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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艳敏 学生记者 王月颖 袁凯静 尹梓萌 吴俊杰 顾晓娜 冀微微）2017 年 9 月 12
日、
13 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 6223 名 2017 级新同学走进科师，
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校园一下子
热闹起来！熠熠光辉下，
科师人又增添了一批全新的血液，
稚嫩的面庞，
期待的目光，
一个全新的世
界在新生踏入科师的大门瞬间打开了。在他们的脸庞上，
有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
对未来学业的展
望，
对校园环境的好奇，
对亲人的无限眷念。

温情科师人 满满全是爱
为切实做好我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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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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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让一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是河北科师坚守的承诺；对于每一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仅
“招进来”
，
更要
“培养好”
是河北科师坚持的理念。2017 年，
我校继
续加大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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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期间，
我校在各校区设置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
，
帮助新生答疑解惑。新生
入校后，学校也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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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过去相同的是，每天都有安排学校校车以及志愿者和各个校级组织人员前往各
大火车站迎接科师新生，火车站上举着的科师牌子和简单的安置处，为经历了长途奔
波的新生和家长们省去了诸多麻烦，
向广大新生家长展现了我们科师人的热情，向奔
赴异乡求学的莘莘学子传递了我们科师人的温暖。
每一个走进科师校门的新生，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自己所在院系，各学院在校
门口都搭建了迎新处，
为新生入学提供最快捷方便的方式。迎新三天中，
每一个坐在迎
新处的学长学姐都耐心的回答新生和家长的问题，三天的时间，或许一个问题他们已
经回答了上百遍，
但是他们依旧保持着微笑，或许同一个方向他们已经指了上千次，但
是他们依旧保持着耐心。不仅仅有学长学姐在迎新处，各院系的老师领导也是热情参
与进来了，他们保证着每一位新生的权益，助学金贷款，入学证明等等，只要家长学生
需要，
老师都耐心的开出证明并带领他们前往规定地点办理手续。每一位学生老师，
都
忙忙碌碌了三天，
为科师的迎新活动做着或多或少的贡献。
与往年不同的是，
这一届的新生入学我们更加的人性化和效率化。大一新生不再
需要使用临时卡，
而是直接使用一卡通，
这也方便了提前到校的新生在学校生活，这样
的人性化和效率化完美展现了科师风采，
让新生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的大学生活。与此
同时，
缴费，办卡等设施也更加完备，
不仅有人员的宣传，
并且还能够与各个院系沟通，
让新生更加便捷快速的完成入学手续以及一系列的生活设施添置。

圆梦科师 阳光照亮前路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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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帮助新生更好地适应崭新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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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充分展示我校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学
施，
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而也为今年的迎新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校提前召开各部门迎新生工作联席会议，对
向全校师生及新生家长充分的宣扬我校敏学，
修身，
乐业，创新的姿态。
迎新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从“录取通知书”
到“人生答卷”
，
对科师而言，迎新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师生口中的
9 月 12 日上午 8:30，
学校党委书记靳占忠，
党委副书记、
校长王同坤，
党委副书记宋绍富，
党委
“迎新周”
和
“迎新月”
。科师将推出入学教育、
专业教育、
相关知识培训等一系列迎新主
常委、
副校长郭国维，党委常委李佩国，副校长杨越冬，副校长张福喜，
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孙雪莲
题教育活动，
“全过程育人”嵌入迎新工作的各个环节，新生服务
“向前”延伸，新生教育
分别在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下分校区到我校新生报到现场走访慰问并检查指导新生入学工作。 “向后”
拓展。
在秦皇岛、昌黎、开发区三个校区的迎新现场，靳占忠、王同坤等校党政领导逐一来到各院
深入新生宿舍嘘寒问暖、
举办新生家长及新生代表座谈会、
开展新生入学教育暨开学典礼、
开展新生专业教育、
组织学生参观学校校史展览和
（系）新生报到处，
详细询问了新生报到进展情况，认真查看了迎新场地布置、人员安排、接待准备、 生物标本馆等贴近新生的第二课堂教育，都成为大学精神和科师传统、治学
态度和校风学风、人格气质和理想信念的载
引导服务、
氛围宣传、
后勤保障等情况，叮嘱各院（系）和各部门负责同志迎新无小事，细节最重要， 体。
一定要认真做好迎新生每个环节的工作，让每位新生及新生家长一踏入我们的校园，
就感受到学
为迎接新生的到来，
学校各院系在迎新报到处展示具有专业特
色的宣传牌；学校党委宣传部还特别
校大家庭的温暖。当校领导看到各单位报到处桌椅摆放有序、标志整齐划一、服务彬彬有礼，志愿
为全校新生精心设计了新生住宿安排卡。此外，我校积极探索网
络育人新模式，利用网络平台覆盖
者们胸挂工作牌，
笑容可掬地帮助新同学提行李、指路线、办手续、找宿舍、
答疑惑……对紧张忙碌
新生适应的全过程。学校官方微博、
微信推出《新生入学攻略》
《科师：
一个让梦想花开的地方》
的迎新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希望各单位继续以热忱的态度，为新生及家长提供最优质的服 《院系巡礼》
《新生入学宝典》……一份份“新生特供”
依托学校
新媒体平台发布，以新一代学
务，
做到让新生满意安心，
让新生家长释怀放心。
生的语言方式，从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三方面助力
新生适应开启大学生活。
靳占忠、
王同坤等校领导在走访过程中还检查了校园环境和校园安全、
医疗服务与后勤保障等。
校史馆经过全新改版升
级 后 ，
也在迎新期间陆续接待新同
迎新的这几天，我们总会看到一些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们在人群中穿行和一些胸挂工作牌的
学参观学习，使新生进
一步了解了学校的厚重历史、
学长学姐们在路中指引。在各大院系及其各种组织的密切配合下，
新生报到、
缴费领临时卡等各项
优良传统、办学理念、
发展目标，了解了“敏学、修
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着，
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身、乐业、创新”校
训精神的实质内涵，进一步增
为配合学校做好迎新准备，向家长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我校特别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
为新
强了对母校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
生和家长讲解校园、
看管行李、
指路带路、
对接学院、
提供休息场所、
解答各种问题，
虽然任务繁琐，
十年寒窗苦
泛舟，
终得梅花扑鼻香。对于刚刚
但是志愿者同学从无敷衍和埋怨。现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说：
“新生和家长大都不知道学校各个服
高中毕业即将进
入大学校园的你们来说，
这是你们第
务地点的位置，所以他们非常依赖和相信志愿者的指引和帮助，每一次的成功帮助都让自己非常
一次放下高考
的重担，
开始追逐自己的理想。这是你
自豪。”
们第一次离开
家庭的
港湾，
开始独立的求学生活。
大学是人生的一
在人群当中，
记者注意到一个这样的同学，他并没有带工作牌也没有志愿者的小红帽，可是他
个重
要阶段，它像一个
梦工厂，
描绘着你的未来，
编织着你的梦想。科师将会
却一直在一旁提供帮助。我们走上前去，
对他进行了简单的采访，
他说，
他是 10 号下午到
陪你度过大学美好的四年。
的学校，
刚进校园，
险些被学姐的热情吓到，接着便有另外一个学长帮忙提行李，带
欢迎你，
新同学！
着他前去报到、缴费、找宿舍。一路上，还会指给他哪里是食堂，哪里是澡堂，哪
里是打水的地方等。他又说道，正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谁也没有义务这
样帮他，
不是吗？于是，
在他安顿好宿舍之后便出来帮忙，
用一己之力做自己
能够做到的。
走在科师的道路上，
经常能够看到大二大三的学生向新生和家长介绍
殷 大学不仅仅是我们的记忆，
还是我们在未来生活的家，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想
着学校的设施等，帮忙搬着行李，
或许只是小小的举动，
却足以让远离家乡
选择平凡和平庸，
因为在我们青春的年纪就应该为之奋斗。有人说：
“流过泪的眼睛更明亮，
滴过血
的学子感受到一丝温暖。我们采访了其中一位同学，
他说，
当年大一刚进来的
的心灵更坚强！”
青春又何尝不是呢？只有以辛勤的汗水浇灌，
以奋斗的血水培土，
开在磨难之上的
时候，
也有学长带着他去宿舍楼，
向他介绍学校的设施，
让他不至于刚进
青春之花才最为美丽，
美得动人心弦，
美得令人神往！
那些以青春为代价，
终日沉迷虚幻的人永远不懂青春的
学校的时候一头雾水，如今，
他现在也是学长了，
他希望
真谛！青春不是奢靡，
青春不是颓废。青春理应折腾，
理应奋斗。我们的大学生活，
正是我们青春年少，
热血拼
能够将自己对学校的认识帮助学弟更好更快的适
搏，
努力学习的生活，
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正年少的青春！
应大学生活。经过了一系列的采访，
我们看到了
昙花即使一现，
也绽放了自己的青春。我们的青春当如昙花，
哪怕绽放只有一瞬间，
也绝不辜负！绝不能像那飘飞
一种传承，
那是科师人美德的传递，一届一届
的落叶般，
随风而动，
随风而逝，
最后化为一抔黄土！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
的传递在科师的校园里。
折枝。趁我们青春正年少，
努力的奔跑吧。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体味青春的真谛！努力学习，
舞动属于自己的青春。
没错，负责迎新的学长学姐们依旧十
在最美的年纪，遇见遇见最美的你。2017 级新生科师欢迎你！
分地忙碌着，但新生报到的每一个环节都
殷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转变，
在急剧转变中，
谁快谁就把握先机，
独占鳌头。在忍与不忍中学会生活，
在顺与不顺中把握命运。生命
会有人陪同，每一个步骤都会有人辅助。在
不能被保证，
为何不在大学这个新起点，
放手一搏呢？永不失败是不可能的，
永不言败才是我们应有的气度。未来在你们脚下延伸，
一份耕
烈日炎炎下，
对待每一位新生，
大家都争先恐
耘必有一份收获，
一滴汗水必有一份回报。2017 级新生请告别昨天，
它是一张底片，
多少遗憾也都变成美丽；
请把握今天，
它是一个脚印，
后的前去帮忙。为有疑问的新生细心解答，
亲切
带你踏上寻梦的征程；
请展望明天，
它是一个梦想，
总有一片天空属于自己！最后衷心祝愿学弟学妹们在科师度过一段精彩而有意义的大
指引，贴心的为焦急等待的家长递上一瓶水……科
师的
学时光，
续写我们更加灿烂的明天！
迎新工作还在继续，
温暖依旧在传递，
谢谢你，
温暖科师人！

学长的教诲

温情科师校园 满园是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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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新生家长休息，我校在各校区距报到地点最近处安排了新生家长临时休息室，并标有
显著标示，
里面皆配备了饮水机及纸杯。为让家长更好的了解学校，
休息室循环播放学校宣传片、
招生宣传片、
时事新闻以及教育意义的电影等，
并有现场志愿者为家长提供咨询等服务。休息室一
名家长说：
“到了学校，
本想繁琐的入学手续会让我一头雾水，
没想到一进学校，
便遇到了耐心细致
地老师和学生志愿者，
解答我们的疑问，
指引我们办理相关手续，
我们感觉很舒心，
也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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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朱洪亮 田琪 牛静强 孙艳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