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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校 召 开 2015 年 学 生 公 寓
综合治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建红）2016 年 3 月 10 日下
午，我校在秦皇岛校区召开了 2015 年学生公寓综
合治理及信息管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王同坤，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国维，副校长
张福喜出席大会。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安全工作
处、
后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学生处、团委相关负责
同志，各院（系）学生工作主管领导及寓管会老师、
师生代表 4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学生公寓综合治理
及信息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郭国维宣读了《关
于表彰 2014-2015 学年学生公寓综合治理及信息
管理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
表彰的集体和个人颁发了荣誉奖牌和获奖证书。
副校长、学生公寓综合治理及信息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张福喜作总结讲话。张福喜充分肯定
了我校学生公寓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学生公
寓综合治理及信息管理工作要坚持不懈，再接再
厉，
要深入普及制度规范，加强师生观念引领；要认
真抓细抓小抓实，落实相关制度规定；要严格落实
夜间管理，进一步做好登记制度；要认真做好信息
核实，不断严肃违纪处分。要通过不断落实这项工
作，
努力推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再上台阶。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我校学生公寓综合治理
及信息管理工作视频短片。财经学院、生命科技学
院、
教育学院、安全工作处、后勤集团及寓管会学生
代表、
优秀宿舍长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

我校与海港区检察院开展检校共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赵银 ）为加强应 用型法 学
人才培养，推动应用型大学建设，促进法学教育
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2016 年 3 月 8 日, 我校文
法学院与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检校
共建活动。文法学院院长赵宝柱教授、海港区人
民检察院陈巍检察长在检校共建协议书上签
字。海港区检察院政治处李志强主任及部分检
察院干警，我校文法学院副院长赵福江教授及
参与实践的师生参加了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在
海港区人民检察院举行。
签约仪式上, 陈巍检察长介绍了该院的基本情

身

边

典

况及近年来的工作业绩；
赵宝柱院长介绍了我校文
法学院的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及近年来取得的成
绩。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
、
“学生实习”
、
“专家咨询”
、
“资源共享”
、
“科研合作”
、
“教育培训”
等方面展开充分合作。此次
“检校共建”
活动，
将高
校丰富的学术及教育培训资源与专业化、
职业化检
察队伍建设紧密结合，
将法学理论与基层实践紧密
结合，
对于检校双方都意义深远。今后，
我校与海港
区人民检察院将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实现双方
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共同为国家法治建设、
司法事
业和法学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教学手段等的优化
和改革。教学内容体现时代
特点，体现学术前沿的动
态，使课程建设系统化、科
学化、现代化，逐渐形成了
自身特色。
五是积极开展与全国
同类专业的横向交流与合
作，
增强本专业教师的科学
研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努力提高本专业的知名度。
高深度的思想，
紧跟时代的改革，
让沈杰教授带

她深受学生爱戴，
在学生评价中

领物流管理的大家庭愈走愈远！

多次名列前茅；她积极探讨教学方法
改革，研制开发物流管理专业的培养
方案。她热爱自己的工作，
简简单单、

潜心科研 成绩斐然
沈杰教授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注重

尽心尽力，她将最美好的青春和全部
热血都倾注在教师这一职业上。她就

学术研究，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相关领域进行了广

是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

课题。

授沈杰。从教多年，她的教学成果斐

沈杰教授不仅在一类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
文，
更主研了《河北省现代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

泛的涉猎，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主研了多项省级

然，
获得教学名师、
教学“十星”
、优秀
教学奖、
教学骨干、
“巾帼建功”标兵、
“三育人”
先进个人、
就业工作先进个
人、
学生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协调度研究》；
《河北省港口物流服务模式创新研
究》；
《河北省物流发展战略研究》；
《河北省临港工业
发展研究》等多项省级课题。她主研的《我国第三方

2015 年被评为河北省
“三八”
红旗手。

物流的现状及发展思路》获秦皇岛市第三届社会科

立足本职 传道授业

学成果三等奖；
《河北省港口物流的现状及发展策

沈杰教授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

略》获秦皇岛市第四届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搞好

线，
长期致力于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学

就业指导，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获河北省高校就业

和研究。先后承担了《物流学》、
《仓储

工作论文优秀奖。

管理》、
《配送管理》、
《销售管理》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教学效果良好，
主讲的《物流学》评为精品课。
在教学过程中，她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教学内容体现时代特点，
体现学术前沿的

众多研究成果和奖项无一不彰显了沈杰教授
广泛的涉猎和精心研究的风采！在这个浮夸的时
代，沈杰教授一直潜心研究，固守着自己内心的清
明如故……

动态；
她注重处理理论与实践、
知识与能力、学与用

春风化雨 育人为乐

之间的关系，
加强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的改革，使课

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
兼职辅导员，
沈杰教授努
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掌握正确的学习

程建设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沈杰教授独特的教学
风格，
深受学生的喜爱，她的课堂，不仅让学生学会
学习，
更要使学生学会思考。多年来，
她凭借着自己
在教学上的独特见解，
获得教学名师、
教学
“十星”
等
荣誉称号、
并连续多年获得优秀教学奖。
紧跟时代 锐意改革
作为物流管理专业带头人，沈杰教授积极探讨

方法，
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为学
生第二课堂活动提供咨询和指导。她指导的物流管
理专业学生在河北省
“挑战杯”
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中荣获一等奖。
作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沈杰教授始终把育
人放在首位，经常以演讲比赛、美化环境、净化校园

教学方法的改革，
进行学术研讨，
研究课程内容的安

等一系列活动为载体，
对学生进行教育。作为一名专

排和衔接，
研制开发物流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
充分

业带头人，沈杰教授能在课外时间付出时间和经历

发挥教学部的
“教学管理、
业务研究、
学科发展”
等方

去为学生提供咨询和指导，
作为一名兼职辅导员，
还

面的职能，
同时对专业发展也进行了积极的思考。
在

能把大把的心思放在学生的就业指导以及班级活动

关于教学改革方面，沈杰教授提出了以下五方面的

中，
足见沈杰教授热爱学生、
甘于奉献的精神。她所

工作内容:

担任辅导员的班级学风浓厚、
踏实严谨，
班级活动丰
富多彩，各项活动的成绩名列前茅。她也多次荣获

一是建立开放式的课程内容体系，不断吸收学
科发展的新成果和物流管理实践的新经验，使教学
内容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整合优化课
程内容体系，
完善课程大纲建设。
二是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增强学生竞争能力，
建
立完善的校内模拟实训基地。
三是组织本专业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科学研
究，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点提出教学

“三育人”
先进个人、
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学生工作先
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干一行，
爱一行。沈杰教授在教学中将理论联系
实际，
创新教学模式，
她用自己的方式为学生敞开了
物流管理专业的大门。她关心学生成长，
扶持年轻教
师，
她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浇灌着新生的力量，
在平凡
的教育岗位上谱写出不平凡的篇章。
（记者 孙艳敏）

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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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青年志愿者积极开展雷锋日志愿服务活动
——
本报讯（通讯员 史恒）3 月 5 日，我校各级青年志愿者组织根据校团委《关于开展
“春雨行动”学雷锋主题活动月的通知》文件精
神，
深入社区、敬老院、小学等基层，集中组织开展了多项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弘扬和传播雷锋精神以及新时代雷锋精神的重要意
义，
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风采，
为阳春三月的港城和科师校园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
我校志愿者学雷锋活动得到市团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媒体关注。秦皇岛日报、
秦皇岛电视台《今日报道》对本次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

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同学们来到秦皇岛
金海湾森林公园，为那里的青少年以及周边居
民开展
“雷锋事迹”宣讲活动，弘扬和传播雷锋
精神以及新时代雷锋精神的重要意义。

体育系的青年志愿者们走进文昌里社区，
举办“关爱老人，健康随行”的志愿活动，义务
为老人按摩、
量血压。

工商管理学院的志愿者们来到在水一方
社区，协助团市委等部门对社区居民进行国家
扶贫、计划生育、二胎政策的宣传活动，并到社
区贫困居民和空巢老人的家中进行卫生清扫。

文法学院携手海阳小学开展了
“春风化
雨”学雷锋活动，向小学生们宣讲范木兰老
人的雷锋事迹，同时看望白血病儿童，为他
们送去温暖和祝福。

教育学院的同学们来到森林体育公园开展
了
“岁月印象”
志愿者活动，免费为公园里的老人
照相洗相，
此项活动受到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物理系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青年志愿者到秦
皇岛市特殊教育学校，清扫教室，带领孩子们做游
戏，
并给每名孩子发放了小礼物。

动科学院科技特派员赴青龙与精准脱贫村工作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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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马增军）动物科技学
院十分重视科技帮扶活动，把它看成重大
政治任务，举全院之力，认真做好帮扶村
的精准脱贫工作。
2016 年 3 月 9 日，动物科技学院吴

社

会

实

践

建华院长带队，率领部分参加精准脱贫工
作的科技特派员，赴青龙县朱杖子村、龙
潭村等帮扶村进行工作对接。吴院长一行
与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组进行了座谈，
详细了解了帮扶村的生产生活及经济收

活

入、产业发展状况，还考察了村旅游业及
山地资源，并就山场养殖、林下经济等项
目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论证，初步拟定了年
度帮扶计划。

动

生科学院社会实践小分队为农民创业致富助力
寒假期间，
生命科技学院组建的
“互联
网＋”社会实践小分队的队员深入所在家
乡和农村，
积极推进开展
“互联网＋”
活动，
为当地农民创业致富助力。
他们向当地农民介绍互联网知识，
帮助
农民朋友认识和掌握使用
“互联网＋”
的方
法、
了解“互联网＋”
的作用，
帮助他们跟上
社会发展信息化时代的步伐，
为农民朋友在
实现学习生产技术、
多种政策知识和产品的
宣传推介等方面提供便捷的服务和帮助。
由 7 名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组成的
“互联
网＋”
社会实践小分队，
根据预先制定的实
践活动方案，
分别在唐山、
石家庄、
衡水、
沧
州、
保定等地深入村民中间和种植农户以及
人群密集的集市等地方开展有关工作。
他们一方面发放宣传单，介绍生命科

技学院的微信公众号，介绍微信平台中有
关农民朋友需要的涉农领域的大量信息，
吸引更多的农民朋友加入到学院的微信平
台中来，让他们认识什么是互联网 + 及其
功能和使用微信平台的好处等。帮助农民
解决有手机，
但却不懂微信平台是什么、如
何使用和发挥功能作用的问题；另一方面
小分队成员广泛收集农民亟需的有关国家
农村产业政策信息、
生产技术知识、
种植技
巧和特色产业项目等，坚持每天有专人负
责查阅并及时发布新的信息到平台上。帮
助农户更方便掌握农产品上市动态和市场
行情。同时，
帮助他们在学院的微信平台上
实现农户农产品的宣传、
推广和销售，
建立
线上和线下的销售模式等。
活动启动以来，实践小分队的成员已

经深入到多家种植生产示范户、示范家庭
农场、企业和合作社等现场开展宣传和号
召使用该院微信平台的工作。目前每天都
有新的用户加入，关注和使用学院微信平
台的人越来越多，
访问量不断增加，
已经开
始有农民把自家的特色农产品和技术需求
等方面的信息发布到微信平台上寻求销售
和帮助。
目前，
活动已为帮助农民增加对互联网
+ 作用的认识和如何在电商时代学会利用
和使用信息化手段做新型农民，
谋求新发展
方面，在实现互联网 + 深入农村、农户，帮
助农民创业致富助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016 年 2 月 18 日的 《河北经济日报》
以 《为农民插上致富翅膀》 为题给予了报
道。
（本报记者柯轩 通讯员 马静）

我的第一次实践教学
—寒假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有感
——
在这次
“守望家乡”
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中，
我们小分队队员分
别开展了慰问敬老院老人，
教社区老人使用电脑进行网上浏览信
息，
清理街道小广告，
到幼儿园志愿宣传文明知识，
与环卫阿姨一
起扫大街等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尽管我们并不是一起做的这些活
动，但我们都对自己的家乡奉献了一份力量，并从这次实践活动
中获得了快乐与满足！
在此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中，我来到了社区幼儿园，见到了
可爱而又单纯的孩子们。当幼儿园热情的老师了解了我进行这次
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的目的与想法，
欣然同意并赞扬了学校安排此
次活动，肯定了让我们这些大学生深入家乡，进行实践活动的意
义。一位热情的的梁老师把我带到了她所教的班级，
给我简单介
绍了一下这些孩子们的情况。当我紧跟梁老师身后进入班级时，
孩子们端正的坐在小凳子上，礼貌地向梁老师问好，并向梁老师
身后的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冲他们笑着招了招手，这些可爱的
孩子们带着好奇的目光也向我友好地招了招手，
我看着他们稚嫩
的小手摇啊摇，顿时被这些可爱的孩子暖到了，好喜欢这些可爱
的孩子们，
他们是多么天真可爱啊！
梁老师冲我笑了笑，把我介绍给了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
的好奇得到了满足，于是在梁老师的带领下，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热烈地鼓起掌来以表示对我这位大姐姐的欢迎，
我被这些掌声感
动了，
有点害羞地说了声谢谢。我便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实
践教学。我在家对这堂课做了充足的准备，
在准备中也思考了许
多。我拿出我所准备的资料准备开讲，
说：
“小朋友们，
老师要开始
讲课了，
认真听讲哦！”
这些小朋友便坐更端正了呢，
直直的挺起
腰板冲我点了点头。我先向小朋友们问了个问题，
问这些可爱的
孩子们什么是文明呢，几个活跃的孩子纷纷举起了小手，我看到
他们举手的样子真是十分可爱，我叫他们一一回答了，稚嫩的话
语讲述着他们心中的文明定义，
这些四五岁的小孩子们对文明的
具体含义没有什么概念，说得太高深他们也未必能懂，但就是简
单的话语却是最好的回答。
“讲礼貌就是文明。”
“我是最文明的
，
孩子，梁老师总是这样夸我，上学不迟到，认真听课，不欺负小朋

友。”
“文明就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等一等”
，
“就是看到大人
，
要问好，
对人有礼貌。”
听到这些回答，
我微笑地点头表示同意，
夸
赞他们都是文明的好孩子！接下来我便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讲了
一些文明小故事，
例如孔融让梨，
朱德尊师，
傲慢的小老鼠等一系
列文明小故事，让小朋友们进一步了解了文明，之后我和小朋友
们做了文明判对错的小游戏“Yes or No”
，小朋友们做游戏很积
极，
我与这些孩子们玩得都很开心。一个小时的时光就这样欢快
的度过了，
最后，
我和小朋友们合影留念，
在依依不舍中结束了这
次
“守望家乡”
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我通过在社区幼儿园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当中收获了精神上
的愉悦和心灵上的满足，
并且将自己作为一名英语师范专业的学
生所学习到的心理与教育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
对知识进行
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深！孩子们稚嫩的笑脸，
对我所讲知识的点
头认可与理解，孩子们热情的欢迎与依依不舍的神情都让我铭
记，得到莫大的心灵满足，现在一想起那些可爱孩子们举起肉肉
的小手的天真可爱的样子，
我就感到十分快乐。在这次课堂准备
过程中我利用了老师所讲的心理学知识，
来分析这些小朋友的心
理世界，更好地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我所授
的文明知识，我对心理学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让我加深了对知
识的理解，
更好地理解了
“学以致用”
这句话。同时自己的长时间
的备课阶段也让我体会到了老师备课的辛苦，
我以后要更加认真
听课，
不辜负老师的辛苦！
这次我与四五岁的小朋友们一起相互配合完成的实践活动
让我印象深刻，
难以忘记，
同时，
也引发了我深深地思考。这些可
爱的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而我们这些已经长大了的 ９０ 后要
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做好榜样，
让他们以我们这些大哥哥姐姐们
的正能量行为感到无比自豪。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不
断完善自我，
为国家发展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在日常生
活中，
我们也要做一个文明的人，
从日常小事做起，
弘扬青春正能
量，
由己做起，
再到影响身边的人。
（外语学院 英语 1502 班 赵景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