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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学术讲座管理，强化学风
建设，营造学术氛围，扩大学术讲座受
益群体和范围，科研管理与学科建设
处从2018年5月开始开展榕树讲座
活动，各学院发布的学术讲座信息经

过学校统一审核，科研管理与学科建
设处在学校网站和微信平台上进行统
一公告。活动至今共公告23期，校外
专家学术讲座85场，校内教师学术讲
座244场，近万名本科生参加。

2018年12月30日晚，一年一度
的海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海师”）

“元旦游园”活动如约而至。学校党委
书记李红梅，校长林强，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刁晓平，副校长过建春、史海
涛、李森，党委委员王华、王任斌、黄培
怡走进两个校区，与广大干部职工和
师生们一同迎接2019年的到来。

师生们用自己的巧手将熟悉的

校园打扮一新：华灯初上的校园里，
音乐声此起彼伏，各式各样的游园大
门令人眼花瞭乱，游戏区人头攒动，
欢声笑语……处处呈现热闹和乐的
新年景象。

“元旦游园”是海师校园文化活动品
牌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据史料记
载，1958年岁末海师举办了会演晚会，
全校师生喜迎1959年元旦到来。从此，

这项活动逐渐演变成为“海师人”辞旧迎
新的“元旦游园”活动，并于20世纪80年
代固化为学校各单位“自制游园大门+设
计游戏”的形式，成为全校师生、各届校
友和周边居民跨年的热门活动。

大学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
命，作为一所建校将满70年的海南省
重点师范高校、海南省人民政府与教
育部共同建设的高校，海师一直有着

深厚而独特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品格，
“元旦游园”活动、园丁奖、学术讲坛、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周、海师大“阳光
青年”志愿者活动、校园“十大感动人
物”评选活动、“最受大学生欢迎的教
师”评选活动等品牌校园文化活动，享
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近年来，海师各单位在学校党委的
带领下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各自设计并开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校
园文化活动，弘扬了主旋律、传递了正
能量、树立了新风尚。2018年，该校组
织开展的首届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评选，参评的20件作品就是海师近年
来校园文化建设成果的缩影。

2019年是海师进一步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和全面聚焦教师教育主业的关
键之年，这一年，学校也将迎来建校70

周年华诞。李红梅表示，全校师生必将
同心同德，继续保持校园文化等各项建
设的创新活力，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全力争创全国重点马
克思主义学院，不断加快推进教师教育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进程，努力
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培养更多优秀教师和专
业实用人才，扛起海师的使命担当。

海南师范大学举办“元旦游园”活动迎新年

培育校园活动精品 提升文化育人水平

首届“海南师范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参评作品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学术论
坛，旨在增强研究生学习氛围，加强研
究生的学术交流，提高研究生学术研
讨的水平，并为研究生提供展示自己
学术成果的平台。由教育与心理学院
主办，教育与心理学院研究生会承办，

自2014年12月开展第一届，至今共
举办了四届。论坛的举办，极大激励
和鼓舞了研究生的学术热情，得到了
研究生学院及校领导的高度好评。研
究生教育学术论坛已成为师生每年最
期待的学术交流盛宴。

初等教育学院“潜心书画研习 增
强文化自信”活动，旨在培养卓越小学
教师。活动突出小学教育的学科与专

业特色，引导学生加强书画研习，提升
汉字书写与手工绘画的艺术素养，夯实
教师基本技能的同时开拓艺术视野。

文学院“朝阳博物馆专业服务队”
由历史专业普通学生、学生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组成，以“爱心献社会·朝
阳在行动”为口号，旨在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及历史学的专业特长，弘扬

历史文化，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服务队成立于2011年，自当年4
月起，每周定期配合省博物馆开展以
文物讲解、文化教育宣传为主要内容
的专业志愿服务活动。

外国语学院“英文戏剧大赛”，旨
在引导学生在学习外国语言的同时，
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经典戏剧相结
合，将当前社会热点与外语语言艺术

相结合。活动以英语、日语专业学生
为主，对师生排演的戏剧进行评比，通
过这一过程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校
园文化氛围。

法学院“正义法律学社模拟法
庭”的成立，旨在增强海师大学生法
律意识和法律素养。该社团由法学
院专业老师担任专业指导，活动通

过模拟庭审等司法程序的过程，让
学生尽可能真实地体会到法庭的感
觉，增强其法律意识，提升其学以致
用的能力。

期刊《弄潮》创刊于 2017 年 11
月，是在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指导
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创办，是
学校和学院学习、宣传、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要抓手。《弄潮》创办
之初就以“高校进行德育和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要载体”为理念，注重对党
的理论宣讲和解读，并鼓励学生读经
典原著，为师生学习、讨论经典原著
和发表心得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受到
师生、学校领导、外来专家的一致好
评。

音乐学院艺术文化节以“和谐
文化，艺术校园”为宗旨，自2016年
起，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为期 20
天。音乐学院800余名师生借此平

台通过讲座、会议、文艺晚会等活动
形式进行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文艺
演出，充分展示教学成果，展现音乐
魅力。

书法展旨在促进课程教学，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充分反映了书法
专业的优良学风和办学成果。该展

览受到了中新海南网、人民网海南
视窗、中国书法网等各大网站的关
注和报道。

化学与化工学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以
党建文化为引领，以校园环境育人为抓
手，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重

点，以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活
动和创新创业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日
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
明风尚的感染，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小小发明
家”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项目，立
足科技、专业、实践。大学生志愿者通
过趣味实验、发明制作、动手实践和亲

身体验人工智能等活动的开展，为农民
工子女解释日常物理现象，激发其学习
兴趣，提高其动手能力，引导农民子女
自己动脑、动手进行小发明、小创作。

国际文化节宗旨有二：一是展示
世界各国文化，营造学校的国际化氛
围；二是让留学生走出课堂、校门，体
验中华文化精髓，零距离感知当代中
国的发展变化，把他们培养成为知华
友华、热爱中华文化、热心传播中华文

化的国际友人。活动自2009年开始
举办，主要形式是再现留学生所在国
家的重大民族节庆活动，成为校内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得到了省内外、国
内外侨界媒体的大量转载报道，社会
影响较大。

生命科学学院科技文化节旨在通
过专业竞赛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热
情，提升其科学素养，培育其科学精

神。活动自2016年开始举办，包括生
物技能竞赛、生物科普讲解大赛、科普
环保宣传等项目。

体育学院“书香体院”读书系列活
动旨在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会读
书，自2018年3月开始启动，组织读
书竞赛、沙龙等系列活动，激发了学生

的读书热情、提升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提升了学生
的思想道德修养，营造了健康积极向
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理科学
展示大赛”，通过初试、复试选出较好
的项目，由学院专业老师进行指导，
代表学校参加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

示大赛。比赛的开展提升了学生的
学习与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口
头表达能力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科
研热情。

由校党委宣传部、团委组织开展
的海南师范大学校园媒体“好新闻奖”
评比活动，旨在展示校园媒体的优秀
成果，促进校园媒体多出精品，提升大
学生的新闻素养和技能，进而为学校
的发展营造健康、积极的校园舆论氛

围。活动自2011年11月开始举行，
每年一届，迄今已连续举办八届。活
动面向全校师生征集海南师范大学校
园媒体的新闻作品、评奖，并于每年
12月举办校园媒体“好新闻”颁奖典
礼暨校媒交流会。

学生工作部（处）微信公众号
“海师微学工”于2015年 12月正式
上线运营，每天更新。学生工作处
不断创新公众号运营的方式，丰富
推送的内容与内涵，充分利用微信
公众平台，向广大学生发布符合时

代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信息，受到
师生、校友广泛关注。目前，该公众
号共有粉丝近2万名，单篇阅读量最
高时超过1万，成为了学校做好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服务管理工
作的有力抓手。

该活动由大学科技园管理办公室
主办，旨在结合学校实际，构建课程教
学、实践训练、项目孵化的培养体系，
引导教师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研发
为主开展科研活动，带动学生跨学科、
跨专业组建团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形成“实验室—众创空间—科技园”的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链条，为广大师生
和社会科技人员提供创新创业实践载

体和科技研发支撑平台，推动教师和
学生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热潮，提高
师生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率。创新创业
文化氛围的营造，除了在活动空间、课
程体系以及开展的活动中一以贯之
外，科技园还注重创新创业文化的宣
传和推广。

本版策划 林蔚
撰文/林蔚 王增智 冯华 程掀

“海师后勤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于2018年4月16日上线试运行。截
至2018年12月31日，师生通过平台
报修3305件，投诉和建议236条，已
全部解决。该平台实现了移动端报修
智能化，提高后勤服务效率；丰富“服

务监督”体系，优化后勤服务生态环
境；实时了解后勤工作动态，展示后勤
风采；提升后勤便民快速响应能力，后
勤响应系统形成互补；提供人员考核
准确科学的管理数据，凸显后勤科学
管理水平。

该活动由学校保卫处主办。紧紧
围绕维护校园安全为核心，针对消防
安全管理的难点和突出问题，以提升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为抓手，不断加
大消防投入，立足规范和常态，突出检

查和整改环节，细化内容、创新手段、
提高管理水平，形成了消防安全科学
化、规范化、常态化管理，消防日常管
理成效显著提高，为创建平安、文明校
园打下了牢固基础。

教育与心理学院“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学术论坛”

初等教育学院“潜心书画研习 增强文化自信”活动

文学院“朝阳博物馆专业服务队”

法学院“正义法律学社模拟法庭”

马克思主义学院《弄潮》

外国语学院“英文戏剧大赛”

音乐学院艺术文化节

美术学院书法系“古不乖时·优秀课业展”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小小发明家”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项目

化学与化工学院“以党建文化为引领，着力推进环境育人文化建设”项目

生命科学学院科技文化节

体育学院“书香体院”读书系列活动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国际教育学院国际文化节

校园媒体“好新闻奖”评比活动

微信公众号“海师微学工”

海南师范大学“榕树讲座”活动

“校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经验”分享活动

微信公众号“海师后勤服务平台”

“创梦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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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红梅在游园活动现场兴致勃勃地参与游戏。 韩茂清 摄

海南师范大学校长林强在游园活动现场挥毫为师生送“福”字。 蔡晓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