭初心 共奋斗 书新篇”为主题的 2018 年元旦文艺晚
会。昌黎校区管委会、学生处、
寓管会、学院有关领导、离退休
教师代表及学院 1600 余名学生共同欣赏了晚会精彩的节目。
党委负责同志以一首诗朗诵《我的祖国》作为新年致辞，来表
达对同学们的希望，对新年的祝福，
对祖国的热爱。晚会上师
生们用精彩的节目，展现了学院师生的精神面貌，表达了迎
接新年到来的喜悦和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
28 日晚 7 时，城市建设学院“缘纳城建，燃芯此时”元旦
晚会在多功能厅拉开帷幕。院长的祝福语温暖大家，嘉宾和
观众热情高涨。晚会节目形式多样，劲爆的舞蹈、欢乐的相
声、幽默的小品、神秘的魔术，让现场的领导老师和全体同
学笑声不断。本场晚会，不但给同学们一个展示自我的舞
台，也给师生们带来了一次视觉盛宴，同时也预祝了新年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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