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金海岸副刊 窑

本报讯（记者 孙艳敏 吴秋婷 王凯悦 尤怡琳 顾晓娜 周
园园 张欣悦 刘紫晨）
“新同学，
河北科技师院欢迎你！”9 月
4 日，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迎新大幕全面拉开，平静了一个暑
假的校园倏地沸腾起来，
来自全国 24 个省（市、
自治区）的
5485 名新同学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怀揣梦想跨进梦寐以
求的科师校园，
开启一段崭新的旅程，
谱写人生最美的华章！

休息室内皆配备有空调和饮水机，休息室循环播放学校宣
传片和爱国影片，
并有现场志愿者为家长提供咨询等服务。
干净整洁，
凉爽舒适……于微细处见精神，河北科师迎新细
节处处彰显着人文关怀。
“科师人性化的新生接待工作，走
进科师，
的确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作为家长，我们很感
动。”
一位正在休息的家长激动地说。

天高云淡，
丹桂飘香。热烈、
欢悦而蓬勃的气息弥漫到
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鲜红的条幅、
创意的招牌、
热情的服务，
灿烂的笑颜、飞扬的青春、斑斓的憧憬，
交织成一幕幕动人
的诗篇。迎新师生员工的一腔热忱，
校车迎来送往的及时周
到，
入学报到注册的高效快捷，
一抵达学校即可入住公寓的
方便舒适，
充满人文关怀的温馨体贴，
令新生及其家长们心
生感动、
啧啧称赞。
为切实做好我校 2018 级新生入学工作，为新生和家
长营造一个“热情、周到、安全、便捷”地接待环境，做到让
学生家长放心，学生安心，帮助新生更好地适应崭新的大
学生活，同时充分展示我校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学校提
前召开各部门迎新生工作联席会议，
对迎新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为使各项后勤保障措施落实到位，确保迎新工作顺利
进行，
学校后勤部门全面安排，
营造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
精心准备，
提供舒适贴心的宿舍服务；加强监管，提供安全
放心的餐饮服务；
高度重视，
做好迎新期间的安保工作；全
员动员，
提供亲切暖心的后勤服务。
迎新首日，全体校领导便亲临三个校区看望新生及其
家长们，
慰问参加迎新的工作人员、
志愿者。校领导走访了
新生手续办理点，与正在等待办手续的学生和家长亲切交
谈，询问了新生报到
后的感受以及家庭情
况，校领导嘱咐新生
在报到的过程中有困
难要及时找工作人
员，确保报到的过程
顺利完成。在学校各
院（系）新生报到处，
校领导详细询问了迎
新工作的情况、各专
业新生报到人数和百
分比、相关入学手续
办理情况，同时对忙
碌在迎新工作一线的
师生表示感谢。校领导详细询问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和遇
到的困难，
感谢他们为学校迎新工作的辛苦付出，
并叮嘱他
们注意休息，
保重身体。
“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一定要保证
—这
每一个困难的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
——
是河北科师一直坚守的承诺。新生报到处，
“新
生入学绿色通道”
字样十分醒目。近年来，
我校
加大力度多渠道宣传“绿色通道”政策，多措施
落实，
力争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同
时，
学校将在新生入校后，结合每一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灵活采取不
同的资助措施，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国家助学
贷款、
勤工助学等，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资助，
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安心、生
活无忧，
实现全过程育人。
今年新生入学期间，各校区如往年一样开
放了学生家长接待室，
记者走进接待室发现，
各

“学校的优质服务，
学长的耐心解答，
校车的便利接送
……美丽的校园，
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一切都是我们
梦想的样子。”
这是来自外国语学院英本专业朱文泰同学对
科师的第一印象。他说没上大学之前，
听很多人说上了大学
之后就没人管了，
但他一走进科师校园，
不但有老师指导办
理报到相关事宜，
而且还得到了众多学长的热情帮助。
“各单位要以热忱的态度，为新生及家长提供优质的服
务，
做到让新生和新生家长满意和放心。”校党委书记靳占
忠在迎新现场强调。一如往常，
我校延续着科师人热情的优
良传统，各个院系积极行动,在各校区迎新生报到处, 带有
专业特色的迎新标语极富鼓动性和感召力，为新生发放开
学的相关材料,以及办理入住手续等。从走进校园到院系报
到点，
再到学生公寓，
处处涌动着迎新人员忙碌的身影。走
在科师的道路上，经常能够看到大二大三的学长向新生和
家长介绍着学校的设施等，
帮忙搬着行李，或许只是小小的
举动，
却足以让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子感受到一丝温暖。这些
来来往往不停的走在校园的志愿者们，
用礼貌的话语、热情的服务温暖了学弟
学妹。
记者询问了其中一位志愿者同学，
他说，
当年大一刚走进校园的时候，
也有
学长带着他
去宿舍楼，
向他介绍学
校的设施和
基本情况，
让他不至于
刚进学校就
一头雾水。
如今，自己
也成为学长
了，自己将尽所能及帮助学弟
学妹们更好更快的适应大学生
活。经过一系列的采访，
我们看
到了一种传承，那是科师人美
德的传递，
一届一届的传递在科师的校园里。
按照迎新方案，今年学院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的同
时一并发放报到须知，
明确新生入校需要办理的手续，
公布
各项事宜咨询电话。在学院迎新处设立简介展板，
全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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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基本情况，院（系）领导以及新生
辅导员更是亲临迎新现场，协调新生
接待工作，
与家长亲切交谈，
询问新生
家庭情况，
勉励新生入学后好好学习，
用优良的成绩回报家长和社会。院学
生会成立
“迎新生志愿服务队”
用师哥
师姐的热情、志愿者的爱心去迎接每
一位新同学的到来，新生领到一卡通，
拿着行李去自带备品检测，走进公寓
里属于自己的那扇门……在有条不紊
的引导和贴心帮助下，愿每一位新生
初遇科师，便一见倾心。
“未进科师门，先感科师情。”
迎新
期间，负责迎新工作的老师和大学生
志愿者早早等候到火车站，在车站出
站口设置了迎新点和简单的临时安置
处，为经历了长途奔波的新生和家长
们省去诸多麻烦，向广大新生家长展
现了科师人的热情，向奔赴异乡求学
的莘莘学子传递科师人的温暖。
“早上四点就起来接站了,虽然累,
但是心里却非常的高兴。”
一位志愿者
说道。志愿者的亲情引导,热情服务,让
新生有一种家的温暖,也正是这群可爱
的志愿者, 使新生的报到更加安全有
序,使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老一代的科
师人用热情缓解着新一代科师人对陌
生环境的担忧和不安。
“金秋九月 科师喜迎八方莘莘学
子”
“敏学修身乐业创新 培养全面人
才”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圆成才梦；
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做实干家。”在
迎新场道路两侧，整齐划一的悬挂着
迎新标语，
创意迭出的各式展版，
服务周全的新生导航，与
熙来攘往的人流交相辉映，
交织成一道道游走的风景。科
师团委、
学生会、各社团和志愿者服务队纷纷张开双臂，
以
各自特有的方式欢迎 2018 级新同学的
到来。
今年的迎新活动，方方面面展现了
新时代科师人的风采，也将我校多年来
的校训以及传统美德展现的淋漓尽致。
随着文明城市的开展，学校也努力改进
各方面条件设施，
大力宣扬社会主义价
值观，
进而也为今年的迎新工作起到了
不可估量的作用，
向全校师生及新生家
长充分宣扬我校敏学、
修身、乐业、创新

的姿态。
2018 年 ，我
校圆满完成全国
24 个省 （市、自
治 区）5485 名本
科 生录取工 作。
从录取情况来
看，今年我校生
源质量继续稳步
提升。河北省本
科一批新增英语、
财务管理等 5 个专业，
在文理科计划均大
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文科录取最低分仍高出省控线 10 分，
理科录取最低分高出省控线 19 分；河北省本科二批文科高
出省控线 107 分，
理科高出省控线 126 分，录取分数稳居省
属同类高校前列。外省生源质量也稳步提升，
黑龙江、
辽宁、
内蒙古、
天津、湖北、安徽、四川、
山西、
山东、广西等省份一
志愿投档分数均高出省控线 40 分以上。
“之所以选择河北科师，
我认为科师在省内有着很高的

知名度，
社会声誉也很好，
再有就是美丽的校园坐落在美丽
的秦皇岛这个滨海城市，
这一切的一切都足够吸引我，
尽管
自己对所学专业还是一头雾水，
但是以后会加倍努力，
争取
做到最好。财经学
院 2018 级 新 生 刘
璇面对记者侃侃而
谈。
张朋鑫，一个
来自邢台的小姑
娘，
9 月 4 号中午，
她和父母准备去逸
夫楼休息时，记者
采访到了她。她是
城市建设学院城乡
规 划 专 业 的 学 生，
对于刚入学的心
情 ，她说 ，很 开心，
有点激动，对以后
的 学 习 充 满 期 待。
虽然对专业不太了解，
但她有信心，通过努力学习让自己变
得更好。
大学梦，
已成现实；
新起点，梦在何方？刚刚结束了 12
年寒窗苦读的学习生涯，
2018 级新同学将迎来新的转折
点，
在大学中书写另一段人生。2018 级新入学的你们，
可能
对以往的生活还充满不舍和遗憾，或许对大学还感到彷徨
和迷惑，
但是没有关系，
科师将慢慢指引你们走向未来，
慢
慢品味大学独特的魅力。踏上科师的土地，成为科师的一份
子，带着初入大学的热情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度过四
年大学生活。
河北科师的师长们希望新同学：在
“敏学、修身、乐业、
创新”
八字校训的浸润和打磨下，
坚持自律、
主动学习、
怀揣
梦想，在专业素养、实践能力、
人格魅力这三方面全面成长；
做有能力、
有格局、有
“家国情怀”
的青年人；做引领未来中
国发展的青年人！
祝福你们，
2018 级新同学！愿你们满载梦想，
从河北科
技师范学院扬帆起航，
展翅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