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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周览 
学校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 

4月2日下午，学校在东风校区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对年初学校工作安排和

工作要点中的重要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以实现学校发展与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校领导剧乂文、石恒真、张胜利、

窦效民、龚毅、吕彦力、安士伟、李世瑛出席会议。全体中层干部、教授博士代

表、民主党派代表、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会议。党委副书记张胜利主持会议。 

石恒真校长就学校当前重点工作发表讲话。石校长指出，当前学校的发展呈

现出发展特色日益彰显、发展势能正在蓄积、发展氛围日益浓郁的基本特征，这

是我们确定学校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举措的基础。他表示，本学期开学以

来，各院系、各部门严格按照年初学校工作安排和工作要点，坚持改革创新，坚

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坚持以人为本，团结一致，砥砺奋进，学校各项工作呈

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尤其是近段时间，学校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生就业等

工作中积极开展的多项国家级奖励申报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强调，就目前学

承办 



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态势而言，做好当前工作就要以内涵发展带动外延拓

展，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和矛盾，通过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通过发展保持学校大

局的和谐稳定。当前要着重做好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快专业

结构调整步伐、积极开展省级精神文明单位创建、坚定不移推进两校区基本建设

等四项重点工作。 

党委书记剧乂文做总结讲话。剧书记就学习贯彻中央、河南省委有关精神，

做好学校当前重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一，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促进学校改革发展。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有关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党员

干部必须了解国家目前的改革大势，并结合学校实际主动投身到改革当中，推动

学校事业大发展。学校改革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积极稳妥地推进，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总目标为指导，遵循并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

社会参与、依法治校”的原则，完善学校治理体系，提升学校治理能力。第二，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调研指导时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好我校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书记指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弘扬焦裕禄精神是

高度契合的。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是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基本遵循，学校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学习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教

育活动始终，力争使我校的教育实践活动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创新，取

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赢得师生的认可，推动学校事业迈上新台阶。第三，转变作

风、敢于担当、严守纪律，形成良好教风、学风和校风。按照中央领导的讲话精

神，全校党员干部要不断增强担当精神、担当意识、担当责任和担当本领，要严

守党的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形成并坚持好的工作作风，以进一步增强学校各级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干部作风、教风、学风、校风建设，机关、领导

干部和教师要首先身体力行、严于律已，作好表率和示范。 

党委副书记张胜利就贯彻好会议精神提出了要求。她要求，首先要认真学习



传达会议精神，各单位会后要迅速召开班子会和教职工会议，认真组织开展深入

细致的学习讨论，把会议精神传达到每名教职工；其次，各单位要根据近期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安排和这次会议精神，围绕学校当前重点工作，把握好部门、

院系工作的全局，立足部门和院系的实际，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

增强谋划工作的主动性，真正做到推进学校发展与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两手抓、

两不误、两促进”。（摘自：校园网） 

第七届校园街舞大赛在我校大礼堂隆重举行 

4月3日晚，由校团委主办、大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校学生会文艺部承办的第

七届校园街舞大赛在我校大礼堂隆重举行。 

本次街舞大赛云集了新老校区各个院系代表队以及远道而来的易斯顿美术

学院的街舞爱好者。整场比赛异彩纷呈，高潮迭起，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视听

盛宴。健身街舞动作优美、轻松流畅、配合一致，流行街舞风格各异、充满活力、

张扬个性，HIP－HOP 的活力、JAZZ的性感、POPPING的诙谐、BREAKING 的火爆，

体现了街舞自由、快乐、幽默、互动等鲜明特点，充分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奋发

有为、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参赛队伍由我校各院系热爱街舞的学生自由结合

组成，在比赛过程中还穿插了评委 solo 秀，为本次大赛增色许多。礼堂座无虚

席，现场观众情绪高涨、掌声不断。 

经过激烈角逐，最后由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代表队——FUNKEY MAN 组合夺

得了本次大赛团体组的冠军，并由政法学院薛王颖、艺术设计学院王雄钊、国际

教育学院付旖旎，分别获 POPPING组、BREAKING 组、JAZZ组个人赛冠军。 

本次比赛轻院热爱街舞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交流的平台，展现了

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活力、思想内涵和团队精神，加强了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促进

了和谐校园建设。（摘自：校园网） 



 

短讯集锦 
【活动聚焦】 

★ 3月 29日，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举办了以“缅怀先烈，感

恩思源”为主题的郑州烈士陵园扫墓活动。该院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参加此

次活动。此次扫墓活动，唤起了同学们对革命先烈的感恩与怀念之情，更鼓励同

学们将先烈精神发扬光大。（记者：李朝峰） 

★3月29号晚，环境保护协会在科学校区九号楼前举办了“地球一小时熄灯”

活动。通过此次活动，同学们增强了节能环保意识，丰富了课余生活。（记者：

唐薇） 

★3 月 30日，我校派出了两支志愿服务队伍参加 2014年郑开马拉松志愿服

务，其中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45 名志愿者负责参与在郑东新区 CBD 商务内环开跑

的小马拉松外围秩序维护，国际教育学院的 45 名志愿者参与在马拉松半程终点

的志愿服务。通过此次活动，同学们亲身参与志愿服务，强化了大局意识、服务

意识和学习意识。每位参加此次志愿服务的志愿者都表达了自己对参加这次活动

的兴奋之情并希望有机会明年再次参与。（记者：郭乐） 

★3月31日，大学社团联合会在科学校区篮球场开展了以“生命因运动精彩，

体育让梦想成真， 青春因坚持美丽！体育如花绽放快乐校园，青春似火燃烧亮

丽人生！”为主题的“亮青春—校园晚跑”活动。本次活动旨在鼓励社联全员参

与，加强成员间联系，促进各部门之间交流。（记者：刘秀妨） 

★4月1日，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李俊丰老师和该院材料物理12-1班团支部在

东风校区东一楼301室进行了座谈，并做了题为“与信仰对话  为梦想导航”的

主题报告。报告中李老师号召大家把确立发展目标同建立坚定的政治信仰结合起

来，把实现自我发展同社会发展需要联系起来,明确自身责任，在服务社会中实



现人生价值。（记者：靳杉杉） 

★4月1日中午，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计算机楼217室召开 “正

学风 聚能量”之班风建设工作会议，该院党总支副书记葛勋老师、各专、兼职

辅导员及学院近300名班级干部、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鼓励同学们积极响

应学院号召，努力完成学业，为自己的未来积聚能量。（记者：汤克鹏）  

★4 月 2日，青年志愿者协会于东风校区主干道和学生食堂对面举办了关爱

自闭症儿童的义卖活动。活动主要由发放传单，义卖自闭症儿童的手工艺品，募

集善款和开办画展等几部分组成，活动募集到的资金用来改善慈善机构设施。通

过活动，同学们对自闭症儿童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记者：郭乐）  

★4 月 2日下午，软件学院组织部分党员、学生干部、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在

郑州烈士陵园举办了烈士陵园扫墓活动。活动过程中，同学们参观了革命烈士纪

念馆、革命烈士陵墓。在听陵园讲解员的介绍中，同学对英雄有了进一步了解，

更深地铭记了历史。（记者：霍东晓） 

★4月3日上午，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组织教师、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共青

团员代表到郑州烈士陵园开展扫墓活动。通过这次扫墓活动，同学们备受教育，

在交流讨论中，他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

要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各方面不断取得新进步。（记者：卜琳斐） 

★4月3日下午，经济与管理学院在科学校区经管楼309室成功举办了“正学

风聚能量”学风建设活动之考证指导会。通过指导会，同学们进一步明确了今后

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汲取了许多有用的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同时提高了自

身的学习积极性。（记者：李盈盈） 

★3月31日-4月4日，英语沙龙协会在东风校区举办英语学习周活动。在学习

周里，协会在周一至周五采取依次为同学们发送英语学习课件、请外教在口语角



对同学们进行英语口语指导、免费发放英语周刊等活动形式来开展活动。此次活

动，对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更好应对英语四六级考试有良好促进作用。（记

者：朱彦洲） 

★4月3日，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科技创新工作室在东风校区西二楼对工作室成

员进行了家电义务维修的培训。此次培训极大增长了成员家电维修知识，提高了

他们家电维修的能力。（记者：朱彦洲） 

【校园交流】 

★3 月 29 日下午，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化工楼周末文化广场举

办“Love life”英语角活动。活动中同学们积极展示自己的英语水平。本次活

动，激起了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锻炼了同学们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记者：

刘佩佩） 

★ 3月 31日，国际教育学院在东风校区教三楼举办了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本活动由学生会心理部主办，产品设计 13-02班全体学生参加了此次团体辅导。

本次心理辅导，以简洁的沟通交流为主，对同学的心理健康具有很好疏导作用。

活动中，同学们从拘束到活跃、从不自在到敢于发言，整个过程现场精彩气氛不

断上升。（记者：李宗鸿） 

★3月31日晚，校学生会在科学校区三教楼200室召开了校学生会全体大会。

校团委副书记张超钦老师出席了大会，会议由学生会副秘书长安培根主持。会上，

首先学生会主席于浩同学回顾上学期工作情况，随后各部门成员代表分别上台做

工作计划发言，最后张老师作总结发言。张老师为学生会新学期的工作提出三点

希望:一是增强团队意识，二是要端正和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三是注重自身发

展，多干实事，多充实自己，借助学生会这个良好的平台锻炼自身能力。此次大

会，不仅为学生会在本学期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也为学生会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记者：刘佩佩） 



★ 4月1日上午，体育系在东风校区体育馆三楼会议室举办以“展现自我风

采，拥抱大学生活”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体育系社会体育专业全体13

级学生参加了该活动。通过此次会议，同学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自己，对一些心

理健康问题有了更好认识。（记者：唐薇） 

★4月1日晚，政法学院在科学校区政法楼112室开展心理健康学生干部培训

教育活动。该院辅导员、心理健康部全体成员、各班心理委员等参加了这次培训。

此次培训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心理健康学生干部做好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也

有利于及时发现学生心理问题，防微杜渐，对提升该院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积

极作用。（记者：马凯）  

★4 月 2日中午，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在计算机楼 109室召开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交流会。该院党支部副书记葛勋、心理健康辅导员司丽娜以及心理健康部

成员、各年级心理委员参加大会。 此次会议为以后更好的开展该院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记者：霍东晓） 

★4 月 3日下午，机电工程学院在东风校区教三楼 104室举办以“我的大学，

我的奋斗”为主题的讲座。该院副院长陈鹿民教授为大一、大二 200多名学生做

了此次立志讲座。本次讲座，进一步帮助了学生坚定学业目标，及时消除了学生

学业上的迷茫和疑虑，提高了他们学习的热情。（记者：汤克鹏）  

★4 月 3 日下午,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8 室

成功举办大学生创业大讲堂系列活动之“西默科技 CEO黄基明走进郑州轻工业学

院，寻找大学生创业英雄”报告会。该院院长甘勇教授及教学、科研、学生工作

相关负责人、辅导员教师以及近 500该院学生参加了报告会。本次报告会旨在强

化大学生创业意识，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推动大学生以

创业带动就业。（记者：邵艳美）  

【赛事一览】 



★3 月 29日，乒乓球协会在科学校区一教楼 209等四个球室举办了一场“校

园杯乒乓球争霸赛”。我校近 7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本次活动，给乒乓球

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切磋球技的平台，也让他们在这次比赛中找到了一些

志趣相投的朋友。（记者：卜琳斐） 

★3月 29日,机电工程学院在东风校区教三楼 102室举办了先进团支部评选

之班级风采展示活动。该院 12 级、13 级共 16 个班级参加了此次评选。各班级

团支部采取主题演讲并配合播放视频、PPT 形式，集中展示了各自在思想组织教

育、学风建设、团日活动、科技文化艺术活动等方面的工作成果。本次活动，不

但加深了各支部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对该院做好共青团组织的基层建设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记者：汤克鹏） 

★3 月 29日上午，园区团工委在东风校区篮球场举办了篮球友谊赛，二区、

三区团工委共 4支队伍参加。本次活动，展现了参赛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记者：李盈盈） 

★3 月 29 日上午，国际教育学院第九届“穿越火线，我的地盘我做主”厨

艺大赛在该院门前举行。本次厨艺大赛为同学们的厨艺特长提供了展示平台，营

造了一片和谐的校园氛围，同时提高了同学们合理饮食意识。（记者：刘秀妨）  

★3月29日晚，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第四届安全知识竞赛在科学校区三教楼

102室举办。该院13级7个班级均组织小队参加了比赛。此次比赛涉及自然灾害、

交通安全、急救常识、传染病预防等内容，形式分为选择题、必答题、抢答题、

观众互动和游戏环节。活动加强了同学们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进

了同学之间的友谊。（记者：李朝峰） 

★3月30日下午，机电工程学院在东风校区操场举办了第三届“阳光体育节”

之大学生体育素质拓展活动，该院12、13级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比赛有“羽

毛球双打”、“踢毽子”、“五人六足”等活动。此次比赛增强了各年级学生之间的



交流与沟通，对提高该院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记者：

马凯） 

★3月31日，由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组织的“微视频制作大赛”活动在科学校

区活动中心505室举办。本次活动，不仅引导同学们及时发现身边的“美”，而且

也让他们感受到微视频的魅力。（记者：唐薇） 

★4月1日，体育系在东风校区教三楼109室成功举办“正学风  聚能量” 学

风建设系列活动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在比赛中，同学们通过播放 PPT

和视频的方式，展示了自身对学业和职业的规划。通过此次比赛，同学们加深了

对学业和职业规划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了努力学习知识的信心。（记者：霍东晓） 

★4月1日，由驼铃文学社组织的“街与巷—文学作品征集”活动在科学校区

清苑餐厅门前举办。本次活动面向全校学生征文，对提高同学们的文化素养具有

良好的引导作用。（记者：李宗鸿） 

★4月3日，由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的“阳光体育节之趣味台球赛”活动在该

学院楼409室举行。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该院学生的课余生活，也提高了同学们

追求体育爱好的热情。（记者：卜琳斐） 

★4月3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在东风校区教三楼209室举办“正学风 聚能量”

之“十佳红旗团支部”、“十佳团干”、“十佳团员”评选活动。该院党总支副书记

孔祥娟、全体辅导员及学生代表作为评委参与此次评选活动。选手们热情、充满

青春活力的精神面貌感染了在场每位观众，本次活动是该院基层团组织建设成果

的一次集中展示，为该院创先争优起到引领示范作用。（记者：邵艳美） 

★4月3日下午，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三教楼108室召开了“先进

团支部”演讲答辩会。该院党总支副书记宋德涛、全体专兼职辅导员及二百余名

学生代表参加答辩会。此次活动，旨在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充分发挥基层团组

织的凝聚力，不断提高广大团员的思想道德水平。（记者：王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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