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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国际志愿者日”河北科师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于明来）12 月 5 日，校党委书记靳

化资源等等，
众多资源为扶贫所用。3、
树立科学的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学锋 史恒）2017 年 12 月 5 日，在第

动，
进一步浓厚了该校志愿服务氛围，提升了大学生的社会责

占忠，党委副书记、校长王同坤，党委常委李佩国，青龙

成效观念。首先做到扶贫工作队自己问心无愧，其次是

县党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马立峰，在校党委办公室、组

追求最佳扶贫效果，
三是民心所向。把经济脱贫与精神

32 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我校近千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

任感和服务他人、
服务社会就是服务自己的意识。
近年来，
我校各级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行动，志愿服务活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展示了我校大学生的良好精
神风貌。
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在校园里举办了
“弘扬志愿精神，播撒
爱心火种，共建和谐社会”的签名活动，并在多功能厅举办了
“杜绝不文明行为”宣讲活动，倡导社会文明，弘扬志愿精神。

动和参与人次逐年递增，重点开展了“学雷锋”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
立足校园服务师生志愿服务活动，大型赛会志愿服务活
动，义务献血志愿服务活动，进社区开展关爱特殊群体、政策
理论宣传、教育帮扶、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
、文明创城等志
愿服务活动，
展现了科师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为精神文明建

织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到该校帮扶村陈台子村调研

脱贫相结合，
实现全面脱贫。4、
要树立必胜信念，
打好脱

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助推我校精准脱贫村年底成功脱

贫攻坚战。现在精准脱贫到了攻坚拔寨的关键时刻，
天

贫出列。

寒地冻，
条件艰苦，
驻村工作组要继续加倍努力，实干加

自 2017 年 11 月上旬以来，
青龙县全面启动了脱贫

苦干，
大家多方努力一定要确保年底脱贫出列。

退出工作，
并把 12 月份作为
“攻坚月”
，
立下了年底实现

王同坤对两个驻村工作组的帮扶工作给予了充分

脱贫退出的
“军令状”
。我校驻村工作组紧紧依靠当地党

肯定，强调精准脱贫工作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做

委政府，
目前已经完成了户 6 项、村 9 项的脱贫退出指

好，
既要做好眼前的工作，
又要做好长远工作。眼前的工

标，
得到了当地党委、
政府和村民的肯定。为了做好脱贫

作就是要做好与脱贫出列相关的一切准备工作，
确保按

退出检查、
验收和评估工作，工作组把需要完善的事项

时脱贫出列；
长远的工作就是村庄脱贫以后未来发展问

和档案材料列出了清单台账，
坚持问题导向，
倒排工期，

题，
一定要立足自身资源发展村庄产业，学校将在技术

连续奋战，
通过反复入户走访、
不断优化环境、完善档案

上给予持续帮助。他希望驻村工作组克服困难、
努力工

材料，正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坚韧的工作作风，克服困

作，
为两个村能顺利脱贫退出做出贡献。

难，
做好各项工作，
坚决打赢陈台子村脱贫攻坚战。
靳占忠结合当前工作实际要求工作组：
1、
工作组要

委书记王金宝在讲话中分别向我校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对青龙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并高度赞扬了驻村工作

发生变化，
提高自主脱贫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水平。2、
扶

组的敬业精神，表示将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确保年

贫工作中要善于整合资源，
包括智力资源、
环境资源、
文

底实现脱贫退出任务。

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在
学校的大力支持、
老师的精心指导和

很心急，但不自乱阵脚，用着“泰山蹦于前而色不变，麋
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的心态，
最终完美解决。

同学的不懈努力下，我校财经学院国

“巨贵队”
也发生过因意外触碰开关，
导致比赛时电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参赛队伍在

脑关机的状况，
她们重鼓士气，
不断坚持，
最终成功。两

2017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敏

支队伍在比赛过程中虽然也遇到过突发状况，
但她们不

学杯”
首届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中

放弃，
不恐惧，
镇定自若的心态，
是所有人的榜样。

拔得头筹，
荣获一等奖。在比赛中，
她

“就是要不停地练习练习”
，在提及可以对以后的

地的精英自信满满，坦坦荡荡、落落

参赛者们传授的经验时，
她们这样如实说到。没错，
世上

大方地展现了科师学子过硬的知识

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练习练习再练习，
看似枯燥无味的

能力和卓越的团队精神。

重复，
收获不断超越自我的欣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我想她们做到了
“不放弃”
。的确，
初赛时系统比较卡，
心

本次竞赛的赛制分为预赛、全国

态一定要好，
正是她们沉着冷静，本着不放弃的原则，才

总决赛、全国精英赛三个阶段，参赛

得以坚持到最后，
并最终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她们相

队伍经过预赛的选拔晋级决赛，决赛

信，
只要坚持下去，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巾帼秦商”
团队获得一等奖并晋级全国精英赛，且

并远赴石家庄进行最后的巅峰对决。
学
生 我校派出 80 余人参加预赛，在一系
记 列激烈的角逐后，最终确订 10 位选
者
冀 手组成两队参加决赛。
微
由赵文萱、申光琪、龚家静、豆建
微
荣、
任伟同学组成“巾帼秦商”队。因
曾
，
诗 为队伍成员均为女生故唤作“巾帼”
贤 “秦”寓指“秦皇岛”
，
“ 商”则有“跨境
才 电商商人”
的含义。另一支参赛队是
卓
由李雪梅、关小雨、路晓楠、闫艳敏、

在全国精英赛中力压群英，
取得如此傲人成绩纵使骄傲

□

一等奖将获得全国精英赛的入场券，

:

张珊珊为成员的
“巨贵队”
，沿袭了实
比赛分为电商知识竞赛、速卖通
平台实训操作、
阿里巴巴平台实训操
作、亚马逊平台实训操作，四个项目

都在第一时间回复，
期间对她们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可想
而知，
毋庸置疑。其次就是感谢整个团队，
历时两个月的
激烈角逐中必是少不了坎坷与艰辛，
团队中有的人时间
上可能安排不过来，
其余人就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更多
的任务，
偶尔也会有人感到疲惫想要松懈，
一路行来，
大
家互相鼓励，
共同勉励，
一起努力。只有团队协作好，
才
会走的更远。此外，
她们无比感谢学校的大力支持，
对每

感谢自己的努力。与此同时，
她们也感谢参赛的所有人，
大家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
经过这个比赛，
她们收获了很多，
能力得到了提升，

人成相叠加记作该队最终总得分，这

一步查缺补漏，也给未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现在社会

将意味着，队中成员都必须全力以

鼓励呼吁大学生自主创业，
以后完全可以考虑这个方面

赴，因为每个人的成绩，都将可能影

的创业。而且因为比赛把团队中每个人的利益得失绑在

响到团队的总成绩。而比赛的形式是

一起，
不知不觉间，
团队协作能力得到了飞跃，
每个队员

在软件系统上进行测试，由于系统仍

间的一种协调，会把大家凝聚到一起，而这种凝聚力正

不完善，存在网络限制等因素，比赛

是平时相对欠缺的。各方面能力，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慢

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卡顿现象，这更是

慢磨练，
缓缓提升。
参赛团队都不是电商专业，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初次

在准备比赛阶段，两支队伍进行

接触这些，
所以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只要足够努力，一定

了大量的练习。比赛项目中，
最让两支队伍头疼的是阿

获益匪浅。正如她们所说，
“不要被条条框框所限制，
不

里巴巴平台实训操作中的外贸单证的填写，
其中包括报

要害怕那些高层次的院校，大胆参加，在这个过程中你

检单、
报关单在内的单证涉及大量的英文描述和专业术

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多了不起，就算你是一个二本学

语，
对英语的要求极高。两支队伍开始在相应的练习平

校的学生，
也没有比他们差到哪里去，
只要足够努力，
就

台上下载相关资料，
对资料逐词翻译不断练习。但临近

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踊跃报名，
没准就成功了呢。”
这

决赛，
在专业课还未学完，单证填写仍不熟悉，指导老师

是第一届，还处于摸索状态，如果这个比赛能在咱们学

在外出差的情况下，和在火车上的老师取得联系，在经

校一届届传承下去，肯定会从上届选出成绩好来做辅

管中心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不断地解决问题，查漏

导，
所以会更有优势。她们尚且如此，
我们又岂能退缩？

生所具备的良好的综合素质和百折不挠的吃苦精神。

◆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的志愿
者们还发挥专业特长在逸夫楼 A108
教室举行了义务维修电脑活动，受到
同学们的普遍欢迎。

个赛段的报名费的支付。学校对她们有信心，
她们也没

个人有所突破，国际贸易实务、电子商务等课程可以进

补缺，
反复训练，
攻克难关。同学们深刻地体现了科师学

◆ 工商管理学院的同学们来到老干
部活动中心，
打扫活动场地的卫生，
用实际
行动弘扬敬老爱老、
服务他人的志愿精神。

和王艳文两位老师，
一直陪伴、
带领、
指导着，
无论多晚，

进行考查，
按照五人中得分最高的三

选手的耐心和心态的比拼。

◆ 城市建设学院的志愿者们利用课间为匆忙奔
波于教学楼之间的老师和同学们掀开门帘，
还有的同
学拎着水壶为教室里上课的老师送上一杯热水，
在气
温骤降的天气里，
他们的志愿行动给带去了温暖。

也人之常情，
然而，
她们却只有满心感恩。最感谢邱凤霞

有让学校失望。自然，
也感谢平台，
给予这个机会。最后，

习时的名称。

◆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在校
园里举办了
“弘扬志愿精神，播
撒爱心火种，共建和谐社会”的
签名活动，并在多功能厅举办
了“杜绝不文明行为”宣讲活
动，
倡导社会文明，
弘扬志愿精
神。

耐人寻味，
安之若素

们遇到繁杂的考题沉着应对，面对各

她们说到“虽然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比赛，但咱们学
校这样的比赛有很多，这也不算是最好的一个，没有觉

由于两支队伍中有国经和国本跨专业组队现象，
队

得自己多了不起，感觉很平常”
，没错，这是一个全国性

伍的凝聚力和默契度需要不断地磨合。当问到在准备比

的比赛，
但在她们眼里也只是一个比赛而已。无论结果

赛的过程中是否发生过口角。
“没有口角”
，
来自
“巾帼秦

怎样，
既不能妄自菲薄，
更不能负才傲物，
保持一颗平常

商”
的赵文萱笑着揶揄道
“其实也有过对问题的理解不同

心。过程无愧于心，
结果忽略不计，
荣誉已成过往云烟，

的时候，
但大家通过沟通和商量，一起解决难题，
五个人

前路漫漫，
努力依旧。

校

园

要

◆ 体育系志愿者们以“感谢‘他’和
‘她’
”为主题，为劳碌了一天的老师们保
健按摩，
受到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 物理的志愿者们来到海边，
开展了
捡拾海边垃圾志愿服务活动，虽然天气寒
冷，
但这并不能抵挡志愿者们的热情，
同学
们有序地将垃圾放入提前准备好的垃圾
袋，
并将垃圾袋投入到对应的垃圾筒中。

闻

○秦皇岛市立法研究咨询基地签约暨揭牌仪式在我校举行
2017 年 12 月 6 日，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与我校合作建立的
“秦皇岛市地方立法研究咨询基地”签约暨揭牌仪式在我
校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辰彦、副主任曹玉宝、秘书长杨守勇出席签约揭牌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辰彦和校长王
同坤共同为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揭牌。校党委副书记宋绍富、党委常委李佩国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法学专业师生 200 余人
参加了签约揭牌仪式。

茵秦皇岛市党义志愿者公益服务中心成立大会在我校召开

12 月 4 日，秦皇岛市党义志愿者公益服务中心成立大会在我校多功能厅隆重召开。秦皇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
战部长刘文萍刘文萍、沈汝波和校党委书记靳占忠为中心揭牌。刘文萍在致辞中代表秦皇岛市委书记孟祥伟向中心成立
表示热烈祝贺，要求全市公益组织和广大志愿服务者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坚定信心、克难奋进、开拓创新，全面
推进富有秦皇岛特色的志愿服务事业，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在港城内外发扬光大，为促进我市经济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授予我校工商学院“弘扬雷锋精神，做新时代先锋”锦旗。

茵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团中央表彰

近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对在 2017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体和个人
进行通报表彰。我校学生会组建的“无毒人生健康生活”禁毒防艾实践团获“2017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荣誉称号、园艺科技学院“新绿州”社会实践团获“镜头中的三下乡”
“优秀报道奖”，我校教师
赵丽亚获“2017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荣誉称号。

茵财经学子获河北省本科院校会计技能大赛团体一、二等奖

12 月 2 日，由河北省教育厅主办，河北地质大学承办，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河北省 2017 年“新道杯”高等学
校会计技能大赛在河北地质大学隆重举行。我校财经学院选派的两个团队分获本科组一等奖和二等奖。

茵我校学生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创佳绩

近日，2017 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名单正式公布。我校获得河北赛区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的优异成绩。

茵我校《学报》影响力指数及影响因子大幅提升

据中国知网近期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2017 版》报道，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
报》在全国高校 423 种自然科学类学报中，2016 年度影响力指数（CI 值）综合排名列第 113 位，与上一年度位次前移了
162 名；影响因子 0.528，较前几年（0.25--0.36）明显提升，达到了创刊以来的最高值；在河北省高等院校学报类期刊中，
近几年一直保持着较好的优势。在省内 20 种自然科学类学报中 2015 年度省内排名第 8 ，2016 年度省内排名升至第 4。

茵我校在全省反邪教新媒体作品大赛中获奖

凑在一块儿激烈地讨论，
这种感觉特别好，
也能学到不少东西。虽然我们队伍是由来

近日，河北省委防范办、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反邪教协会对河北省高校反邪教新媒体作品大赛获奖作品予以表彰，
我校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学生李佳鑫的作品获得一等奖；工商管理学院教师李凡的作品获得二等奖；文法学院教师陈
诚、工商管理学院学生谷情的作品分别获得三等奖；食品科技学院教师王振、工商管理学院教师李鑫娜、园艺科技学院学
生张亚茹、园艺科技学院学生宋子行等人的作品获得优秀奖。我校反邪教协会秘书长、学生处负责人宋文华获优秀组织
者奖。

自不同专业的同学组成，但我们配合得很
好，
比赛过后，
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金鼓连天，
刀光剑影
本次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中电商

茵河北省高校“世纪之星”外语演讲大赛在我校举行

知识赛后，
速卖通平台实训操作侧重于考

11 月 18 日，由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河北省高等学校第十八届“世纪之星”外
语演讲大赛在我校开发区校区隆重举行。我校参赛选手高洁获青年英语教师组一等奖，意大利语专业黄磊获非英语专业
学生组一等奖，应用英语专业王帅获高职学生组一等奖；顾庆媛获青年英语教师组二等奖，宋迁获英语专业学生组二等
奖；刘晨曦获青年日语教师组三等奖，孙萌泽获英语专业学生组三等奖，汉语言文学专业张子睿获非英语专业学生组三
等奖，魏可欣获日语专业学生组三等奖。我校荣膺大赛组优秀组织奖。

察上传产品、发货能力、阿里巴巴平台实
训操作则是在上传的基础上填写单证、
最
后的亚马逊平台实训操作需要对参赛者
物流发货等发面事宜的进行测试。在比赛

茵动物科技学院荣获全国技能大赛二等奖

过程中，
“巾帼秦商”
队曾遇到临考试不到
十分钟，突然发现突发问题，五位姑娘聚

10 月 27 日至 29 日，由教育部动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动
物科学专业技能大赛落幕，我校动物科技学院代表队荣获二等奖。

在一起对问题召开紧急小会，
虽然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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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青龙县党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马立峰、大巫岚镇党

善于提高群众的内生动力。通过帮扶这个外因催化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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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学院志愿者通过一系列服务师生、奉献社会的公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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