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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瑞岩，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网络工程专业。现任我校

大学生自律委员会主席。他开朗乐观、收放自如、平易近人、

幽默风趣，他的部员都亲切地称他为“岩哥”。在岩哥声情并

茂的讲述中，我们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心静则已喧嚣奈我何
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而这“三到”中“心到”最

重要，只有心到者才能学有所成。对待学习苏瑞岩认为“心

静”是最重要的。倘若心不静，意乱而不定；倘若心已静，喧

嚣奈我何。面对所学的知识，我们要稳住心境，像苏瑞岩说

的那样：“一个人，一本书，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不骄不躁，

无视喧嚣，认真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

保持一颗平静如水的心态，不浮躁，认真做事，我们会

在无声无息中积攒能量，最终会爆发惊人的力量。

道阻且长欲行则将至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要想

实现一个远大的目标，后天的努力很重要。苏瑞岩对我们说

大一面试时，他也曾是一个

十分腼腆，性格内向的学

生，当问即他是如何蜕变的

如此优秀，苏瑞岩含蓄地说:

“是因为付出的多，经历的

多，所以收获的多”，而问即

他的付出，他坦言他曾多次

因为工作而很晚吃饭，也曾

因为工作而夜不能寐。而面

对工作的困难，苏瑞岩从不

退缩，大胆接受所有的挑

战，并努力用心做到极致。

在处理校自律的一些事情上，难免会有一些困难和不如意。

作为领头羊，他也会有或多或少压力。趴下来静一会或者是

睡一觉，然后又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了。校自律也是

一个有严格制度规定的组织。对于处理部员犯错误问题，会

以正确的方法让部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在工

作中，苏瑞岩会努力做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努力协助老

师完成工作。这是部员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别人对自己期

望。“世上本就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只要本着自己的

原则去做，就问心无愧了。

的确如此，你只有咬牙爬过荆棘，才会遇到平软的草

原；你只有扛住一次次暴风雨，才会看到最美丽的彩虹；你

只有努力克服困难且砥砺前行，才能看到成功的曙光。

不忘初心方能得始终
刚入学，苏瑞岩就觉得“校自律”三个字深深地吸引了

他。偶然听到一位师哥介绍校自律的相关信息，他就更加笃

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进入校自律。经过重重面试，苏瑞

岩正式加入了校自律。从一名普通的干事做起，第一次查宿

舍、查早操、办活动等等事务，每一次都是对他的一种挑战。

他说觉得举办过最成功的活动是“大学生校园电影节”。他

的话语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他的眼睛里

闪着亮光。从当初的腼腆到如今侃侃而谈，见证着他的成

长。因为热爱，因为初心，所以他坚持留在了校自律；因为已

经把校自律当做自己的家，所以才更加想让校自律变得更

好。校自律换届刚刚结束，苏瑞岩对新干事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期待他们在校自律更好的表现。因为初心，大家才相聚

在校自律。

生活如是真情勿能忘
进入大学，一段新征程的开始。每周一次的与母亲

打电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习惯每次和母亲说“远在异

乡的儿子很好，勿念。”在空

闲时间约三两个好友坐在那

里喝一杯奶茶，畅所欲言，苏

瑞岩觉得很快乐。他说他来

到大学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志同道合的他们在一起工作

是一种享受。还遇到了三个

很好的部长，感谢他们，让他

从初入校自律的一无所知到

现在处理事情游刃有余。“感

谢生活，感谢自律，感谢相遇。”他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

心里。如果有机会，他想去当导游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

和口才，不断进步。因为他知道仅仅书本上的东西是远

远不够的。

离开了高中，反而更加舍不得了。苏瑞岩这些年来时刻

关注高中学校的动态与发展。他每次都会仔细阅读公众号

的留言，默默留下自己想说的话。因为他可以想到那些年自

己努力学习奋斗的日子。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到最初的自

己，找到那个追逐梦想努力奔跑的自己。

“不是要尽力，而是要做到”，苏瑞岩做到了优秀，做到

了不负重任，不负韶华。

（学生记者刘佳萱李兴华）

捷 报

◆我校一项目获全省高校思政创新二等奖
近日，在省教育厅举办的 2018年度河北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评选活动中，由我校学生处李

建红同志牵头申报的“以课前一刻钟‘微学习’活动为

载体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项目荣获

二等奖。

音我校在全省大学生竞赛活动中获佳绩
近日，我校积极发动全体学生参加省教育厅联合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举办的“感悟真理力量擦亮

大学底色———河北省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线答题竞赛”活动。经过省教育

厅、河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评选，我校获得优秀组织

奖荣誉称号，同时获得优秀组织者奖 1名、优秀辅导

员奖 3名、学生答题优胜奖 13名。此次活动我校共有

一万余学生参与，掀起了我校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进一步将新思想落实到我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过程。

音我校一专业社团获评“全国十佳 3D社团”
近日，机电工程学院学生专业社团———非常设

计联盟，从全国 48个通过审核的高校社团中脱颖而

出，荣获了“全国十佳 3D社团”称号。自成立以来，

“非常设计联盟”社团以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目

标，在学院专任教师的指导下，利用课余时间，积极

与毕业设计、企业技术难题和生活实际需求紧密结

合，设计了具有一定技术水准的作品，在全国、省大

赛中获得了优异成绩，连续两年获评“全国十佳 3D

社团”的称号。

音化工学子在全国职业技能赛中获奖
11 月 2日至 4日，“博赫杯”2018年全国职业院

校石油化工生产技术职业技能竞赛在秦皇岛博赫科

技园圆满落幕。我校化工学院王树元、韩璐和赵莹老

师带领的由 2017级应化专业褚子通、常士豪及化工

专业李英杰三名学生组成的参赛队伍在比赛中荣获

三等奖，韩璐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音财经学子在河北省税务技能大赛中获
一等奖

11月 3日至 4日，2018年“衡信杯”河北省税务

技能大赛在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圆满落幕。比赛过程

中，我校由财经学院 2016级财务管理专业门梦欣、李

玲、吉晶晶三名学生组成的参赛团队沉着冷静，密切

配合，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取得了本科组团体

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团体一等奖，指导教师张

丽英、郭艳峥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音机电学子在 2018全国 3D大赛中获奖
2018 年全国 3D大赛于 3 月 28 日至 6 月 30 日

举办，机电工程学院共组织 40个团队参加了比赛，经

过为期 3个月的精心设计、艰苦备赛，通过网络按时

提交了作品。近日，大赛官方网站公布了获奖名单，经

全国相关领域专家评审，机电学院参赛团队共荣获

（河北赛区）11项奖励，其中特等奖 1项、一等奖 4项、

二等奖 3项、三等奖 3项。

音农生学子在全国大学生双创大赛上获奖
近日，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师生组成 3支队伍参

加“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大赛

历时 4个月。其中由杜利强老师指导的《“寻觅初心，

自然生活”生态教育传播公司》项目，由张锴、王宇老

师指导的《纳豆先生 -纳豆保健品的研发与生产经

营》项目均获得创业组三等奖。3名教师获指导教师三

等奖。

音我校学生在全省高校大赛中获佳绩
10月 19日至 20日，河北省高校第六届英语写作

大赛、河北省高校第四届英语阅读大赛在河北经贸大

学隆重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我校学生喜获佳绩。其中

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 17级罗格同学、城市建设学院

工程管理专业 16级邱润同学荣获英语写作大赛二等

奖，外国语学院赵梦溪、教育学院赵玺、财经学院郭想

同学获三等奖。财经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16级刘珊、

胡钰洁同学荣获英语阅读大赛二等奖，外国语学院赵

梦晴同学获三等奖。

音工商学子在华北五省计算机大赛上获奖
11月 10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和物流管理专业联合参加了“鑫台华杯”

2018年华北五省大学生计算机应用大赛。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 2016级李嘉茜、杨家乐、吴建昊、周建

羽、王晨锡等五名学生组成的“蚂蚁顺件共享物流平

台”代表队获得决赛二等奖，此次参赛团队由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师李晖、柴朝华和物流管理专业

教师李昌明三位老师联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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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姚英华）11月中旬，青龙作为脱

贫摘帽县，将迎来河北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组前

来检查工作。为进一步做好迎省检工作，按照县、镇扶

贫工作要求，工作组积极强化“内功”，备战迎接成效

考核。

认真做好入户走访工作。工作组及时下户走访，

在省检前进行全村走访摸查，对有困难的村民认真帮

扶，理顺心气，畅通言路。关注边缘人群，对特困人员、

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等，积极向上级申请低保等民政

救济，实打实地为村民办事，解决困题。与村干部一起

做好村容户貌的清洁整治工作，保持全村整洁干净。

做好建档立卡户的人员动态调整工作。在走访排

查的基础上，对本村人员变动情况及时上报数据，调

整更新。逐户统计 2018年的收入情况，认真核算人均

收入，做到数据精准，百姓认可，快速地录入国家扶贫

开发系统中。

完善迎检要求的各项备查资料。认真填写每户的

扶贫手册，逐户的核对帮扶措施和成效；制作《2018年

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帮扶公示牌》，把 2018年增产增

收项目，分项认真填入公示牌中；做好帮扶增收产业的

整理汇总，2018年张庄村实现了四项增收产业对建档

立卡户的覆盖，一项光伏发电增收产业项目，一项分户

养殖增收产业项目，二项入股分红产业项目，2017年

入股的皇海青山野猪养殖或木兰菌业分红产业，2018

年入股中红三融养殖企业分红产业项目，四项产业对

增收和脱贫巩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所有文档资

料认真总结，装入村档案备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资料

的整理，2018年修建田间路 2.7公里，修建村桥一座，

做好基础设施的资料归档备查。

做好学校与张庄结对帮扶的总结工作。认真汇总

结结对帮扶的成果，将帮扶责任人的走访、帮扶情况录

入计算机中，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帮扶信息。整理好结

对帮扶记录本，存档备查。

加强驻村工作组日常工作的记录和总结。做好工

作组成员个人日志、入户走访记录、工作组大事记的日

常记录，每日的重点工作内容，以图文并茂的信息形

式，彩印成册，记录工作组的重点工作轨迹。同时，做好

驻村以来的工作总结，向上级汇报。

本报讯（通讯员孙胜显）11月 15日，我校 60多名农业硕士研究生走进我校产

学研合作示范基地———秦皇岛北戴河新区中保绿都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的现

代农业园区现场上了生动的一课。

公司副总经理张立波以“绿色农业与科技农业”为主题，结合园区项目特色，首

先从当前国家支农政策和中保绿都的创建背景入手，详细介绍了园区的规划、各功

能区的主题；然后以苹果产业的发展为例，系统地讲解了绿色农业和科技农业的理

念和内涵。课后同学们提出了一系列相关问题与其进行了良好互动。产学研合作示

范基地的建立，为我校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场所。

张庄村工作组全面备战迎接“省检”

我校举办海洋科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张娟刘志亮）11月 7日上午，我校海洋科

学研究院刘志亮博士组织举办了海洋科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

美国海洋大气局（NOAA）刘会庆博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黄东海观测站刘长华主任，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大气学院赵玮教

授三位海洋领域专家为我校相关院系师生奉献了三场精彩的学

术报告，报告会由科研处负责同志主持。

刘会庆博士围绕海洋中的风暴潮过程及其预报技巧，形象

生动地介绍了海洋风暴潮的形成机制、预报模型和误差订正等

方面的研究历史和趋势。刘长华主任就中国科学院近年来在我

国近海，特别是黄、东海观测网建设方面的成果及其科学应用进

行了介绍和分析，直观地呈现了海洋数据获取的艰辛历程。赵玮

教授是目前我国海洋科学领域杰出的青年科学家，他的报告主要

介绍了其课题组主导的我国南海潜标观测网的建设过程及最新

的研究成果，为在场师生详细讲解了南海的多尺度运动形态和相

互作用机理。

三位专家的报告深入浅出，既生动直观的展示了海洋中常见

的物理现象，又深入讲解了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过程和机理。报告

内容进一步加深了在场师生对海洋的认识，激发了研究兴趣，部

分师生积极地与几位专家进行了现场交流。

机电师生团队研发项目通过巴西公司验收
本报讯（通讯员 刘佳）11月 1日，由机电工程学院荣誉副

教授为带头人、4 名学生参加研发的全无人汽车零件智能铸造

生产线顺利通过巴西Maxion公司验收。

Maxion公司是世界最大的汽车铸件制造商之一，在全球

开设几十家分公司，此次机电学院师生研发的设备将交付给

Maxion公司在印度浦那的全柔性汽车铸件制造厂，这是我国

首次整套出口汽车铸件全无人柔性制造集成系统。

机电学院的孙胜通、米朕北、温帅雄、孟竹林 4名同学分别

来自 2014 级农机、机制专业，自 2017 年 10月开始利用顶岗实

习的机会参与项目设计制造过程，并分别负责相应环节。经过

一年时间的锻炼，他们有机地将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将毕业设计与企业需求相结合，在为企业进行技术攻关的同

时，个人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得到了企业的认可，毕业后留

在了企业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孙学文）11月 8日，在昌黎县工

商联的陪同下，我校驻陈台子村工作组与村两委班

子一起赴三家对口帮扶企业洽谈，三家企业分别是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

限公司和秦皇岛江鹏水产养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座谈会上，陈台子村陈友丰副主任重点介绍了

村里的基本情况，我校驻村第一书记王伟主要阐述

了陈台子近几年项目开展情况和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三家企业也都从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介绍了企业

的情况，初步同意在资金、技术和务工等方面给予帮

助，双方表示将进行进一步的接洽，为陈台子村共谋

发展大计。

陈台子工作组与村班子赴帮扶企业洽谈

本报讯（通讯员 孟颖）11月 14日下午，秦皇岛市“送金融知识进校园”暨“激扬青春金融同行”文艺汇演在

我校秦皇岛校区多功能厅举行。秦皇岛市银监分局、共青团秦皇岛市委员会、全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关负责

同志、团委负责同志，以及各团县区委金融挂职干部及承办方我校财经学院领导出席。

秦皇岛市银监分局纪委书记孙丽宁致辞，对

加强银校合作维护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寄予厚望。

文艺汇演参演节目全部由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和我校财经学院学生自编、自演，以大学生易于

接受的形式将金融知识穿插其中，通过微电影、

公益广告、舞蹈、话剧、歌曲、乐器表演以及金融

知识有奖问答等形式，让大学生怀着愉快的心情

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在文艺汇演

的同时，秦皇岛市银监分局还通过设置咨询台和

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宣传金融知识。本次

活动受到了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吸引了近 400名

师生参与其中。

“送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在我校举办

促进现有学科向海洋学科转型发展 加快筹建河北海洋大学进程

我校鲜食采摘型枸杞新品种选育成功
本报讯（通讯员 贠小波）近日，由秦

皇岛市科技局组织邀请同行专家组成验收

委员会，对我校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王凤

宝教授主持完成的“高产、优质、抗病多倍

体枸杞新品种选育”研究成果进行了验收。

该项成果利用秋水仙素为诱变剂，采

用连续诱变连续选择的育种新方法，创制

筛选出北方枸杞单簇多果型、耐热型、耐

涝型、大果型、抗病型（瘿螨病、根腐病）、

矮丛生型等优异种质资源，经过多年连续

选育，获得了鲜食采摘型枸杞新品种‘宝

杞 2号’。该品种为多倍体，具有强大的生

长优势，具有大果、高产、优质、抗病的优

良特性，平均单果重 1.24g，三年生植株鲜

果平均亩产量 811.8kg，比对照品种‘祖山

红’增产 224.5%，粗蛋白 24.4%、枸杞多糖

3.70%、黄酮 0.46%、甜菜碱 1.24%，高抗瘿

螨病、根腐病，中抗白粉病。

枸杞属道地中草药，且药

食同源，是人们养生保健的主

要品种。近年来，河北省枸杞特

色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缺

少适应性好，高产、优质的新品

种，鲜食采摘型新品种更是处

于空白状态。

我校王凤宝教授带领的

科研项目组历时十三年，不断

探索开展高产、优质、抗病枸

杞新品种选育工作，成功的选

育出鲜食采摘型枸杞新品种

‘宝杞 2号’，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省枸

杞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有效促进枸杞产业

的持续快速发展。

我校研究生课堂搬到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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