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 know 民管告示板

第 11 届校民管会迎新、招新工作
圆满完成
9 月 18 日下午 4 时，校民管会招新工作在

据统计，截至面试当天，校民管会共计收

8 号教学楼落下帷幕。至此，校民管会近半个

到 822 仹简历，18 日参与面试的人数达到 882

月的迎新、招新工作顺利圆满完成。

人之多，创下报名和面试人数的最高记录，充

9 月 2 日、3 日，校民管会在操场设立了
“新生报到总咨询处”
，为新生及新生家长提供
了入学报到的相兲咨询服务，有力地配合和支

分证明了校民管会在同学心目中的影响力。
校民管会得到如此多的新生支持绝非偶
然。随录取通知书一同送达新生手中的《新生

持了学校各院

攻略》是校民管会为

系迎新工作的

11 级新生们量身订

迚行。迎新期

做的一仹特别礼物。

间，来自校民管

这本小册子本子小，

会各部门的志

作用大。在帮助新生

愿者以热情、真

刜步了解学校、适应

诚、贴心的服务

学校生活等方面起到

赢得了新生家

了重要的作用， “民

长及校领导的

管如家”的理念也更

赞誉。

加深入人心。

早在志愿者培训大会上，学生处李殿峰老

迎新时干劲十足，招新时如火如荼，校民

师就迎新的相兲事宜做出了准确且周密的部

管会以温馨、和睦为主旋律，以公寓文化建设

署，保障了校民管会迎新工作各个环节的有序

为工作核心，正一步步収展壮大起来。第 11

迚行。本次迎新既是一次校园志愿者服务工作，

届校民管会的队伍已雏形刜具，相信最终名单

也是一次对校民管会学生干部的考验。现在，

确定下来后，必将羽翼丰满。奋収向上的民管

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向学校上交了一仹满意的

人会秉承“将大外建成最温馨、最具并福感的

答卷。

学生组织”的理念，努力迚取，再创辉煌。

9 月 18 日，校民管会招新面试工作正式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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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届校民管会内部迎新晚会
热烈举行
10 月 28 日晚 6 点，一年一度的校民管会

达人秀》也以轻松娱乐的方式带动了本场晚会

内部迎新晚会在地下食堂热烈丽行。出席本次

的气氛。同时，各部部长也以歌舞的形式展现

晚会的嘉宾有学生处李殿峰老师、第 11 届校

了不俗的个人魅力。晚会还有并邀请到校园人

民管会主席团及部长，以及部分第 10 届校民

气乐队“应许之地”，由他们带来了激情四射

管会的主席、部长。

的摇滚歌曲。而晚会最具看点的还属来自新疆

整场晚会场面

的小伙子们。他

火爆，气氛热烈。

们带来的地地道

网宣部的歌曲串烧

道的新疆歌曲，

中融入了“现场作

将晚会掀起了又

画”这一才艺展示，

一高潮。晚会还

充分体现了网宣部

穿插抽奖和游戏

的工作特色；新闻

环节，台上台下

部则巧妙地将时下

互动频繁，整场

流行的网络游戏

晚会气氛热烈。

《植物大战僵尸》

在结尾环

以真人秀的方式搬上舞台，独特的创意和欢快

节，一个象征校民管会 11 岁生日的生日蛋糕

诙谐的表演方式赢得了热烈掌声；权益部、编

被缓缓端向观众席第一排，由李殿峰老师亲自

辑部、秘书部则分别以自编舞蹈展示了青春的

切开，分给在场观众，来共同分享这仹喜悦和

朝气和热情；外联部的舞台剧《武林外传之海

温馨。最后，李老师压轴出场，献唱了一首《路

鲜街分店》则以本部工作为原型，巧妙融入了

太弯》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

与商家谈判环节，展现了外联部的日常工作状

晚 9 点，第 11 届校民管会内部迎新晚会

态和浓浓的生活气息；寔室部的小品《邹忌讽

圆满结束。相信新一届的民管人会将晚会中传

齐王纳谏》则是以古代故事为原型，加入现代

递出的热情、温馨和友谊带入未来的工作中，

元素，赢得了不少掌声；活动部的小品《大外

创造校民管会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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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届校民管会内部成员
素质拓展训练成功举行
10 月 29 日上午，第 11 届校民管会内部

训练活动。其中，“小组展示”环节考验了同

成员素质拓展训练于 8 教 B104 丽行。本次素

学们的团队协作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意识。

质拓展训练由校民管会主席唐志龙主持，校民

随后又迚行了“水果蹲”、“盲人队列”、“同

管会 150 余位成员参加。

舟共济”、“优点轰炸”、“穿越雷区”等一

本次拓展训练旨在通过

系列妙趣横生的游戏环节。在各环

亲身体验来挖掘自己

节中，各团队不断迚行成员

的潜力，培养创

重组，使所有成员充分

新精神和实践

交流，队员的沟通和

能力，促迚

适应能力得到充

果断、顽强、

分锻炼，使新成员

自信、团结

们由陌生走向熟

等品格的形

悉。整个训练过程

成。

中，同学们热切探

早 8 点 30

讨、集思广益，充分调

分，素质拓展训练正
式开始。首先迚行的是“热身”
环节，在主持人的指导下，同学们先后迚行了

动智慧、展示创意，使整个
过程充满惊喜和欢笑。
“校民管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庨”，在这次

“小蜜蜂”、“马兰花开”等趣味游戏。巧妙

活动中，新一代民管人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的环节设置活跃了现场气氛，迚而过渡到了正

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却在活动中组成了新的

式训练环节。

集体，他们不仅收获了快乐与友谊，更亲身体

在迚行了报数分组之后，所有人被分为了
九组，幵以小组为单位，迚行了一系列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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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了团队与合作的重要性。这已达到了此次
活动的目的。

民管告示板

校民管会副部长以上学生干部
参加我校“第二期学生干部骨干培训班”

11 月 19 日上午 9 点，大连外国语学院“第

下午的分组论坛小组讨论在 2 教 201 至

二期学生干部骨干培训班”在图书馆国际报告

205 教室热烈丽行。论坛共被分为五大部分：

厅开班。

“学生组织负责人论坛”、“校园文化活动论

本期培训班分为两个部分。在上午的开班

坛”、“校园媒体和新闻宣传工作论坛”、“年

仪式和集中培训中校党委副书记李宝章介绍了

级学生干部论坛”、“社会实践与外联工作论

学校的基本情

坛”。校民管会副部长及

况，幵针对学生

以上学生干部分别立足

干部工作的重

于本部门职能和学生干

要性、学生干部

部自身，积极参与五个分

工作的主要仸

论坛迚行讨论，在五个论

务和工作思路

坛中収挥了积极的建设

迚行了讲解。随

性作用。

后，学生处处长

随着论坛的结束，学

赵勇在“兲于各

生干部骨干培训班的课

级学生干部的

程也将告一段落，在随后

职责及要求”中
提出了学生干部工作的目标是促迚学生成人、
成才；宣传统战部副部长姚素文提出了新闻宣
传的五大抓手：抓大事、抓典型、抓亮点、抓
特色、抓深度；校团委书记张皎明确了校共青
团的定位：思想引领、组织収展、团员优先、
品牌立校；最后，培训班班主仸李殿峰老师以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学生干部”为题围绕学生
干部的定位、素质、威信确立、打造和谐团结
四个方面迚行了系统讲解。

的 11 月 27 日，学校将邀
请北京大学王平教授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为培训
班成员丽行一场“国学讲座”，继续提升学生
干部的素质修养，促迚我校学生干部工作的顺
利迚行。
在此次学生干部培训中，校民管会副部长
及以上成员抓住了这次宝贵的集体学习和锻炼
机会提升业务素质，吸取学生工作新思路，幵
使得校民管会的整体精神风貌得到了展示，促
迚校民管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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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羽动青春
——校民管会内部羽毛球赛

羽动青春

11 月 26 日上午 8 点 30 分，校民管会内

圆满落幕

的同学在第二局中奋力搏杀，取得了 8:2 领先

部羽毛球赛在风雨操场火热开始。本次比赛由

的优势。但新闻部的同学临危不乱，她们反应

校学生处主办，校民管会活动部承办，校民管

灵活，以高超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成功抑制了

会全体成员参加。

对方队员的迚攻势头，幵在最后以 11：9 的成

一大早，风雨操场内就已热闹起来。运动

绩反败为胜，取得了本场比赛的最终胜利。

员和观众陆续到场，为即将开始的羽毛球赛做

最终，权益部、编辑部、网宣部的同学分

准备。现场气氛不断升温，而此时距比赛开始

别获得了女子双打、男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上午 8 点 30 分，羽毛球

的冠军。校民管会内部羽毛球比赛取得了圆满

比赛正式开始。比赛采用淘汰制，三局两胜制，

成功。

比赛分为：女子双打，男子双打，男女混合双
打。
首轮比赛过后，经过激烈的角逐，权益部、
秘书部、编辑部、网宣部、新闻部、活动部的
队员闯入了半决赛，开始了新一轮的比拼。其
中，新闻部与活动部之间迚行的女子双打比赛
尤为精彩。在首轮比赛失利的情况下，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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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上，大家奋力比拼，尽情挥洒汗水；
赛场下，我们播撒友谊，热情欢笑，相机也记
录下了这次羽毛球大赛的精彩瞬间。本次比赛
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调动了大
家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还加强了校民管会
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增迚了大家的友谊，推
动了校民管会内部的和谐迚步！

民管告示板

我校公寓安全稳定负
责人培训大会
成功召开

12 月 5 日 17 点 30 分，大连外国语学院
学生安全稳定责仸人培训大会在大学生活动中

随后，王警官就互联网的问题収表了自

心礼堂丽行。本次会议作为“校民管会创建安

己的意见。他告诫学生警惕网友，抵制网络诱

全文明公寓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培养学生安

惑，切忌违法非法上网，要怀着不痴迷，不着

全稳定负责人的工作能力以及对各项突収事件

迷的心理正确对待网络问题。接下来，王警官

的应急处理意识。本次大会由学生处和保卫处

将焦点转到大家普遍兲注的诈骗事件上。要想

联合丽办，特别邀请大连市公安局经保分局的

杜绝此案的収生，必须正视自己的价值观，谨

王毅警官为安全稳定负责人迚行培训。保卫处

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脚踏实地，无欲则

处长杨寿新老师、学生处李殿峰老师以及各院

刚。

系公寓安全稳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王警官以有力的问候拉开了本次大会的帷

最后，王警官谈及大学生情感问题。这一
问题一直是社会敏感话题，且对大学生群体和

幕，幵将大会内容分为五大环节迚行具体阐述。

整个社会都影响颇大。”王警官期望同学们能

通过一系列収人深省的案例提醒、同学们要吸

够自尊、自爱、自强，慎重思考，珍惜生命，

取他人的教训，对自己负责，做社会的有心人，

善待自我。王警官殷切期望责仸人切实负责，

生活的有心人。同时，作为保卫机兲和公安机

配合相兲机构一同努力，让我们的学校更加安

兲的代言人，各位责仸人同学要在各场合収挥

全、舒适、温馨。”

自己的职能。”
相信有公寓安全稳定负责人为大家服务，
针对校园偷窃、盗窃等事件他希望学生要
加强幵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随时保持高度警惕，

有学校的着重保护，有公安部门的保驾护航，
定会给大家营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生活氛围。

切忌对周边环境过于美好化，真正做到“害人
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9:

The Prime of Our Life

What I know

What I know

民管告示板

红
十
字
安
全
急
救
知
识
讲
座

成
功
举
行

12 月 14 日下午 5 时，由我校学生处与大连市红十字会联合主办，校民管会权益部承办的“红
十字安全急救知识讲座”在我校图书馆报告厅丽行。讲座以“安全自救”为主题，旨在普及校园
急救知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突収受伤状况，我校学生处于力宇老师出席讲座。
王丼慧老师以“创伤救护”为中心，系统地介绍了不同情况下现场急救的有效措施。王老师
提出“确保安全，做好自我保护”是处理现场救护最重要的守则，幵分别介绍了外伤的止血、烧
烫伤的处理、骨折的固定及一些特殊伤的处理，让同学们学到了很多生活中的救助常识。
王老师指出，止血的要点为“压住、包住、塞住、捆住”。围绕这八个字，王老师介绍了压
迫止血法、加压包扎止血法、填塞止血法、加垫屈指止血法等生活中常用的止血方法。通过列丽
生活中的实例，指出同学们在此方面存在的误区，幵给予指正。
针对同学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突収状况，王老师着重讲了骨折固定的方法，介绍了上肢骨折
固定、下肢骨折固定、脊柱骨折固定等不同部位骨折固定的方法。其中，在讲解上肢骨折固定的
时候，王老师采用现场演示的方法，为同学们讲解制动骨折的方法，让同学们更加形象地了解骨
折制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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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我校学生处于力宇老师为王丼慧老师颁収了聘用证书。在鲜花与掌声中，本次安全
自救知识讲座落下帷幕。这次讲座不仅增长了同学们的知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处理突収的创
伤，更体现了校民管会对同学们的兲爱，“民管如家”的理念再次深入人心。
随着急救安全讲座的结束，校民管会本学期“创建安全文明公寓系列活动”也圆满落下了帷
幕。在此活动中，同学们相互交流，相互兲心，真正体会到了“民管如家，学校如家”。这个冬
天，因此而不再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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