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孙艳敏）暑期期间，我校师生

积极参与各类学科竞赛、学术论坛等活动，在广

阔的大课堂中体验学术魅力、满怀热忱地行走在

求知实践的道路上，收获满满。

7月 28日，在第二届河北省大学生化工设

计竞赛上，由我校化工学院李向明、袁炜、张晓

东、陈红玉和常俊琦五名同学组成的团队参加决

赛，在刘璐、段志青等老师的指导下，通过现代设

计方法演示、现场展示及 PPT汇报等环节的激

烈竞争，最终获得特等奖。

7月 28日，在河北省委网信办、河北省教育

厅共同主办的 2018年河北省大学生网络与信息

安全大赛上，由我校数信学院孙志文老师指导的

王亮、李克昭、吴天星三名同学组成的“网工一

队”在本次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6月 29日至 7月 1日，由北京市测绘学会、

天津市测绘学会、河北省测绘学会主办的第二届

京津冀高等学校大学生“华测杯”测绘技能大赛

在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我校城

市建设学院派出了由土木工程专业 2016级学生

剧建雄、邵立民、田启源、曾祥达 4名同学组成的

代表队参加了本次大赛非专业组“四等水准测

量、全站仪极坐标法点位测设”2个赛项的比赛，

最终获得二等奖 2项，同时荣获团体总成绩二等

奖。

近日，由数信学院、机电学院、化工学院分别

组建代表队参加了河北省首届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日前，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在第

九届社科奖全国营销大赛中获得多个奖项。其中

非常 666、ThreeL、燕赵三剑客团队获得单项赛

一等奖；王者联盟、新开拓者团队获得单项赛二

等奖。me时代团队从 1200多个团队中，经历初

赛营销策划和复赛营销实战，最终进入到全国总

决赛，并且凭借优秀的表现获得全国全程赛一等

奖。我校获得全国市场营销实践教学示范奖。

近日，在河北省教育厅主办、河北省工程图

学学会承办的“河北省高校制图与构型能力大赛

和三维设计大赛”上，我校机电工程学院陈芳老

师带领潘加鑫等 10名选手组成两支代表队，在

制图与构型能力、三维设计两项赛事中全部获

奖。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5项，

团体二等奖 2项。

近日，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模

拟经营大赛河北省总决赛在华北理工大学举行。

由我校财经学院韩静宇、郝康宇、刘晨轩、路子

薇、胡少宁 5名同学组成的代表队，同另一支由

陈波、吴思源、李琪、唐悦、张嘉悦 5名同学组成

的代表队分获本科组二等奖。

近日，第九届蓝桥杯软件程序设计大赛经过

50000多名选手初赛后，5000余名各省市自治区

一等奖选手在北京参加的全国总决赛落下了帷

幕。我校工商管理学院刘海滨老师指导的田赐同

学、黄立明老师指导的徐坤同学分别荣获全国总

决赛 Java B组二等奖；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宋金

玲老师指导的张天同学荣获全国总决赛 Java B

组三等奖。

近日，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在第十届“鼎盛诺

蓝杯”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导游服务）大赛中

表现出色，其中，旅游管理专业代表队沉着应战，

最终取得高等院校组团体一等奖，工商管理学院

宋泽文同学获得高校组普通话导游服务一等奖，

刘亚飞同学获得高校组普通话导游服务二等奖，

涘刘翠、黄 萱同学获得高校组英语导游服务三等

奖。

8月 4日，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

赛“欧倍尔杯”华北赛区决赛在中国石油大学圆

满落下帷幕。大赛中，我校化工学院王浩、田露、

张辰洋、唐明璐和王佳五名同学组成的方知有团

队在刘璐、段志青等老师的指导下，通过作品展

示及 PPT汇报等环节的激烈竞争，最终获得一

等奖。

8月 14日至 15日，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河北选拔赛省级决赛在石家庄举行。以

机电工程学院荣誉博士为技术总负责人的创新

团队项目“铝轮毂智能制造专家库系统”，顺利晋

级河北省选拔赛，并以路演第二名、总分第五名

的成绩荣获河北省决赛三等奖，将代表河北省参

加今年 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创翼”创

业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

8月 14日至 17日，2018年全国高等院校健

身气功比赛在满洲里市体育馆举行。我校派出了

由李荣薇任教练员和 4名体育专业运动员组成

的代表队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集体普及功法六

字诀三等奖、集体竞赛功法五禽戏三等奖和个人

竞赛功法五禽戏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并获得展示

成果奖，同时，周子德同学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近日，机电工程学院师生在第十一届“高教

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

创新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该项赛事由孙磊和

王超老师带队参加了二维手工绘图、三维建模

与 3D打印三项比赛，最终获得二等奖一项，三

等奖两项。

近期，由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文化部主办的

2018俄罗斯国际音乐公开赛，在俄罗斯·符拉迪

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赛场曾接待 APEC会

议各国领导人）举办。我校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吴

迪荣获赛会钢琴 VII组一等奖，首开河北省在此

赛事一等奖先例。

日前，由团省委、省社科联组织的河北省大

学生“调研河北”社会调查活动评选已经结束，我

校共有 10件作品获奖，其中特等奖 2件，一等奖

5件，二等奖 1件，三等奖 2件。同时，农学与生

物科技学院马静、机电工程学院刘佳被授予“优

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我校师生在各级各类竞赛中捷报频传

教育学院“海之蓝”社会实践小分

队在海港镇小高庄村金太阳艺术幼儿

园开启社会实践征程。

“海之蓝”社会实践团，结合秦皇

岛地域特点，本着以普及海洋知识、宣

传海洋保护为主题，以五大领域为基

础教学内容，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为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带来一堂堂生动有

趣的课程。

在折纸课上，实践团成员以海洋

中的小鱼为教学元素，旨在从小培养

孩子们要保护海洋生物的意识。一张

张五彩的卡纸，一双双求

知的眼睛，多样的彩纸在

孩子小小的手中翻转成一

条条美丽的小鱼。教学过

程中孩子们强烈的求知

欲，也激发了小分队成员

无限的动力。孩子们的奇

思妙想结合基础的海洋元

素绘制成了这一幅对海洋

世界的畅想，他们身为海

滨城市的孩子，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情

感。实践小分队通过让孩子们对海洋

进行描绘，让孩子们知道从小就要保

护海洋，鼓励孩子们做一个小小的守

护者，去守护他们心中那个蔚蓝色的

海底世界。课堂上，实践小分队还通过

让孩子们表演《保护海洋世界》的绘本

剧，增强孩子们的海洋保护意识，而且

新颖的表演形式，很容易吸引小朋友

们的注意，将孩子们带到故事情境中，

激发孩子们内心深处保护海洋的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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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学科竞技场闪耀社会实践大舞台

青春大学习·奋斗新时代
———我校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概览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作为“全国

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联盟单位成

员，组建了“资源昆虫利用与科普宣

传”志愿服务小分队，赴青龙满族自

治县大巫岚镇陈台子村进行科技支

农实践活动。实践团深入扶贫一线，

围绕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关

键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推广和

技术服务工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和农民合作协议达成助力。期间，

实践队师生对陈台子村周边的养鸡

场、养鱼厂进行了实地考

察。结合当地的水温、水

质，实践队将带来的黑水

虻在池塘、鸡舍中进行投

喂，检验其作为禽畜饲料

的可行性。面对禽畜粪便、

难以处理的困境，队员们

将带去的黑水虻进行了现

场试验。黑水虻处理、消除

粪便速度惊人获得了村民

们的认可，这为下一阶段黑水虻的推

广养殖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践队还将

持续跟踪扶贫户的资源昆虫及林蛙养

殖情况，实现厨余、尾菜、禽畜粪便等

农业废弃物的有效处理，进而完善以

资源昆虫作为林蛙饲料的产业链顺利

有效推广并实现循环再利用价值。通

过这一可行性规划，满足当地生态文

明建设的需要，既优化了当地生态环

境，又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应。

编者按：暑假以来，由我校党委学工部、团委组织开展的“青春大学

习·奋斗新时代”主题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围绕政策理论宣讲、弱

势群体帮扶、科技支农、志愿服务、国情社情调研、创新创业见习、禁毒防

艾、反邪教宣传、助力精准扶贫学生资助育人专项、扶贫攻坚专项等内容

展开，全校共组建校级立项团队 52支，院（系）级立项团队 110支，开创

了我校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各实践小分队结合各自专业特色，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广大师生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锻

炼，不断成长，同时把新一代大学生的青春活力和热情带给社会，带到基

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助力精准扶贫聚力乡村振兴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烛光连

心”实践团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体里

社区开展以“传播数学文化，弘扬数

学精神”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教育活

动。实践队员们用简单易懂的形式给

小学生们讲解速算，数学家的趣闻趣

事，用分蛋糕的方式让小同

学们很好的理解了生活中的

分数，用数学故事《智斗猪八

戒》渗透简单的排列组合的

知识，除此还有劳逸结合的

数学游戏，如绘制彩蛋、抱团

游戏、倍数游戏、数学手抄

报、数学谜语、做函数操等

等，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

果，使得孩子们对数学的理解与认识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系列的别样数

学课堂，让他们从欢声笑语中进行思

考，进行学习，充分感受数学之美、数

学之史、数学之趣、数学之用。

传播数学文化 弘扬数学精神

工商管理学院春华秋实弱势群体

帮扶实践团 8名大学生在两位指导教

师的带领下，来到秦皇岛孝善医养中

心，为老人以及护工们制作爱心饺子，

送上一份暖心的温情。这

是工商管理学院大力开展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的一个镜头。

活动期间，志愿者们

走上街头，深入社区乡村，

开展送爱心饺子、募捐被

褥衣物、失明体验、清扫盲

道、绘制社区文化墙等实

践活动。志愿者们纷纷表

示，“志愿服务活动既能增强文明意

识、敬老意识，为美化家园尽一份力，

又能让孝老之风传承，让敬老之气传

递……”

孝老爱亲 春华秋实

艺术学院“艺心艺意”暑期社会实践团在

秦皇岛市蓝翔孤独症康复中心，开展了为期

两周的“关爱孤独症儿童”主题实践活动。志

愿者与孩子们朝夕相伴，共同生活，帮助他们

进行康复训练，教给他们各种生活知识、练习

生活技能，丰富他们的生活，与他们一起唱歌

跳舞、画画、折纸，使他们空白的生活封闭的

自我充实了感官体验，从各项训练活动中发

掘孩子们的艺术潜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点亮心灯 与爱同行

物理系“科技筑梦”暑假社会实践

团在青龙陈台子村普及惠农政策，传

播科技知识，为村民注入“科技梦”，助

力村民脱贫致富。

陈台子村是革命老区，沟壑纵横，

山高林密，被列为我省的精准扶贫村。

大学生们利用暑假来到该村，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讲活动，解读“乡村振兴战

略”，“送惠民政策入农家”，挨家挨户走

访，“精准”普及“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相关政策。

要脱贫致富，还要改变农民的精

神风貌。大学生们开展环保知识宣传、

生态环境调研、签订乡村文明公约、教

授广场舞，助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许

多村民和着动感的音乐跟着实践队员

跳起广场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你们来教广场舞太好了，咱们村民晚

上就需要这样的活动。”村主任陈友丰

希望以后能开展更多更好的活动，丰富

村民业余生活。

实践队员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以

“科技扶智”为导向，开展系列宣讲活

动，为山村儿童开启科技之旅：“一张

纸能否穿过人的身体？”“如何使泉水

变成水雾的喷泉？”“不停喝水的啄木

鸟”，一次次物理科学小实验唤起孩子

们对科技的渴望；《机器人总动员》《头

号玩家》，一场场科技电影为孩子们插

上科技的翅膀；“量子卫星”“复兴号高

铁”，一只只用心画就的风筝放飞山村

儿童科技梦想，唤醒了山里孩子们对

知识的渴望。

看到大学生们的科技梦给村里带

来了激情与活力，陈台子村主动与物

理系建立了“社会实践基地”，一批批

大学生将陆续到这里传播科技知识，

助力老区人民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

传播科技种子帮助农民致富

教育帮扶 走进乡村幼儿园
居民与物业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青少年被剥

夺受教育权怎么办？文法学院法学专业师生组织的

特色普法团队与海港区西港路司法所暑期携手开展

了“普法进社区活动”。该团队设立 6年来，针对各个

年龄阶段、各个工作层次的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特色

普法活动。此次，实践团成员深入西港路街道多个社

区，开展系列普法特色活动。在水一方社区举办“家

庭学法大比拼”活动，围绕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强青少年及家长的法治意

识；深入先盛里社区等社区开展了“小虎子”法律教

育课堂，针对青少年进行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知识宣讲。

法字先锋进社区 法律知识入人心

为广泛宣传十九大精神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

心，机电学院青年学习社由机电党委

负责人与团委负责人等 4名

党员老师和 6名学生干部骨

干组建成新思想宣讲团社会

实践小分队。2018年 7月 13

日至 22日，新思想宣讲团带

十九大精神针对不同阶层、

不同受众开展有特色、接地

气、形式丰富多样的十九大

精神宣传系列活动。实践团

立志要把学习宣传十九大精

神坚持下去，通过进机关、入

社区、到农村、坐炕头的形式，把新时

代的新思想宣传到千家万户，以实际

行动助力美丽“中国梦”的伟大复兴。

学习宣传新思想 践行筑梦新时代

动物科技学院“七月之光”实践

小分队到迁安华农发展有限公司进

行了为期 10天的社会实践活动。在

实践的第一天，小分队进入迁安华

农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参观，在交谈

中队员们对迁安华农发展有限公司

现状及未来发展计划有了初步的了

解。迁安华农发展有限公司分为一

线、二线、三线三个车间。其余的 9

天队员们在三个车间内分别进行了

实践活动。

在三线车间内，队员们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不仅测量了猪的背膘厚

度，另外队员们还和工作人员一起给

母猪做孕检，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每

个队员都进行了尝试。队员们通过和

工作人员的交流，对母猪的

生产过程也进行了学习，对

以后队员们在校学习和社会

上工作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线车间主要包括钟公

猪圈，母猪圈，受精母猪栏，

产后母猪栏，怀孕母猪圈，仔

猪圈。队员们在二线车间内

做的工作是寻找适合配种的

发情母猪，以及母猪的输精。

华农公司每天上午、下午都

需要对母猪进行试情，查看母猪适不

适合配种，每个时期的母猪都有特定

的记号，以防发生混乱。

在一线车间内，队员们对于检验

猪是否发情、测量并记录猪的体长胸

围、给公猪采精等工作都进行了尝

试，从不同阶段猪的喂养，清舍等都

进行了学习，对猪的生产流程有了一

定的了解。通过实践，收获颇多，这不

只是专业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为

大学生以后创业提供了经验。

除了在猪场内进行实践活动之

外，队员们还在实验室内进行了实践

活动。在实验室内，队员们进行了猪

繁殖与呼吸综合症和猪伪狂犬病病

毒的血清检测。

把课堂搬进企业量身打造专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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