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校园新闻 窑
本报讯（记者 李学锋 朱洪亮 通讯员 曹建业 侯惠敏）秋风和煦、沙软潮
平，
河北省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秦皇岛隆重举行。我校
作为秦皇岛属地高校积极参与其中，多方位展示了学校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成
果，
充分展现了科师人的良好风貌，
为旅发大会增添了一抹靓色。
“中保绿都心乐园”
是由我校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建设的产学研合作
示范基地，
一年来我校与基地在休闲农业、
基地规划与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深入、
良好的合作。作为休闲农业的样板
“心乐园”
成为第二届河北省旅发大会重点观
摩项目。此次观摩项目的领导和嘉宾包括国家部委、
省四大班子主要领导，
省直
部门和省内各地市领导，
国内康养旅游企业负责人，
境外嘉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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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本次旅发大会的观摩工作，
我校于今年 5 月份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招
募选拨太极拳表演者和古筝演奏者，并由体育系、
艺术学院教师带队进行了长
达数月的刻苦排练。9 月 17 日至 19 日，
我校共 600 余名师生在
“中保绿都心乐
园”
进行了太极拳表演和古筝演奏。师生们以热情、
完美的表演打动了到场的观
摩领导、嘉宾，受到与会领导、
嘉宾和大会组委会的一致好评，为学校赢得良好
的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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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驻村工作组让村民喝上
“安全水”
本报讯（通讯员 于明来） 在我校精准帮扶村陈台子村委会刻写的
《陈台子水泉沟安全饮水工程记》 中写着这样一句话：
“吃水不忘挖井
人。我们衷心感谢习主席、
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好政策！永远记住并
感谢为水泉沟安全饮水项目积极申请并做出贡献的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扶贫工作组！永远记住在施工过程中付出辛勤汗水的每一位村民……”
这是陈台子村民发自肺腑的心声！
2017 年 9 月 19 日，
青龙县水务局领导和技术人员进入我校精准扶
贫村陈台子，
对陈台子水泉沟安全饮水工程项目进行验收。在现场查看
铺设管道、水源地蓄水池、农户水龙头出水量和压力，全面查看并拷贝
了驻村工作组拍摄的施工过程关键环节的图片资料，当场给予高度评
价：
“该项工程非常成功”
，
顺利通过验收。从此，
水泉沟村民用上了压力
大、
水量足的自来水。困扰村民几十年的饮水问题成为历史。
长期以来，陈台子村村民都是饮用山泉水，而山泉水季节性很强，
每年汛期雨水较多的情况下山泉水尚可满足村民日常需求，但到枯水
期或者干旱的年份，
就会出现水量不足，
村民生活用水困难的局面。十
几年前，
村两委组织村民自建了
“自来水”
管道敷设在地下，
但由于技术
水平的局限，加之管道年久老化，导致村民经常出现冬季管道被冻，干
旱季节出现缺水、
断水现象，
不得不到较远的地方挑水生活。
驻村工作组为彻底解决群众安全饮水问题，通过积极申请、跑办，
2016 年经青龙县水务局批准，
陈台子村安全饮水工程列为
“中央财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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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精准扶贫项目”
得以立项。2017 年 4 月 10 日，
陈台子水泉沟村民组安
全饮水工程正式开工，
驻村工作组与村民一起直接参加劳动，
全程参与
并记录了整个施工过程。
经过一个半月紧张施工，
共开挖土石方 520 立方米，
铺设管道 2200
米，
使用挖掘机、
装载机 40 工时，
浇筑混凝土 46 立方米，
水源蓄水池容
积 98 立方米，
克服了重重困难，
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工程正式竣工。
面对
前来验收
的工程技
术人员、
领导的高
度评价，
陈台子水
泉沟安全
饮水项目
实施主要
组织者、
村民组长
马长华热
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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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范文芳来我校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赵玉荣）应我校外国语学院邀请，
9 月 14 日，
中国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文芳来我校作了题为
《外语课堂教学中真正意义上的会话修补》的讲座。外国语学院英语专
业教师和学科教学（英语）方向全体研究生聆听了讲座。
范文芳教授首先对会话修补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讨论了课堂
话语真正意义上的会话修补与伯明翰 IRF 模式的区别，
澄清了学界对

该概念的误读，
之后对大学英语课堂中的会话修补现象进行了综合的
定量和定性分析，概括了课堂话语中会话修补的类型和特征，讨论了
课堂话语修补现象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范文芳教授生动的语言、敏锐的思维、鲜明的观点、翔实的论证，
使在场师生开拓了视野，了解了课堂话语分析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
法，
激发了对课堂话语分析的研究兴趣。

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刘锦堂来校作学术报告
9 月 18 日，
作为河北省第二届旅游发展大会亮点之一的秦皇岛山海号观光
列车正式运行，
我校艺术学院 7 名同学应邀来到列车上，
为前来指导工作的省、
市领导以及广大乘客送上了精彩的演出。师生精心准备的
“山海家乡美”
联唱、
古装婚礼秀、
秦小 U 山海赞等节目受到了热烈欢迎，
秦皇岛秦旅山海观光铁路
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峰、
总监刘媛对于我院师生的精彩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本
次活动得到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副省长王晓东、市委书记孟祥伟、副市长冯
志永先后到列车上指导工作。经过全体人员的努力，
最终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9 月 24 日，
艺术学院特派美术学方向的青年志愿者赶赴葡萄小镇参与
“助
力旅发大会，
3D 彩绘”活动，一幅幅色彩斑斓的 3D 彩绘图画，为小镇增添了
绚丽的色彩，
受到了当地领导的和群众的一致好评。同时同学们在活动中取得
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实践中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自己的才干，培养了自己的
韧性。

本报讯（通讯员 王大江）9 月 19 日，
应校科研处邀请，
秦皇岛市委
研究室副主任刘锦堂来我校作了《关于决策咨询研究报告的选题、
调
研及起草》的学术报告。副校长杨越冬主持了报告会。宣传部、
人事处、
科研处、
职教院等有关领导，
二级单位的部分主管科研领导和科研管
理员，
社科博士及相关专家等 50 余人参加报告会。
刘锦堂副主任从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以 2016 年为例）、决策咨询

西班牙语界泰斗陈凯先教授来我校讲学
本报讯（通讯员 李聪文）9 月 25 日，
外国语学院邀请我国西班牙语
界泰斗陈凯先教授来我校做西班牙语学习专题讲座。陈凯先教授 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曾任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
塞万提斯中
心主任，
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4 年被聘为西班牙马德里
自治大学名誉教授，
现任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西班牙语专业主任，
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及教师参加了讲座。
陈凯先教授从国家、世界层面介绍了西班牙语的应用面及其重要
性。以自己几十年的执教经验向同学们传授如何学好这门语言，
要求学
白色 T 恤，蓝色牛仔裤，紫
色运动鞋，迎面而来的是我们今
—校就业主席程美
天的主角——
玲。晚上 7 点 30 分的采访，她 7
点 20 分就到了。她衣着朴素得
体，给人一种清新自然之感，接
下来的谈话，更让我们感觉到她
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席，而是
一个可以促膝长谈的朋友。
程美玲，
体育系体育教育 14
级学生，河北承德人，现任我校
就业指导委员会的主席。简单的
自我介绍，没有任何浮夸的修饰，没有任何张扬的味道，简单却深刻，
清晰而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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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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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学东当选
“河北现代农业突出贡献领军人物”
由第二十一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组委会主办，河北省政府农业产业化办公室、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河北中心承办的“2017 年度现代农业突出贡献领军人物”认定结果
近日公布，在全省范围内认定出的科技富农、投资兴农、创业带农三种类型、25 名领军人
物受到隆重表彰。我校常学东教授被认定为科技富农“2017 年度现代农业突出贡献领军
人物”
。

○我校教职工在秦皇岛七运会围棋赛中获奖
9 月 23 日，
我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参加了 2017 年秦皇岛市第七届运动会围棋比赛，
获得
了第七届运动会围棋比赛社会组团体第三名，
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化工学子在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中获佳绩
9 月 28 日，
由全国石油和化工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心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高职油气储运职业技能大赛在秦皇岛博赫科技园圆满落下帷幕。我校化
学工程学院的赵琰、
段志青、
刘璐老师指导的学生参赛队伍在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段志青老师
获得
“优秀指导教师”
荣誉称号。

○我校教师获评河北省师德先进个人
经学校评选推荐，
由秦皇市总工会报河北省教科文卫工会、
河北省教育厅评选，
我校体
育系王海军老师获得
“河北省师德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茵我校青年教师应邀参加世界汉字学年会

9 月 16 日，
世界汉字学会第五届年会暨“汉字文化圈各表意文字类型调查整理研究报
告”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三峡大学举行。我校文法学院青年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安静
受邀参会并负责相关论文讨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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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的选题、
调研和起草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鼓励
我校广大教师认真选题，
深入调研，
发挥我校社科研究人才优势，
多为
秦皇岛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
学习对决策咨询研究报告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我校应用型大学建
设时期，
对提升我校人文社科研究献计献策能力，带动我校人文社科
的智库平台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一时，
大部分新生都迷茫报什么社团，
学生会哪个部门好，
程美
玲同学却早已做好准备，积极主动的加入了校就业，积极参加各种活
动，
在集体中充分展现自己才能。在校就业，
她与她的小伙伴们相处融
洽。虽然在活动过程中难免会和伙伴发生冲突，
她以集体利益为重，
参
考伙伴们的意见，
最后下决定。在诸多活动中，她以满腔热血和积极主
动的态度、
一心一意为集体着想和团结友爱他人的品格，
一步步成长，
由部员成长为校就业主席，
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问及当上主席的收获时，
她自信而坦然地说交了很多其他院系
的朋友，
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养成坚持到底的习惯，
感受到集体的温
暖，
学会更好更快地解决事情。当谈到招新时最看重什么品质时，
她说
礼貌很重要，礼貌是为人处世的基础，一个没有修养的人无法立足社
会。她的话，
让我的脑海里漂过这样的画画。画面一:招新面试时，
为了
不让新生紧张，
她始终保持微笑，
她忙的没有时间吃饭，
即使晚上很晚
了她也要把最后一个新生面试完。画面二：
夜深了，
星星都藏在云朵
里，屋内一盏灯微暗，一支笔挥舞，
还有敲键盘时的噔噔声，
她为了更
好的举办活动而筛选策划案。
说到工作忙碌怎么平衡学习与工作，她说做好规划，必须保证不
挂科，
学会在工作中学习，
利用别人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来学习，
用学
习充实课余时间。接下来的日子要考研，考教师资格证，
课余时间到燕
大练跆拳道，
以后想做一名跆拳道教师。这些都是她喜欢做的，
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
自己感兴趣的，才能做到最好。

生活中——
—做自己的心灵导师
问及她是否经常与家人联系时，
她的嘴角多了一抹甜蜜而温暖的
微笑，双手托着下巴，
仿佛在回忆着什么，她说自己是一个恋家的人，

生要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
强调不能为考试而学习。他提出，
进入大学
的学生应该将语言学习渗透到生活中去，
不能仅仅局限于课本，
应更多
了解西班牙及西班牙语系的拉美国家的经济、
政治以及文化，
要从国际
化视角来学习西班牙语，
并鼓励同学们用语言这门工具为自己所用，
为
国家所用。同时，
他鼓励同学们积极开展和西班牙语相关的课外活动。
通过此次讲座，学生们对于西班牙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
开拓了学生们的眼界，带领学生们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广袤的西语世
界，
为同学们明确了学习目标。

人 物 专 访
尤其是女生，出门在外，哪有不恋家
的？家是情感的依托，
就算工作学习再
忙再累，也要坚持一星期打一通电话
给家人，问问家里的事情，关心关心父
母，到放假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回家和
父母相聚。
失落难过时，她不像一般的女孩
子抱着枕头痛哭，她会当自己心理的
导师，路是自己选择的，就算跪着也要
走完。她说有一次体育锻炼时，
差点把骨头撞碎，
现在即
使恢复了，膝盖上仍留好大一个坑，那是多么钻心的痛，
父母劝她不要练体育了，女孩子不要把自己累坏了，
但
困难没有把她压垮，反倒给她更坚定的信念，她更加热
爱体育，
她是只勇敢的海燕，
风雨越大，
她飞行的越远！
说到兴趣爱好，
她说喜欢旅游，空闲时间，躺在北戴
河柔软的沙摊上，听听大海的心声，赤着脚在沙滩上写
字，
这些都让她抛开一切烦恼，
回到自然的怀抱。晚了就
跟着晕红的夕阳一起回家，
装着满满的风景回家……

寄语于新生——
—满满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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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同时以姐姐的口吻告诉我
们，大学是个很自由的地方，有大把的时间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但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整
天无所事事，
因此他们颓废了，也有些人将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很美满。
首先应该保证不挂科，
不要翘课，
上课不要玩手机。其次要参加社团活
动，
学生会等，
扩大交友范围，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向比自己优秀
的人学习，
可以让自己更加优秀。关于就业问题，
她说这是毕业生所担
忧的，
怎样找到合适的工作，
其实大学期间应该学好专业课，
同时要有
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
这个社会看重的是能力，
能力强的到哪里都受
青睐。要锻炼能力，
大一时就应该争取班干之类的职位，
学会推荐自
己，
要学好学生手册，
争取获奖学金。
窗外很安静，
她认真地讲，
我们认真地听着，
犹如春风细雨滋润心田。
晚上 9 点，
采访结束了，我们第一次感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的
很短，
她用一个半小时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哲理课，
我们受益匪浅。一
个半小时，
也将眼前这个随和乐观，
始终保持微笑，做事一往直前的程
美玲深深地刻进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也祝愿程美玲同学在工作学习中
更上一层楼，
在以后的事业上一切顺利！
（学生记者 赖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