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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活动

【校园纪事】

我校举行“忆燕园情，圆中国梦”2014 届毕业生晚会

6 月 8 日晚 7：30，我校 2014 届毕业生晚会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

举行。晚会主题为“忆燕园情，圆中国梦”。我校校长刘宏民、副校长赵永生、

党委常委王宝诚出席并观看了本次晚会。

本场晚会由 13 个节目组成。婀娜多姿的舞蹈、感情真挚的歌声传递出毕业

生对大学生活的不舍及对母校深深的祝福。歌曲《老友记》、吉他弹唱《同桌的

你》、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充满感情，带领毕业生回忆了大学四年的旅程；

舞蹈《毕业照》表达了同窗之情和毕业生对大学生活的留恋；各学院 2014 级辅

导员老师演唱了歌曲《和未来有约》，表达了对毕业生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晚

会现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柴勇代表学校教师用慷慨动情的语言表达了对毕业

生真诚的祝福和希望，并鼓励毕业生尽快成长起来，开创更广阔的天地。毕业生

代表吕昌朝代表 2014 届毕业生为母校送上祝福，感谢学校及老师的培育。伴随

着充满希望的《毕业歌》，晚会落下了帷幕。

本场晚会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晚会采用室内外同步直播的方式，

方便了更多的学生观看。



曾昌飚做客我校“周末讲坛”

6 月 14 日晚 7：00，《创业点燃激情，创新实现梦想—暨曾昌飚人生经历与

创业之路》周末讲坛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开展。本期主讲人为中旭集

团董事长、辽宁省浙江商会会长曾昌飚。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

由燕山大学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承办。

讲座上，曾昌飚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及创业经历。曾昌飚由于小儿麻痹症

无法正常走路，当他拄着拐棍走上讲台的时候，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对于

自己的人生经历，曾昌飚称自己从小具有商业头脑，即使身体有残疾，也不愿放

弃自己的梦想，因此远离家乡到北京创业，经历重重困难终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奇迹。说到创业经历，曾昌飚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有关创业的问题：一是创新能力，

只有不断发现自己的每一个创新想法，才能找到创业机会；二是创业精神，想创

业，就要敢想敢做，不仅要运用智慧，还要遵守法则；三是充满感激，感谢生活

的挫折，感谢自己的敌人。曾昌飚说：“人就像蓄电池，能充多少电，就能发多

少光。”在中场提问环节中，曾昌飚以“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定一个人生目标”

来激励学生们不断为梦想前进，亲切的微笑、坚定的语气，言谈举止透露着自信、

敏锐和深厚的思想内涵。

曾昌飚，中旭集团董事长、辽宁省浙江商会会长，是第一个把商场开到朝鲜、

第一个在东北兴建温州一条街、第一个在辽西建最大的服装大市场的人，也是第

一个建造中国商会总部大厦的人，2005 年被评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100 位

民营企业家”。

本次周末讲坛为广大学子提供了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对引导大学生明确人

生方向、不断追逐梦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举办“梦想绽放，青春续航”2014 届毕

业生晚会

6月16日晚7：00，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西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梦

想绽放，青春续航”2014 届毕业生晚会。团委书记张明莉、学生工作处处长张

向前、电气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国伟、材料学院党委书记王丽萍、学校首位中组部



千人计划人选沈同德、材料学院副院长张瑞军、材料学院副院长王利民、亚稳材

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永、材料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袁云岗，以及各系

室的老师们与学院全体毕业生一起观看了本场晚会。

本次晚会由材料学院 2014 届全体毕业生倾力打造，晚会从前期策划、编排、

剧务到现场表演全部由学院的大四毕业生组成。晚会以一段精彩视频拉开序幕，

创意歌曲《黄河大合唱》以独特的哑剧形式让同学们在笑声中激发出爱国主义热

情，曼妙的舞蹈《玉生烟》婀娜多姿，诗词新编《滕王阁序》将金属专业同学和

辅导员老师的名字融入其中，也将同学们的真挚情谊汇聚在一起。学校首位中组

部千人计划人选沈同德老师作为学院老师的代表带来了一曲《乌苏里船歌》，为

毕业生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同学们精心录制的“老师寄语”视频，表达了学院

领导老师们对毕业生的期望与祝福，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毕业生辅导员王妍

的一首《没有什么不同》更是引起了全场的情感共鸣，很多同学都流下了泪水，

将本场晚会推向了高潮。诗朗诵《五彩年华，青春散场》透漏出浓浓的离别愁绪

与难忘的校园记忆，离别之情、感恩之情相互交织，深深地触动了现场观众的心。

晚会在一曲《启程》中完美落幕。

此次晚会的举办，为毕业生们提供了展现青春风采的舞台，彰显了他们昂扬

向上的青春风貌，也是学院对毕业生的鼓励与期盼。同学们也将以更大的努力证

明自己无愧于燕山大学、无愧于材料学院四年的教育和培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举办第二届“材料杯”专业基本技能竞

赛

5月 15日-6月18日期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功组织并举办了第二届“材

料杯”专业基本技能训练挑战赛。此次竞赛由材料学院、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

室、材料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主办，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承办。

本届专业基本技能竞赛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准备，赛程历时两个星期，由“金

相、焊接、岩相分析和高分子材料合成”四组竞赛组成，涵盖了材料学院金属、

无机、材料物理和高分子全部四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共有一百二十多名本科学生

报名参加了竞赛，竞赛邀请学院资深专业教师对各项专业基本技能训练进行系统



的培训指导，并担任评委、裁判，呈现了专家参与、专业性强、参与面较广的特

点。金相技能挑战赛选用统一的碳钢试样，赛程分砂纸打磨、抛光、腐蚀、显微

观察四个环节；焊接技能挑战赛要求运用 CO2气体保护焊方法对指定的零件进行

对焊和角焊焊接；岩相技能挑战赛要求参赛选手先听老师讲解岩相制样的相关基

础知识再进行比赛；高分子技能挑战赛的题目是苯乙烯的悬浮聚合。四组赛事分

别考察了参赛选手的碳钢金相试样、对焊与角焊焊接技能、透明岩相试样制取与

观察以及高分子材料的提取与分离技能。目前，各项技能挑战赛均已圆满结束，

评委老师严格按照比赛规则公平公正秉公评判，评选出了各专业参赛的优胜选

手。金相与焊接技能奖项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2名；岩相与高分子技能奖项评选出一等奖 1组、二等奖 1组、三等奖 1组。

通过此次专业基本技能训练挑战赛的举办，学院形成了更加浓厚的专业学习

氛围，更好地鼓励了大家积极学习专业基本技能训练，提高了学生的科研兴趣与

学习积极性。其中，金相技能挑战赛角逐中获得前三名的参赛者李赫、温君妍、

袁宇泽将代表我校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赴北方民族大学参加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河北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在我校录制

6 月 19 日 12：30，河北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录制在我校东校区大学生

活动中心演播厅举行。此次活动的主题为“我的中国梦”，活动由共青团燕山大

学委员会主办，由燕山大学艺术团承办。

我校里仁学院、文法学院、合唱队等十支演出代表队参与了本次录制。舞蹈、

歌曲、话剧等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经济管理学院的表演，三名吉他手和一

名男主唱共同演译了英文歌曲《It is my life》，充分展现了大学生的活力与朝

气。合唱队则选择了两首略显伤感的歌曲《我只在乎你》、《时间都去哪了》作为

合唱曲目，在悠扬的钢琴伴奏下，现场观众伴随着歌声，回忆着过往。军乐团的

激昂之曲《向斯拉夫女人的告白》，在长笛、萨克斯、单簧管、小军鼓、长号等

西洋乐器的演奏中，体现了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跳跃的音符、振奋人心的节奏无

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昂，仿佛把观众带回了 100 年前的巴尔干战争，让观众感

受到战士上战场前的昂扬斗志和激昂背后无以言表的沉重。话剧团则以“中国梦”



为主题，向观众表演了一场关于弃婴与社会责任的话剧，将中国梦化作身边小事，

呼吁年轻人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重任。伴随着文法学院形式新颖的歌舞剧《忆

梦》，活动落下帷幕。

据了解，本次河北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旨在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展示我省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成果。我校在本次艺术展演中的积极参与充分

展示了我校艺术教育的成果和燕园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入选 2014 年“调研中国”实践团队

据悉，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调研团队《关于中国棚户区改造模式的调查研究—

以辽宁抚顺为例》成功入选 2014 年“调研中国”。本次调研团队负责人为 2013

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姜忠奇，入选团队将获得“调研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

奖学金”。这是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第二次入选“调研中国”，第一次入选在 2011

年调研团队《贫困地区少年儿童图书阅读现状调研—以河北青龙县为例》。

据了解，“调研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是由南风窗杂志社于 2005

年创办的公益项目，通过提供资金和专业训练，支持在校大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和

社会实践。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已有近 500 所高校、4000 多支团队参加了“调

研中国”，其中 112 支团队成功获得资助，完成调研，举办了校园报告会，影响

了 100 多万大学生群体。2014 年度，“调研中国”主办方一共收到来自全国 30

各省市自治区，221 所大学的 707 支有效报名团队，经过五轮筛选，从中选出 25

支调研团队，以及 15 支优秀参与团队。

机械工程学院举办“忆青春 梦飞扬”2014 届毕业生晚会

6 月 21 日晚 7:00，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4 届“忆青春 梦飞扬”毕业

生晚会于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本场晚会由机械工程学院共青团委员会主

办、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会承办。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高殿荣、副院长金淼、学

生科科长王银思、团委书记韩冰及学院相关职能部门的老师和 2010 级全体毕业

生观看了本场晚会。

伴随着阵阵掌声，晚会正式拉开帷幕。一段浓缩大学生生活百态的开场视频

激起了毕业生们对大学四年精彩生活的回忆，图书馆、燕鸣湖、燕宏桥，一幕幕



熟悉的场景慢慢闪过，代表的是即将逝去的青春，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毕业生。

在劲爆的开场舞《Not myself tonight》之后，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高殿荣为

本场晚会致开幕辞，他代表机械工程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及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对同

学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并对毕业的同学提出了四点希望：“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与时俱进，不忘母校。”

本场晚会共有 13 个节目，每一个节目都充满着丰富浓厚的大学情谊，充满

着表演者对四年大学生活的深刻体会，充满着机械学子的青春风采。其中，由

2010 级辅导员张佳及 2010 级学生为大家倾情演绎的幽默小品《毕业季之酒后那

点事》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中场环节的纸飞机，耳

熟能详的《同桌的你》还有新近风靡网络的神曲《小苹果》更是为这次晚会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诗朗诵《再见，我的大学》融合了毕业生的生活经历，深刻

表达了毕业生对母校深深的爱。最后，晚会在一曲《给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

中落下帷幕，同学们一起舞动双手，挥手作别，晚会就此结束。

央视主播郎永淳做客我校

6 月 28 日上午 9：00，“新闻岁月，淳朴人生”央视著名主持人----郎永淳

燕山大学校园人生分享会在我校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办。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播音员、著名主持人郎永淳做客我校与现场千余名学子分享了他的

人生经历。

分享会上，郎永淳通过近期发生的新闻事件引出关于新闻真实性的思考，并

通过对视频片段《The News Room》的讲解阐述了新闻人严谨、认真的职业操守，

也让现场观众了解到电视工作者的工作状态，郎老师说：“作为电视工作者，首

先要保证信息源的真实性，在新闻播报的过程中要遵守新闻伦理，新闻不能单单

为了创造商业价值而失去其使命。”回忆自己的大学时期，郎老师说：“其实现在

回想起来，做新闻和针灸是有共通的地方，新闻人要针砭时弊，其实新闻工作者

也就是社会医生。”谈到自己做新闻的难忘经历，郎老师提起了 1995 年央视《新

闻三十分》主持人选拔时的情形，“当时央视希望找一个没有播音主持经验的白

纸，而我当时刚好什么播音主持经验也没有，抱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情就去了，也

算是一种幸运。”现场互动环节中，主持人向郎老师提问了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



题，郎老师就当前《新闻联播》改革状况、新闻的发展方向及学生们的就业选择

进行了解答。对于当前新闻“报喜不报忧”的状态，郎永淳解释道：“新闻是国

家传递价值观的平台，报喜是因为时代稀缺这样的典型，这也是我在新闻工作岁

月中的感悟。”而提到对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时的报道经历，郎老师认为，二十

四小时不间断的直播和深入一线的行为是新闻工作者专业素养的体现。沉着而富

有磁性的声音、风趣幽默的言语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郎永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著名主持人。1995 年 4 月起，

郎永淳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主持《新闻 30 分》节目，随后相继在《新闻直播间》、

《法治在线》、《朝闻天下》等央视节目担任主持人。并主持了《众志成城、抗震

救灾―汶川地震救援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直播》、《第十三届政协会议特

别报道》等活动。2011 年 9 月 25 日，郎永淳与欧阳夏丹搭档，正式亮相于央视

《新闻联播》，成为“新国脸”。

本次校园人生分享会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燕山大学学生会主办。活动

丰富了我校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激励了学生们坚定信念、追逐梦想。

【院团风采】

机械工程学院

6 月 12 日下午，由机械工程学院团委、机械工程学院创新基地和机械工程

学院科协联合举办的机械工程学院第二届机器人制作大赛决赛在东校区大学生

活动中心正式开赛。温强一组作品因工作原理新奇简单、创新性高获得此次比赛

一等奖。机械工程学院团委书记韩冰、杨彦东，博士研究生曹文熬等担任本次大

赛评委及颁奖嘉宾。此次比赛以“创新无界限”为主题，旨在培养大学生严谨的

科学态度、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大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为大学生提供展示才华、超越自我的平台。

6月 13 日上午 9：00，机械工程学院组织全体研究生在 J3 教室召开安全文

明教育大会。此次会议以“安全、文明、健康、诚信”为主题，学院团委书记韩

冰、研究生辅导员庄杉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学生科科长王银思主持。

6月 22 日晚 7：00，由机械工程学院团委组织部举办的“创业梦，创新梦”

团日活动报告会在机械馆 J3 报告厅隆重举行。机械学院团委书记韩冰、团委副



书记陈硕、2012 级辅导员郭刚军、赵瑞雪、2011 级辅导员王明磊出席了本次报

告会并担任评委。

6月 23 日晚 7：00，机械工程学院雷锋突击队于东校区第一教学楼 231 教室

召开第二十六届换届大会，会议以“奉献无止境，青春无悔言”为主题。机械学

院院团委书记韩冰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由第二十五届、二十六届队长主持召开。

第二十五届队长袁观阳宣布了新一届队长名单:队长迟华瑞，副队长王胥臣、刘

志威，秘书长张灵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 月 17 日晚 7：00，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在信息馆 401 举办“半月谈”第一

期——毕业生经验交流会。本次交流旨在发挥毕业生“传、帮、带”的作用，为

同学传授经验、指点迷津，帮助他们进一步明确目标。此次经验交流会，为毕业

生与低年级同学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汲取经验的平台。引导低年级同学提早做

好职业生涯规划，使同学们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

的学习热情和奋斗精神。

6月 18 日上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在信息馆 302 会议室召开大学生课外

科研立项指导教师动员座谈会，信息学院院长任家东、各系系主任和部分教师代

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院副书记、副院长产佳主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 月 15 日-6 月 18 日期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组织并举办了第二届“材料

杯”专业基本技能训练挑战赛。此次竞赛由材料学院、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主办，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承办。此次专业基本技

能训练挑战赛的举办，使学院形成了更加浓厚的专业学习氛围，鼓励大家积极学

习专业基本技能，提高了学生的科研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其中，金相技能挑战赛

角逐中获得前三名的参赛者李赫、温君妍、袁宇泽将代表我校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赴北方民族大学参加第三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文法学院

6 月 19 日下午 3：00，文法学院在东校区第四教学楼 204 室举行了暑期社会

实践分组答辩。文法学院团委书记赵南南，2013 级辅导员谢波出席了本次活动

并担任评委。本次暑期社会实践答辩让学生们认识到了自己项目中的问题与不

足，在进行答辩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项目，使其目的性更加明确，有利

于更好地开展自己的项目，圆满完成暑期社会实践。

二、团情速递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3 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3 周年

即将到来之际，为扎实推进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贯彻工作，引导中直机关青年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做好中

直机关各项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努力为实现中国梦

增添强大青春正能量，6月 26 日下午，中直工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中直机

关青年“中国梦·我的梦”主题演讲活动。

这次演讲活动是在中直机关特别是在青年中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活动的一项具体举措。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直工委书记栗战书强调：“中直机关作为党中央的重要工作部门，地位特殊，

职责重大，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中直机关各单位的重

要政治责任。”中直工委明确提出，中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作表率，在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



率。深刻领会“三个表率”、广泛宣传“三个表率”、切实做到“三个表率”，已

经在中直机关蔚然成风，成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中直工委领导和中直机关有关单位机关党委负责同志出席，中直各单位团员

青年共 700 余人参加。本次演讲活动由中直团工委承办，中央办公厅机关团委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团委协办。

三、毕业季

【解读“更难就业季”】

2014 年高校毕业生将达 727 万 创历史新高

据2013年末在京召开的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我们

可以得知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727万人，较去年增加28万。教育部

部长袁贵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校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教育

规划纲要和《关于做好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精神，充分

认清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加

坚定的决心、更加扎实的工作、更加有力的措施，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努力实现201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就业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袁贵仁指出，2014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压力进一步增大，用人需求结构性矛盾

突出，毕业生就业观念仍需进一步转变。他强调，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

破除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增强高等教育与

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健全就业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和市场体系，推进强化政府积

极扩大就业的公共职能。

袁贵仁对做好201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确保每一名毕

业生都知晓和用好政策，同时，出台更多积极就业政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完善

和落实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的鼓励性

政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简化创业手续、降低创业门槛的具体办法，加

大创业基地建设和创业资金扶持力度，强化创业教育和指导服务等。同时注重提

升就业指导服务质量，推进毕业生求职信息和用人单位需求信息及时有效共享、

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大学情】

俞敏洪在北京大学演讲摘录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

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

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

——俞敏洪

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

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

们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

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

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

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

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

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

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

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一起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

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

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

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

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

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

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他们说：

“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

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

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

http://www.qqzf.cn/lizhi2270/
http://www.qqzf.cn/lizhi2077/
http://www.qqzf.cn/lizhi2022/
http://www.qqzf.cn/lizhi2608/
http://www.qqzf.cn/lizhi2426/
http://www.qqzf.cn/lizhi2237/
http://www.qqzf.cn/lizhi2547/


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

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

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

小编：在看完第一季的《天才知道》后，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郭山同

学说过的这样一句话让小编深深地反思——“我们曾经无比虔诚无比努力地换来

现在的生活，但是现在的状态却无法让那段时光彰显出价值。”是啊，时光荏苒，

斗转星移，想当年曾经热血壮志的高三时光确实与现在自己的状态有些不相符

合，诚如俞敏洪先生说过的那样“为自己的生命留下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

让我们共同加油吧，为大学不留遗憾，让梦想灼灼闪光！

四、时事速递

【国家大事记】

京津冀一体化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4 年 3 月 5 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

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

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

的协同发展路子。

那么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一体化有什么好处?

京津冀一体化的提速将为三方面的产业带来明显的发展机遇。首先是服务

业，作为中国第三大城市群，必然会对服务业有更大的承载力。目前，北京的服

务业占 GDP 的比重达 75%以上，还有提升空间。相比北京，天津和河北还有更大

提升空间。服务业的提升，既可解决更多人口的聚集，也可解决更多人的就业。

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轨道交通。最后，环保的要求将带来制造业的结构

调整，尤其是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当前京津冀环境压力很大，河北是能源、钢铁、重化工的重地，京津冀一体

化不仅要求对一些重化工业转移、治理，更要求其进行升级。这些产业发展机遇

都能够给京津冀带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给中国经济带来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

http://www.qqzf.cn/lizhi2444/
http://baike.baidu.com/view/412538.htm
http://money.163.com/baike/gdp/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最大的阻力在哪儿?

十多年来首都经济圈进展不大就表明了其中的巨大挑战。北京的地位决定了

它的强势，导致了在跨行政区域合作中的不对等格局。京津冀的转型升级也面临

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河北，重化工业的高额投资

绑定力量强大，需要有勇气，痛下决心。且京津冀也面临其他城市群的激烈竞争，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三个地方的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日趋紧张也亟须寻找

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小编：作为河北地区的大学生，小编希望通过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实施，

三地能形成规模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外，重点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是京津冀三地真正实现碧水蓝天，风轻云淡，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社会热点话题】

“最美考生”柳艳兵该不该被保送

5 月 31 日下午，柳艳兵和同学易政勇乘坐中巴车从宜春市区前往袁州区洪

塘镇，车上坐满了乘客。当车行驶到三阳长村路段时，易政勇后背突然被人砍了

一刀，当他用手回挡时，手臂又被砍了一刀—一个突发事件让人猝不及防：一个

本地年轻男子手持菜刀，疯狂地砍向周围的乘客。此时柳艳兵的头部和肩部被各

砍了一刀。在歹徒继续行凶之时，柳艳兵只身冲上前去，夺下了歹徒手中的菜刀，

并放到驾驶室前窗台上，又马上转身将歹徒压倒在地。

柳艳兵在客运班车上与持刀歹徒搏斗，引来各方点赞。然而，6月 7日高考

进行时，柳艳兵却头缠纱布躺在病床上，不能参加高考。目前教育部表示，待柳

艳兵和另一位受伤考生易政勇康复后将为其组织单独考试，已有一些高校向柳艳

兵伸出橄榄枝，愿助其圆大学梦。

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江西省并没有见义勇为加分的

高考政策，但如果柳艳兵和当地教育部门逐级提出保送申请，或有院校愿意对其

自主招生，可以商讨可能的解决方案。宜春市综治委已授予柳艳兵“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南昌大学、宜春学院等高校已经表示愿意全力帮助柳艳兵实现大



学梦，而且已指派工作人员与柳艳兵及当地教育等有关部门联系。

关于“最美考生”柳艳兵该不该被保送的话题也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争

论。为了对此事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我校文法学

院政治学系于6月22日晚7点30分在人文馆118政治学系办公室举办主题为“‘最美

考生’该不该被保送”的时政沙龙活动，来自文法学院院政治学系、行管管理学

系、法学系、国际政治系和经管学院、机械学院的学生40余人参加了此次沙龙活

动。时政沙龙每月举办一次，以社会政治热点和焦点问题为主题，学生轮流担任

主讲人，专任教师主持，参加者自由发言。本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宽松、平等、自

由的对话平台，将学生的社会关怀引入学术轨道，提升专业知识素养，锻炼社会

实践能力。

（编辑 王 祯 尤 曼 邢晴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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