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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 2014 上半年共青团活动大事记

【3月】

1.访问敬老院：3 月 5 日上午 10：00,校团委老师贝涛带领校青协成员到海港区

老年中心福利院探望老人并提供服务。活动增强了我校学生的责任意识与志愿意

识，反映了我校学生的精神风貌。

2.志愿服务统一行动月启动：3 月 6 日下午 4：30，我校 2014 年“传承雷锋精神，

践行时代品质”志愿服务统一行动月启动仪式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召开。我

校副校长谢延安，校团委书记张明莉出席了启动仪式。行动月期间，志愿者将陆

续举办第八届雷锋人物评选活动、关爱离退休教职工和空巢老人活动、图书馆志

愿服务系列活动、燕山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十周年志愿成果展等一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

3.群众路线教育：3 月 13 日下午 4：00,信息学院在信息馆 401 举办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辅导员专题讲座。

4.团委干部培训：3 月 13 日晚，机械学院团委书记韩冰在机械馆 J3 报告厅为院

级社团干部举办学生干部培训大会，团委副书记陈硕和研究生会主席魏泽利出席

了会议。

5.雷锋任务评选活动宣传：3 月 14 日上午 11：00，“感动你我 温暖燕大”第八

届雷锋人物评选的宣传活动在我校东校区二、三食堂前，西校区八、九组团之间、

心怡餐厅对面举行。4月 27 日晚 7：00，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由燕山

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及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承办的第八届雷锋人物颁奖晚会



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举行。理学院办公室主任王志宙、西校区第二教

学楼楼管全继国、2012 级土木工程专业班长李嘉、燕园餐厅阿姨宋艳玲、2012

级学生靳玉超及校广播站团体获奖。

6.三一五维权：3 月 15 日 12：00，机械学院自管会在第二餐厅门口开展“3·15

趣味问答”活动。3月 16 日下午 1：00,艺术学院在展厅举办了“3.15 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宣传活动。3月 23 日晚 7：30，机械学院在第二教学楼演讲厅举办了

以“消费与民生，维权你我行”为主题的 3.15 小品晚会。3月 25 日下午，信息

学院在东校区二食堂门前举办维权书画展。3月 27 日下午 3：00，由秦皇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材料学院团委和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馨家园社区委

员会共同举办的以“践行环保，维权普法”为主题的 3.15 普法活动在秦皇岛市

开发区青馨家园社区举行。

7.绿植种子领养：3 月 22 日上午 11：30，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由燕

山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承办的绿植种子现场领养活动在东校区二、三食堂前，西

校区八九组团之间开展。

8.主持人大赛：3 月 25 日，燕山大学第九届主持人大赛宣传活动在我校东校区

第二、第三食堂门前，西校区八、九组团及心怡餐厅门前开展。3月 29 日上午 9：

00，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和燕山大学电视台联合主办、燕山大学社团联合会

承办的第九届主持人大赛海选赛在我校电视台开赛。本次比赛以“梦想闪耀你我，

激情炫亮舞台”为主题，考察内容包括普通话程度、口齿清晰程度、语言表达能

力、思维反应能力、自信度等。比赛旨在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为我

校爱好播音主持的学生建立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丰富我校校园文化，营造良好

的校园氛围。

9.就业形势讲座：3 月 27 日下午，信息学院为 2011 级本科生举办就业形势专题

讲座，由秦皇岛朗科网络技术公司任老师担任主讲。

10.地球一小时：3 月 29 日晚 8：30，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全校范围内举办以

“蓝天自造，对抗雾霾”为主题的“地球一小时”活动。

11.周末讲坛：3 月 30 日晚 7：30，以“中国春已到，该是梦圆时”为主题的周

末讲坛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举行，本次讲坛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柴

勇主讲。



【4月】

12.义务植树活动开展：4 月 2 日，在全国第 36 个植树节来临之际，信息学院组

织了三百余名师生到西校区锅炉房西侧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13.社团文化展示月：4 月 3 日，以“十年风华，逐梦岁月，展社团缤纷色彩；

百花齐放，锦绣前程，创燕园华丽篇章”为主题的第十届社团文化展示月开幕式

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据了解，在文化展示月期间还将举办一系列社团

活动，包括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九届主持人大赛、奔腾艺术团主办的坎帕斯青年

摇滚音乐节等文娱类活动。由头脑风暴社团承办的“燕大最强大脑”活动，以及

噫鸣相声社举办的“噫鸣惊人”相声专场演出、经梧太极社举办“走近太极拳”

活动等文化传播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红色旋律”讲坛，法律协会的

“模拟法庭”等思想教育型活动。

14.机械学院第二届趣味运动会动员大会：4 月 3 日晚 7：00，由机械学院团委、

学生会主办的机械学院第二届趣味运动会动员大会于机械馆 J3 教室举办。机械

学院团委书记韩冰、13 级辅导员陈硕、院学生会主席团以及各年级班长、文体

委员出席了本次大会。4月 27 日上午 8：30，燕山大学机械学院第二届趣味运动

会在我校第二体育场举行。此次活动面向机械学院全体本科生，活动由机械学院

主办，由体育学院承办。

15.信息学院领导班子集中学习《面向未来的赶考》：4 月 9 日上午，信息学院召

开专题学习会，院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了《面向未来的赶考——习近平总书记

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访记》。学院党委书记卢辉斌主持了学

习会。

16.真人 cs 大赛：4 月 12 日上午 8：00，燕山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真人 cs 大赛

在我校西校区树林举办。本次真人 cs 大赛由燕山大学社团联合会主办，由燕山

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承办。

17.拔河比赛：4 月 12 日上午 9：00，材料学院在西校区艺术学院篮球场举办了

以“弘扬体育精神，构建和谐校园”为主题的拔河比赛，2013 级高分子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本次活动由材料学院团委主办，由材料学院

学生会体育部承办。



18.秦皇岛市大学生环保运动会：4 月 12 日下午 2：00，以“蓝色渤海，绿色燕

园”为主题的第三届秦皇岛市大学生环保运动会在燕山大学第一体育场举行。本

次活动分为开幕式、比赛、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三部分。

19.“春舞诗灵”诗文诵读大赛：4 月 12 日下午 2：30，我校“春舞诗灵”第五

届诗文诵读大赛决赛在东校区第三教学楼 213 室举办。生物一班团体获得一等

奖，环境工程团体获得比赛二等奖，个人朗诵选手尹梦军获得比赛三等奖。

20.“中华好诗词”比赛：4 月 12 日晚 7：00，我校第一届“中华好诗词”比赛

初赛在东校区第一教学楼 349 室举行。4月 20 日下午 7：00，第一届“中华好诗

词”比赛决赛在东校区第四教学楼 104 室举行，经过四个环节的激烈竞争，本次

比赛决赛宣告结束。

21.第三届“young for you”主题晚会：4 月 12 日晚 7：00，我校英语港第三届

“young for you”主题晚会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行。晚会由燕山

大学社团联合会主办，由燕山大学英语港承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严冰，外国

语学院团委书记安东，机械学院学生科教师郭刚军出席并观看了本次晚会。

22.第三届学生会系统发展研讨会：4 月 12 日，我校第三届学生会系统发展研讨

会举行。本次研讨会有利于学生会今后更好的为学生服务，为学生会提供了联系

与交流的平台。研讨会也使学生们开拓了思维，提升了自我修养，重新认识了自

己身上担负的责任。

23.第十届秦皇岛市高校英文歌曲大赛：4 月 13 日下午 6：30，第十届秦皇岛市

高校英文歌曲大赛初赛在我校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举办。本次大赛主题

为“To be proud， get the crown”，共有十二名选手入围决赛。4月 18 日晚 7：

30，第十届秦皇岛市高校英语歌曲大赛决赛在燕山大学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

播厅举办。选手段艺菲以一首《let it go》夺得比赛冠军。

24.秦皇岛市高校武道联盟武术专场晚会：4 月 13 日晚 7：00，秦皇岛市高校武

道联盟武术专场晚会在我校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办，晚会主题为“武

动青春，德艺双馨”。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燕山大学体育学院团

委、燕山大学社团联合会主办，由燕山大学武术爱好者协会承办。

25.机械学院召开党员干部代表专项座谈会：4 月 14 日下午，机械学院党委在机

械馆 J301 报告厅召开了党员干部代表专项座谈会。本次会议由党委书记高殿荣



主持，各系部党支部书记出席了本次会议。

26.优秀院学生会评比活动：4 月 14 日晚 7：00，我校优秀院学生会评比活动在

东校区第三教学楼 213 室举办。各学院的团委书记及各学院代表出席了本次会

议。环化学院学生会获得 11 票位居各学院院会之首。

27.我校学生喜获团市委“三提”演讲比赛三等奖：4 月 15 日，共青团秦皇岛市

委开展的“三提”演讲比赛在我市交通局落下帷幕，我校文法学院 2012 级法学

1班学生徐倩在秦皇岛团员青年“三提”演讲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28.车辆学院 2013 年学生科技创新活动：4 月 17 日下午 4：00，车辆学院科学与

技术协会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讲厅举办了 2013 年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总结

表彰大会暨第五届全员参研科创计划启动仪式。出席本次活动的学院领导有车辆

学院副院长杨满平、副书记杨东峰、石油工程系主任韩东颖、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副主任王华山、学生科科长李浩然、团委老师徐阳。

29.青年志愿者服务知识竞赛: 4 月 17 日下午 6：30，环化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

知识竞赛初赛在燕山大学东校区第二教学楼 103 教室、203 教室举行。4 月 19

日下午 3：00，环化学院开展的志愿服务知识竞赛决赛于东校区第二教学楼 102

室开展。经过三轮比赛，第五组、第二组、第七组分别获得冠、亚、季军。此次

活动由燕山大学环化学院团委主办，由燕山大学环化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承办。

30.“焦裕禄”精神学习活动：4月 18 日下午，机械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各科室

负责人在机械馆 301 学习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兰

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重要讲话。

31.京津冀模拟联合大会：4 月 18 日至 20 日，第四届京津冀模拟联合国大会在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举行，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协会选派 2013 级王祯、管

璇、李红月、王嘉铄赴北京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 2013 级政治学与行政学王祯

荣获“杰出代表”奖。

32.“硕博杯”篮球赛开赛：4 月 19 日上午 8：30，我校第十六届“硕博杯”篮

球赛在东校区灯光篮球场开赛。本次比赛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由燕山

大学研究生会承办。此次比赛持续了一周。

33.信息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动员指导大会：4 月 19 日上午 9：00，信息学院科

技协会在东区第四教学楼 209 室举办大学生课外科研立项动员指导大会，邀请到

李英伟老师担任主讲教师，针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作指导讲座。



34.模拟联合国大会：4 月 19 日上午 9：00，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协会在第二教学

楼演讲厅举办了秦皇岛市第九届模拟联合国大会。本次模拟联合国大会的主题为

“乌克兰危机”，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日本代表队获得了本次模拟联合国大会

的冠军。文法学院院长翁钢民、政治学系主任何强、国际关系学系党支部书记张

树明、文法学院团委书记赵南南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35.第十届秦皇岛市高校模特大赛：4 月 19 日上午 10：00，第十届秦皇岛市高校

模特大赛初赛在我校东校区灯光篮球场举办。

36.“漂流瓶”活动：4 月 20 日下午 1：30，由机械学院阳光心理服务队与文法

学院自管中心联合举办的“漂流瓶”活动在东校区灯光篮球场举行。

37.第八届秦皇岛市高校国旗护卫队共建活动：4 月 20 日下午 2：40，第八届秦

皇岛市高校国旗护卫队共建活动在我校西校区升旗场举行。此次共建活动由燕山

大学国旗护卫队、燕山大学里仁学院国旗护卫队、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国旗护

卫队和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国旗护卫队四支队伍共同参与和组织。

38.“炫彩”知识竞赛活动：4 月 20 日晚 7：30，由材料学院晨曦报社、电气工

学院思苑文学社、经管学院管理之声报社三个学生组织共同举办“炫彩”知识竞

赛活动展开。初赛于 13 日晚在西校区第二教学楼 206、207 室举行，最终 15 个

团队进入了决赛。电气学院的张胜涛所带领的队伍获得第一名，经管学院的刘静

所带领的队伍获得第二名、电气学院的徐勇所带领的队伍获得第三名。

39.法制安全宣传系列活动：4 月 24 日，信息学院与文法学院联合开展法制安全

宣传系列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大学生养成学法、懂法、遵规、守纪

的良好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升了学生们

的判断能力。

40.第三届星秀夜晚会：4 月 25 日晚 7：00，第三届星秀夜晚会暨毕业生告别晚

会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办。本次活动主题为“Say goodbye to those

stars”。理学院副院长杨小丽、机械学院团委书记韩冰、副书记陈硕、理学院团

委书记张钟华出席并观看了晚会。

41.吉羊“神聊秦皇岛”讲座：4 月 25 日晚 7：00，由雷锋突击队主办的“神聊

秦皇岛”主题讲座在机械馆 J3 教室举办，讲座主讲人为吉羊老师。

42.“给课桌一张清洁的脸”活动：4 月 26 日，机械学院学生科组织 2011、2012、



2013 级全体本科生，在东校区机械馆及第一教学楼北侧教学区进行了课桌桌面

的清理活动。各年级辅导员带领学生前往班级责任区教室，并在现场组织、监督、

指导学生对课桌进行彻底地清洁。

43.话剧团上演《今夜不熄灯》：4月 26 日晚 7：00，燕山大学话剧团在东校区大

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上演了年度话剧《今夜不熄灯》。据了解，为了本次话剧排

演，燕山大学话剧团以“梦想”为主题在秦皇岛市各高校征集剧本，经过专业老

师的评选，最终将《今夜不熄灯》这部话剧以专场的形式呈献给观众。

44.第二届趣味运动会：4 月 27 日上午 8：30，燕山大学机械学院第二届趣味运

动会在我校第二体育场举行。此次活动面向机械学院全体本科生，活动由机械学

院主办，由体育学院承办。

45.创业大赛经验交流会：4 月 27 日晚 7：30，燕山大学创业大赛经验交流会在

我校东校区第三教学楼 317 室举行。本次经验交流会主要是针对大一和大二年级

的同学，旨在为大家答疑解惑，使学生们获得更多的经验和知识。同时也为大家

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46.“寝室英语才艺大赛”：4 月 27 日晚 7：30，由外国语学院自管会举办的“Show

My Dormitory”大赛在东校区第二教学楼演讲厅正式拉开了帷幕。最终，舞蹈“神

曲 3”获得一等奖，歌曲“Jude in my dorm”和话剧“Dormitory Ode To Joy”

获得二等奖，小品“Dorm doudizhu”以及其他三项节目获得三等奖。本次比赛

圆满结束。

47.文法学院研究生周率受邀讲授党课：4 月 27 日，文法学院 2013 级研究生周

率同学受邀为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计算机与通讯工程专业学生讲授党课。本次党

课地点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工学馆 330 教室，以“学习党的群众路线，做合格

大学生党员”为主题。周率同学从群众路线的内容、群众路线的典型和群众路线

的启示三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讲授内容。

48.A.R.T 艺术团举办经典影视片段模仿大赛：4 月 29 日晚，材料学院 A.R.T.艺

术团在西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主题为“我演绎 •我快乐 • 我骄傲”的影

视经典片段模仿大赛。此次大赛面向全校征集作品，经过初赛的筛选后 6支队伍

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sky 组合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一名。



【5月】

49.新生班主任表彰大会：5月 3 日晚，信息学院新生班主任总结表彰大会在第

三教学楼 217 室举行。

50.胡峰同学受邀讲授党课：5 月 4 日晚 7：00，文法学院 2012 级国际政治专业

研究生胡峰同学受邀到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工学馆 330 室为计算机与通信工程

学院学生讲授党课。

51.“青春的誓言”五四主题宣誓仪式：5 月 4 日晚 7：30，以“我的中国梦——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为主题的“青春的誓言”五四主题宣誓仪式暨 2014 年燕山

大学五四文化艺术节开幕仪式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举办。

52.机械学院研究会换届选举仪式：5 月 7 日，机械学院研究生会在机械馆 J327

教室举行了换届选举会议。

53.车辆卓越试点班主题团日活动：5 月 10 日下午 4：00，2013 级车辆卓越试点

班在第一教学楼 239 室举办以“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

主题团日活动。

54.考研经验交流会：5 月 11 日下午，由材料学院团委主办，材料学院学生会承

办的考研经验交流会在西校区第二教学楼 108 室举办。

55.“young dream”五四时代秀：5 月 11 日晚 7：00，外国语学院“Young Dream”

五四时代秀活动决赛在东校区第二教学楼演讲厅举办。

56.“风华机械人评选活动动员大会”：5 月 12 日，由机械学院团委主办、机械

学院学生会承办的“风华机械人评选活动动员大会”开幕。

57.爱心教育互助活动：5 月 13 日，材料学院 2014 届毕业生学生党员在党支部

书记王妍带领下，来到秦皇岛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了以“关注特殊儿童，情暖

与爱同行”为主题的爱心教育互助活动。

5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活动》学习活动：5 月 13 日晚, 信息学院在信息馆

401 举行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活动。本次学习以习总书记在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和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为重点。

59.“阳光校园”公益讲座：5 月 13 日晚 7：00，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

由燕山大学学生会承办的北京新东方 2014“阳光校园”公益讲座在我校东校区

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举办。主讲人为新东方教育集团中级培训师卢根，同时，



14 号又进行了第二场讲座。

60.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选拔赛：5 月 15 日下午 3：00，我校关于河北省第四

届大学生艺术展演选拔赛于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共青

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

61.换电池活动：5 月 15 日下午 4：00，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在第一教学楼、第

三教学楼、第四教学楼举办教室换电池活动。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

主办，由由燕山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承办。

62.“美化校园”活动：5 月 17 日下午 4：00，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

由燕山大学青年志愿协会承办的“美化校园”活动在我校东校区、西校区同时开

展。

63.6789 海洋音乐节：5 月 17 号晚 7：00，由共青团秦皇岛市委主办、共青团燕

山大学委员会等各大高校共青团委员会联合承办的 6789 海洋音乐节高校巡演在

燕山大学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行。本次音乐节邀请了米次方、往返跑、

暴动和盘尼西林等摇滚乐队。

64.“寻找绿色，行在春天”主题活动：5 月 18 日上午 9：00，由百度公司赞助，

燕山大学理学院团委学生会主办，理学院学生会公关实践部承办的“寻找绿色，

行在春天”主题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森林逸城公园内举办。

65.“燕信杯”篮球赛：5 月 18 日下午，信息学院在灯光篮球场举办“燕信杯“篮

球赛决赛，为历时一个月的“燕信杯”篮球赛画上了句号。

66.涂鸦大赛：5 月 18 日晚 7：00，第八届“炫彩青春”涂鸦大赛在我校东校区

灯光排球场举办。艺术学院获得一等奖，理学院获得二等奖，环化学院获得三等

奖。本届涂鸦大赛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燕山大学学生会主办，由建工学院

团委、建工学院学生会承办。

67.人生分享会：5 月 18 日晚 7：00，“最美女警”冯志宏进校园之人生分享会于

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举办。5月 24 日晚 7：30，“最美校友”——赵迪

进校园之人生分享会在我校东大活 209 室举行。5月 21 日晚 7：00，“奋斗的青

春最美丽”五四青春分享会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5月 25 日晚 7：30，

美国航天太空总署科学家李杰信博士对话燕大学子分享会于东校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演播厅举办。人生分享会是我校五四活动月“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系列活动



之一，活动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燕山大学学生会承办。

68.“建设时代长城，铸就青年精英，实现中国梦想”主题讲座：5 月 18 日晚 7：

30，“建设时代长城，铸就青年精英，实现中国梦想”主题讲座在我校东校区第

三教学楼 213 室举办。

69.“班级风采展示大赛”：5 月 18 日，信息学院在东校区第二教学楼演讲厅举

办了第一届“班级风采展示大赛”。

70.团支部风采大赛：5 月 20 日晚 7：00，以“风华燕大，青春未央”为主题的

燕山大学五四文化艺术节团支部风采大赛决赛在西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

2012 级高分子团支部获得比赛一等奖。

71.义务清扫校园：5 月 22 日中午 12：30，环化学院义务清扫校园活动于东校区

第三教学楼举办。

72.心理健康讲座：5 月 22 日下午，信息学院举办了以“保持阳光心态，活出快

乐自我”为主题的心理健康讲座。本次讲座邀请了燕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

心高红新老师担任主讲。

73.研究生交流会：5 月 22 日晚 7：00，机械学院“师兄师姐助我进步”研究生

交流会在机械馆 J3 报告厅举办。

74.“梦想照进现实，奋斗书写人生”系列主题教育活动：5 月 23 下午 4：00，

电气学院在西校区电气馆 A101 报告厅举行了“梦想照进现实，奋斗书写人生”

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75.五四大合唱：5 月 25 日下午 1：30，我校“青春正能量，唱响中国梦”五四

大合唱比赛于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行。艺术学院获得了一等奖，里仁

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获得二等奖，理学院、电气学院和环化学院获得三等奖，其他

八个学院获得优秀奖。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由燕山大学学生

会承办。

76.励志情景剧决赛：5 月 25 日晚 7：30，由机械学院阳光心理服务队举办的“阳

光青春，快乐成长”励志情景剧决赛在机械馆 J3 教室正式开赛。

77.“阳光许愿瓶”活动：5 月 25 日，电气学院“阳光服务站”举办了以“珍爱

自己，珍爱生命”为主题的“阳光许愿瓶”活动。并于 26 日，开展了“青春励

志梦想展示”活动和“互助梦想点亮”活动。



78.机械学院职业规划设计大赛决赛：5 月 29 日下午 4：00，机械学院职业规划

设计大赛决赛在机械馆 J3 教室开赛。关博同学获得比赛一等奖，王世云和高姗

获得二等奖，徐雪寒、蔡君辉、增笑和来自成型三班的张莹、机自十五班的张莹

获得三等奖。

79.第二届廉政演讲比赛：5月29日晚7：00，我校第二届“中国梦想，廉政风尚”

演讲比赛于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209室举办。来自经管学院的回立智获得了比

赛一等奖，文法学院选手尤曼和经管学院选手解雅获得了比赛二等奖，信息学院

选手董浩、电气学院选手邢雯和建筑学院选手王元超获得了三等奖。本次活动由

燕山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经管学院团委学生会、

文法学院学生会和外国语学院学生会承办。

80.第八届“诗韵华彩”大型诗歌朗诵总决赛：5 月 29 日晚 7：00，第八届“诗

韵华彩”大型诗歌朗诵总决赛在我校东校区第二教学楼演讲厅举行。车辆学院选

手张德恒获一等奖。活动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车辆学院承办。

81.第五届文化艺术风采节闭幕式：5 月 29 日晚 7：30，里仁学院第五届文化艺

术风采节闭幕式暨颁奖晚会在西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举行。晚会主题为

“传承经典五四精神，开拓绚丽奋斗青春”。建筑与环境化学工程系学生会、电

气工程系学生会、机械工程系学生会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82.“寝室文化与安全讲座”：5 月 30 日晚 7：00，机械学院自管会在机械馆 J3

教室举办“寝室文化与安全”讲座。

【6月】

83.秦皇岛望海祈福文化节志愿服务：6 月 1 日上午 7：30，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成员赴秦皇岛求仙入海处，为第十届秦皇岛望海祈福文化节提供志愿服务。服务

活动从上午 9：00 开始到下午 4：00 结束。此次文化节 5月 31 日开幕，共持续

三天，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每天都会派出志愿者为其服务。本次志愿服务活动的

开展，不仅为第十届秦皇岛望海祈福文化节的举办提供了后备支援，也向全市人

民展示了我校青年志愿者的风采，展现了燕大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84.五四文艺汇演：6 月 3 日晚 7：00，“展青春风采，谱奋斗华章”——“奋斗

的青春最美丽”五四文艺汇演在我校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办。活动以



“铭记奋斗青春，携手放飞梦想 ”为主题。本次活动由“回溯历史，重温五四”、

“聚焦现在，奋斗当下”、“展望未来，筑梦燕园”三部分组成。活动是为纪念

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而举办，活动旨在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中国梦”的丰富

内涵，在学习生活中勇于面对挑战，敢于承担责任。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燕山大学

委员会、燕山大学学生会主办，由信息学院、建筑学院、环化学院联合承办。

85.毕业生环母校接力长跑活动：6 月 8 日上午机械学院举办了毕业生环母校接

力长跑活动。本次活动由机械学院团委主办，机械学院学生会和大四年级组承办，

系机械学院 2014 年毕业生文明离校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继机械学院趣味运动会

之后的又一次群众性体育活动。活动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接力，由燕山大学正门开

始途经宿舍区、燕宏桥、图书馆、教学区等地至燕山大学体育场结束。2010 级

辅导员张佳送上对毕业生的寄语和祝福。

86.续约仪式：6 月 8 日上午 10：00，燕山大学环化学院和山海关区特困人口集

中供养中心举行续约仪式。续约仪式在山海关区特困人口集中供养中心进行。活

动由燕山大学环化学院共青团委主办、环化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承办。本次活动

以“新约定，心约定”为主题。活动增强了志愿者的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宣

扬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87.2014 届毕业生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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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学院教师柴勇代表学校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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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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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机械学院励志座谈会：6 月 9 日晚，机械学院勤工助学指导中心励志座谈会

在机械馆 327 举办。座谈会以“自强”为主题。本次座谈会旨在以故事分享的形

式让同学们从有关奋斗与自强的故事中获得启示，进而督促自己在大学生活中努

力拼搏，奋发图强。

89.里仁学院毕业生晚会：6 月 11 日晚 7：30，以“壮丽青春 携梦远航”为主题

的燕山大学里仁学院欢送 2014 届毕业生文艺晚会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



厅举行。晚会由共青团燕山大学里仁学院委员会主办、燕山大学里仁学院学生会

承办。本次欢送毕业生晚会共分为青春日记、花样年华、逐梦远方三个板块。晚

会形式丰富多样，温情不断，学生们沉浸在对大学四年生活的回忆和即将离别的

不舍中。本次毕业生晚会在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的同时，彰显了师生情、母

校情，承载了母校对毕业生的希冀。

90.机械学院第二届机器人制作大赛：6 月 12 日下午，由机械学院团委、机械学

院创新基地和机械学院科协联合举办的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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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厅正式开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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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强组作品因工作原

理新奇简单、创新性高获得此次比赛一等奖。

91.机械学院安全文明教育大会：6 月 13 日上午 9：00，机械学院组织全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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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院团委书记韩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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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思就安全、文明、健康和诚信四个方面对机械学院全

体研究生发出了倡议。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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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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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材料学院 2014 届毕业生晚会：6 月 16 日晚 7：00，材料学院在西校区大学生

活动中心举办了以“梦想绽放，青春续航”为主题的 2014 届毕业生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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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信息学院毕业生经验交流会：6 月 17 日晚 7：00，信息学院在信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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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年级同学传授经验、指点迷津，帮助他们进一步明确目标。交



流会邀请了六位优秀毕业生代表，他们结合各自的亲身经历，分享了自己在大学

四年学习、生活中的感悟。此次交流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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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第二届“材料杯”专业基本技能训练挑战赛：5 月 15 日-6 月 18 日期间，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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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团委承办。旨在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促进学院专业

课程改革与创新学科基础建设。

96.信息学院召开大学生课研立项指导教师动员座谈会：6 月 18 日上午，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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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就 2014 年燕山大学大学生课外科研立项的申请对象、申请类

别、时间安排、支持政策以及项目结题要求等内容做了详细解读。与会教师畅所

欲言，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97.“温馨毕业季”活动：6 月 18 日中午，由机械学院学生科主办、机械学院自

管会承办的 “温馨毕业季”活动的启动仪式在东区二食堂门口拉开帷幕。本次

活动共分为两部分：青春回忆录和薪火相传。此次“温暖毕业季”活动以温情为

底色，增进了机械学院毕业生与母校的情感，保持了校园的和谐与稳定，形成良

好的校园风气，达到了温暖大四、带动大三、激励大二、大一的育人效果。

98.河北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录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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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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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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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艺术团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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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我省高等学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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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文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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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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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更好地实行自己的项目，圆满完成暑期社会实

践。

100.“九天科技奖学金”签约仪式在我校举行：6 月 21 日上午 9：00，江苏九天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燕山大学捐赠设立“九天科技奖学金”签约仪式在机械馆

J3 教室举行。“九天科技奖学金”的设立，旨在鼓励燕山大学学生德、智、体全

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与实践的热情，增强学生实践与创新意识。李国忠董事长

一行参观了我校轧制设备及成套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双方共同探讨了高校

人才培养的机制和目标，就校企长期合作达成新的意向。

101.机械学院 2014 届毕业生晚会：6 月 21 日晚 7：00，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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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院党委书记高殿

荣致开幕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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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机械学院团日活动报告会：6 月 22 日晚 7：00，由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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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厅举行。本次活动各团

支部生动地宣传了本支部的团日活动，增进了团支部之间的交流，并加深了同学

们对“创业梦、创新梦”的认识，为机械学院后续团日活动的开展起到一个示范

和引导作用。

103.燕山大学 2014 年西部计划招募工作结束：6 月 23 日下午 4：00，5 名大学

生志愿者在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 室签订了“2014 年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招募协议书”，这标志着我校 2014 年西部计划志愿者考核选拔和岗位

对接工作的结束。该活动响应国家号召，为广大毕业生创造了服务和奉献的机会。

同时，毕业生自身在西部岗位上锤炼自身，使其丰富知识、提高能力，价值得到

充分体现。

104.机械学院雷锋突击队第二十六届换届大会：6 月 23 日晚 7：00，机械学院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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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突精神“奉

献无止境、青春无悔言”贯穿整场会议。原队长袁观阳宣布了新一届队长名单，

回顾了在任期间举办的一系列活动，讲述了一年来在雷锋突击队工作的经验及感

慨，新任队长迟华瑞对雷锋突击队未来一年工作的奋斗目标以及具体规划进行了



阐述。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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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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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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