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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9 月：

1、中国“华为杯”大学生新材料创新设计大赛：9 月 1 日至 3 日，2014 年中

国“华为杯”大学生新材料创新设计大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我校材料学

院共有 6项创新设计作品入围决赛，并有 6项作品获奖。

2、新生校史校情讲座：9 月 7 日下午 4：00，信息学院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

心演播厅举办新生入学教育第一讲——校史校情讲座。本次讲座由我校老干部

校史与传统宣讲员杜文升教授担任主讲。

3、材料学院 2014 级新生入学教育大会：9 月 9 日下午 4：30，材料学院 2014

级新生入学教育大会在西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召开。材料学院党委书记王丽

萍，院长田永君，副院长张瑞军、王利民，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

永，以及学院各系室主任、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4、燕山大学2014级迎新晚会：9月14日晚7：30，燕山大学2014级迎新晚会在

东校区第一体育场举办。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有燕山大学副校长张福成、燕山

大学副校长谢延安以及燕山大学各部门领导、各学院领导和老师。全体2014

级新生和教官观看了此次迎新晚会。

10月：

5、第十九届“潮汐杯”辩论赛：10月10日晚7：00，燕山大学第十七届“潮汐

杯”辩论赛启动仪式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办。燕山大学政策法制

办公室老师闫静怡、文法学院老师李丽出席了本次活动。

6、雷锋突击队素拓：10 月 12 日下午 2：00，由机械学院雷锋突击队组织的素

质拓展活动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后广场举办。此次活动充分调动了队员们

的积极性，塑造出了团队活力，也为雷锋突击队更好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创新发展，全民行动——科学园梦”大演讲比赛：10 月 16 日下午 3：00，

我校“创新发展，全民行动——科学园梦”大演讲决赛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

心 209 室举行。比赛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办、燕山大学大学生科学技术

协会承办。文法学院选手张冲获得一等奖。

8、材料学院 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报告会：10 月 16 日晚 7：30，材料学院在

材料馆 A323 室举办了“材料学院 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报告暨表彰大会”。学

院团委书记王亦晨出席了本次大会，并为获奖小分队颁发了奖状。

9、机械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宣讲会：10 月 17 日晚 7：00，由机械学院团委、机

械学院学生会主办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宣讲会在机械馆 J3 教室召开。

机械学院团委副书记陈硕、2014 级各班级代表参加了此次宣讲会。

10、“爱生活，乐徒步”活动：0 月 18 日下午 1：00，健身协会举办了首次“爱

生活，乐徒步”之校园寻宝活动。部分健身协会会员及自愿报名的同学参与了

本次活动。

11、志愿服务：10 月 19 日上午 7：00，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带领我校

志愿者前往秦皇岛市抚宁县滑石后村，为其举办的亲子环保健身游活动提供志

愿服务。活动不仅为滑石后村亲子环保健身游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后援支

持，也向市民们展示了燕大志愿者的风采，其吃苦耐劳与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了

人们的赞许与认可。

12、“新生杯”篮球赛：10 月 19 日下午 1：00，材料学院“新生杯”篮球赛在

西校区艺院篮球场举行。

13、“翰墨缘”书法讲座： 10 月 19 日下午 3：00，人文书艺“翰墨缘”主题

书法讲座于人文馆 214 举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并燕山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

授马永林和著名书法家邹红喜、李贵棠、国立辉、李伟、宋舸文等六人作为本

次活动的主讲人，文法学院团委书记赵南南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系教师王永、

魏红星作为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14、调研中国报告会：10 月 19 日晚 7：00，《南风窗》调研中国报告会在东校

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举行。《南风窗》高级记者、团队联系记者张墨宁、

《南风窗》调研中国项目组老师钟璐珊、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邦凡、文法学院

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杨建民以及文法学院相关科室老师出席了本次报告会。

15、卡拉 OK 大赛：10 月 19 日晚 7：00，由机械学院团委主办、海翔艺术团承

办的第十届卡拉 OK 大赛决赛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举办。机械学院

团委副书记陈硕出席此次比赛，华燕之声十强选手苑亚宁、代皓东、吴汉东、

项彦、张振担任了此次比赛的评委。

16、2014“蓝色海洋”大连海事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会：10 月 17 至 19 日，2014

大连“蓝色海洋”模拟联合国大会在大连海事大学举行，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协

会选派 2013 级王艺翔、王祯赴大连海事大学参加了此次会议。

17、“义务家教”：10 月 21 日晚 7：00，机械学院雷锋突击队在东校区第一教

学楼 231 教室举行“义务家教”面试。活动使志愿者在奉献爱心的同时逐渐树

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将这颗爱心永久地传递下去。

18、新生杯篮球赛：10 月 23 日下午，由机械学院团委主办，机械学院研究生

会承办的研究生“新生杯”篮球赛于东校区篮球场落下帷幕。机械学院团委书

记韩冰老师，团委副书记陈硕老师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球队及球员颁奖。

19、大海诗歌节艺术交流会：10 月 25 日晚 7：00，首届秦皇岛大海诗歌节艺

术交流会在我校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举办。活动以“秋天，大海，读

诗”为主题。本次交流会由中共秦皇岛市委宣传部、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

办，由燕山大学燕大青年报社承办。岛子、吕德安、孙磊、宇向、朵渔等著名

现代诗人与画家做客我校，与我校学生一同分享了诗歌艺术。

20、“九天科技奖学金”颁奖仪式暨江苏九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宣讲会：10 月

26 日下午 5：00，机械学院在机械馆 J3 举行 “九天科技奖学金”颁奖仪式暨

江苏九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宣讲会。机械学院院长肖宏、副院长彭艳、江苏九

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忠、总经理李建忠、副总经理虞惠忠、总工程

师曾三荣等出席了本次颁奖仪式。

21、“你我同在，赢在未来”学术交流会：10 月 29 日晚，由材料学院团委主

办、研究生会承办的以 “你我同在，赢在未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在西

校区材料馆 A323 举行。此次活动邀请了 2014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博士

研究生张艳、硕士研究生王佶分别与 2013 级、2014 级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学术

交流，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11 月：

22、“文法好声音”歌唱比赛：11 月 1 日下午 3：00，以“文法新声代，唱响

好声音”为主题的“文法好声音”决赛在东校区第二教学楼演讲厅举行。文法

学院学生科科长金宏妍，11 级辅导员曹婷婷、13 级辅导员谢波、14 级辅导员

周率、陈吉等和 14 级文法学院全体学生共同观看了本次比赛。比赛还邀请了

上届文法学院 K歌大赛冠军李雪薇等六位专业评委。两轮比拼后 14 级政治学

与行政学专业的李云波夺得冠军，14 级广播电视专业的吴郁凡和刘镇分列第

二三名。

23、雷明做客我校名家讲堂：11 月 3 日晚 7：00，由共青团燕山大学委员会主

办，燕山大学学生会承办的“名家讲堂”活动在我校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

播厅举行。本期讲座以“大学四年如何化茧成蝶”为主题，著名心理咨询专家、

管理培训专家、主持人雷明做客我校，与我校学子分享了人生经历。

24、走读学生安全教育大会：11 月 4 日上午 10：00，机械学院在机械馆 J3 召

开了全院走读学生安全教育大会。本次会议由学生科组织，学生科科长王银思

老师负责主持，学院全体辅导员老师和全体走读学生参加了此次大会。

25、王拓做客第二十三期燕山夜话：11 月 5 日晚 7：00，燕山大学第二十三期

燕山夜话——“中国好声音”学员王拓人生分享会于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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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燕山大学社团联合

会承办。

26、消防疏散和灭火救援演练：11 月 8 日上午，以“关爱生命，告别隐患”

为主题的 2014 年消防疏散和灭火救援演练活动于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正式

展开。本次活动由秦皇岛市消防支队、燕山大学保卫处、学生工作处、后勤管

理处和机械工程学院共同举办。我校 2014 级新生、驻秦高校部分学生以及秦

皇岛市消防重点单位消防管理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27、光棍节高校漂流瓶活动：11 月 8 日上午 9：30，光棍节高校漂流瓶活动在

我校举办。 本次活动主题为“瓶水相逢，绿色偶遇”。活动由燕山大学青年

志愿者协会主办，由燕山大学原野社协办。

28、“青马工程”培训班开课：11 月 8 日，燕山大学 2014 年“青马工程”培

训暨第三期学生干部骨干培训班在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9 室开课。我校各

学生组织负责人参加了本次培训。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新华、党委宣传部部

长仵凤清为培训主讲人。

（编辑：翟文康 尤 曼 王 祯）



29、“潮汐杯”辩论赛“津冀地区”高校表演赛：11 月 8 日晚 7：00，第十九

届“潮汐杯”辩论赛“津冀地区”高校表演赛在我校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演

播厅举行，来自天津大学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两支辩论队分别与燕山大学

辩论队进行了表演赛。燕山大学辩论队指导教师李丽、燕山大学政策与法律办

公室老师胡艺馨出席了本次活动。

30、礼仪知识竞赛：11 月 8 日晚，由材料学院学生会主办的礼仪知识竞赛活

动在西校区四教 101 室举办。作为学院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之一，材料学院

2014 级全体新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人物专访】
兄弟携手走长城

——专访徒步长城学生徐博伦、张恒

从七月中旬开始，历时近一个月的徒步长城是多所高校的学子所向往的活动，学生们

在这个活动中相识、相知、相互扶持，不仅锻炼了自己也收获了友谊。我校就有两名学生

参加了这个活动，“兄弟一起携手走长城”。

腹有“理想”气自华

徐博伦、张恒两位同学代表燕山大学的学子参加了徒步长城的活动，使燕大的校旗飘

扬在遥远的西北，谱写了属

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实现了

自己的理想。

徐博伦和张恒两位同学

迈着坚定的脚步走进专访现

场，他们身上闪现着自信的

光芒，带着从容、淡定的微

笑回答者记者的问题。

当谈到为什么要参加徒

步长城这个活动时，徐博伦解释说，自己是因为在西区的徒步长城活动的图片展中了解到

了这个活动，感觉很有意思，很想试一试，锻炼一下自己。自己已经 20岁了应该出去闯荡

一番，而且徒步长城这个活动还可以宣传保护长城的精神，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长城的

活动中来。虽然自己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反对，父母亲坚决不同意自己去参加徒步长

城的活动，因为太苦，太累了，但是姐姐却很赞同自己的想法并帮忙劝说父母，最终得到

了父母的同意。张恒谈到自己以前看过一本名为《战争与革命时期的西南联大》，书中讲述

了关于徒步的事引起了自己的兴趣，而且自己以前很少能出去走走。正好自己在图书馆看

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徒步长城的图片展，感觉和同龄的大学生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尽管父母不同意自己参加这个活动，尽管这个活动充满挑战，但是自己有理想，有目标就

不怕困难。

千磨万击还坚劲

徒步长城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由于有一段长城是在西北荒漠地区，要想完成徒步

长城这个任务就必须穿过荒漠地带，水源不足、天气炎热、狂风暴雨是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徐博伦谈到自己是第三组——走宁夏到陕西阶段的长城，经过了荒漠、也受到了缺水

的威胁。因为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参加这个活动没有节水意识，身上带了三天的水

却在第一天晚上就告罄了，队友们将面临着缺水的威胁。晚上驻扎在牧羊人的住处并向牧

羊人询问哪里有水源，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只是大致知道了一个湖的地点。大家满心欢喜地

去找水源结果却发现那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湖”只是一个小水洼，而且含有大量的盐，但

是被饥渴折磨的大家也不顾什么咸水，水里面有微生物，低头大喝一通，喝完后把水袋蓄

满继续前进。炎热的天气考研着队员的意志，而且蓄的水因为太阳的暴晒水质发生了变化，

难以下咽还有很重的异味，但是大家没有一个要放弃的，一直都在互相鼓励、互相扶持。

徐博伦讲到，最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在野外扎营蚊子很多，很多队友就一直在祈

祷能有一阵凉风把蚊子刮走，结果在大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真的来了一场大风，甚至把

队友刚刚扎好的帐篷刮走了，刮到了据驻地五公里以外的小沟里，很多东西都被刮走了。

作为鹰队（负责探路的队）的一员自己主动向居住在不远处的牧羊人借宿，走到第二家主

人才答应他们的请求。队员在转移时互相帮助，团队意识很强，虽然最后是睡在了地上，

但是自己的心是温暖的、幸福的，因为自己找到了归属感，自己是队伍的一员。大家一直

互相鼓励，为对方打气，一路高唱着队歌《走向复兴》，“前进，前进，向前进”是所有队

员的心声，也是所有队员的希望。终于他们征服了荒漠、征服了狂风暴雨也征服了自己。

张恒说自己是第八组的，走的是从唐山到秦皇岛的这段长城，虽然没有经历过水源短

缺的考验，但是由于这段长城是环绕在燕山山脉周围，自己所在的队伍一直在翻山越岭。

一天下来脚上会有好多泡，而且由于组织方要磨练参加者的意志没有给他们发足够的食物，

饥饿一直伴随着他们，考验着他们…值得庆幸的是自己坚持下来了，整个团队的人互相帮

助，“一碗用凉水泡的面”大家可以互相传好久才吃完，每个人都想让队友多吃一点所以自

己只喝面汤，正是这种团结互助、坚韧不拔、不怕困难的精神支持着大家完成这次任务。

处处好风光

虽然在徒步长城的过程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无论是一望无际的宁夏平原还是连绵起

伏的燕山山脉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地印象，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感

叹自己看到的远远比书本上学到的要给人震撼多。

徐博伦提到自己在徒步过程中见识到了西北地区的粗犷，队伍经过一个绿洲，那里经

过湖水的灌溉竟然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水稻，站在沙坡向下望十分壮观，不得不感叹水稻强

盛的生命力。晚上躺在沙坡上，天空中都是闪亮的星星，可以看到各种星座，甚至看到了

银河系…

张恒也谈到自己在徒步长城的过程中，见识到了唐山到秦皇岛一路的秀丽风光，甚至

还有很多未开发景区也很漂亮。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七夕节那天一队的人躺在半山

腰看星星，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的星星，甚至还和队友一起寻找起了牛郎星和

织女星，在看星星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位卑未敢忘“爱国”

当谈到自己的收获是，他们都坦然说看到蜿蜒的长城自己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

人民力量的伟大，一种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以前感觉说爱国是很矫情的一件事，但是自己

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我爱中国”四个字。

面对现在长城毁坏的现状他们也深表担忧，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结，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是整个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队伍在徒步长城的过程中也会和沿途的

居民交流，当地居民也就长城被破坏的现状和对长城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意见。

现在他们最想做的事就是呼吁各族人民一起行动起来保护长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

灵魂，一起来传承中国文化，发扬中国文化，宣扬爱国精神。

他们都说到徒步长城的体验给自己的感觉是“忽然吃下了一个冰山，慢慢融化成水，

仔细沉淀下来才知道自己收获很多很多。”他们最大的感触是“一个人可以走的很快，一个

团队可以走得很远。”团队精神很重要，中华民族更需要团结起来传承中国文化，维护祖国

的统一！

（记者 于均环 尤 曼 韩京岑 邢晴爽）

“绝知此事要躬行”

——访《南风窗》调研中国燕山大学小分队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主席曾

如是说。伴随着社会责任感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用

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真实。

今年六月，由我校文法学院姜

忠奇、刘奎汗、徐雨丰与外国语学

院杨钧博组成，由文法学院刘叶涛

教授指导的调研团队的“关于中国

棚户区改造模式的调查研究——

以辽宁省抚顺市和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为例”课题成功入选 2014 年

《南风窗》调研中国大学生社会奖

学金资助项目，这是我校有史以来

第二支成功申请该项目的团队，也是本年度河北省唯一入选的团队。

调研中国——《南风窗》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是由南风窗杂志社于 2005 年发起和

组织的，以鼓励和资助中国在校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的公益活动，旨在促进大

学生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入接触和思考。为了加深我校学生对于社会实践活动的了解，记

者采访了这支刚刚载誉而归的团队，与同学们一同分享他们在调研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时效性和热点性是选题的‘指向标’”

此次调研小分队队长姜忠奇在接到文法学院院团委有关于南风窗的通知后，就在图书

馆翻阅杂志时偶然看到了关于《南风窗》调研中国活动的宣传，他说：“当时就觉得特别有

兴趣，所以决定要去尝试一下，接到通知后离活动报名截止时间已经很近了，所以我们只

能加快速度准备。”

为了确定一个具有时效性和热点的调研课题，姜忠奇查阅了近年来的时事材料。“以人

为本”不是一句空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百姓搬出棚户区！”李克强掷地有声的承诺引

起了队长姜忠奇的注意，他发现棚户区改造和拆除是现今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方向，但却

很少有人真正地走进棚户区和当地居民进行面对面接触。详细了解之后，他便确定了此次

调研的课题，希望通过他们的调研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棚户区改造的的现状。

“作为团队，分工合作至关重要。”

调研过程中，小分队采取的是分成两个小队分头行动的方式，借此以提高效率，同时

在其他相关工作中也会根据个人的特点安排工作。比如曾在我校社团联合会公关部工作过

的杨钧博负责的是本次调研的经费预算部分，在社团工作时积累的宝贵经验使杨钧博做出

的精细预算成为报告的亮点之一，被来访我校参加报告会的《南风窗》项目组负责记者张

墨宁赞赏道：“我们很难拒绝这样一份细致用心的报告。”

当记者问到团队组合经验时，姜忠奇表示：“团队中成员应各有所长、性格互补，让各

自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形成更大的优势。”他也建议组队的时候不要局限于班级、专业，应

提倡多元化，鼓励跨年级、跨学院组队。

“不畏惧困难，享受过程”

当记者问到调研过程中的“特别”经历时，徐雨丰回忆道：“调研的第一天，我们刚开

始要采访的时候就下起了暴雨。因为采访地距离居住的宾馆比较远，当时身边又仅有两把

伞，我们只好两个女生打着伞，两个男生冒着雨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回到宾馆，很多采访的

资料都被水弄湿了。”

但当时的困难现在却成了他们宝贵的回忆，更令他们难以忘怀的是来自外界的鼓励—

—在莫地地区棚户区改造纪实展览馆，热心的门卫在景区非开放时间为他们提供便利；因

为暴雨耽误的调研得到了当地气象局官方微博的关心与祝福等，这些经历使他们每个人在

调研期间都获益匪浅。徐雨丰补充说，以前自己对于社会问题了解的太少，调研的经历让

自己有了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保持积极参与的态度”

“我们要了解事情背后的真相，必须用自己的双眼去看、用自己的双脚去走，要脚踏

实地而不是纸上谈兵。”杨钧博说道。“尽可能地抓住每一次机会，绝不做干等机会到来的

人。”姜忠奇笑着说道，而且在他看来积极的态度和对细节的斟酌是他们成功的关键，而具

有时效性、热点性的选题也能得到更多认可与关注。他们十分感谢刘叶涛教授对报告的详

细指导，格式规范的调研报告成为他们的又一优势。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分享经验之余，他们说出了关于当代大学生局

限于纸上谈兵的看法，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学能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抛弃急躁功利的心态，

积极参与体验校园之外的社会实践。最后，他们表示本次调研成功要感谢文法学院赵南南

老师以及文法学院团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辛苦协作。

（记者 王 悦 吴韵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