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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新同学们：

你们历经十二年的寒窗苦读，经历了恩师同窗的教诲与帮助，经历了亲朋

故友的祝福与期待......你们走过了六月的冲刺、七月的等待，金秋

时节，你们终于收获了发自内心的更大的梦想与希望，成为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此，我谨代表学院全体师生员工

向你们表示诚挚的祝贺和最热烈的欢迎！

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曾提出，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学会认知，

学会做事，学会与人协作，学会生存。故大学生尤其是财经类

大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多参加

学生社团活动和校园文体活动，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培养

自己的兴趣特长，开阔自己的眼界心胸，更要走向社会这个“第三课堂”，多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公益活动，积极锻炼自己的协调沟通能力，提高自己的组织管理和写

作演讲水平，培养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为此，我一直对学院学生强调“专业学习”只

是您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在大学这个环境中长，您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因为您要在短短的四年内完成两个重要的身份转变： 一是从中学生向大学生的转变

（须尽快掌握大学的学习方法；增强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创造、创业能力的培养等）； 二是

从大学生向适应时代发展和市场需要的、能尽快进入财经领域从事专门工作的专业人才转变（应培养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洞察力、预测力、判断力、决策力和行动力等）。我衷心祝愿你们在大学四年学有所成，思

有所悟，问有所得，行有所获!并且“有希望、有事做、能爱人”的幸福永远伴随你们!

最后我以胡适教授的对联与同学们共勉：“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

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胡日东

2014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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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学院成立于 2004年 10月。现有国家重点国家重点

学科、博士点，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应用经济学一级学

科硕士点，物流工程和金融工程两个专业硕士点，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电子商务、经济学、投资学等五个本科专业。设有台湾经

济、物流系统工程研究所，电子商务、WTO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

学院现有教职工 81人，有专职教师 65人。教师中有博士生导

师 6人，教授 14人，副教授 10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37人。学校聘

请了前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著名经

济学家、博士生导师乌家培教授为商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聘

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博士生导师沈利生教授和厦门大学高鸿桢教授为特聘教授。

学院现有学生 2200 余名，其中有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境

外生 400 余名，有 200 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经济与金融学院在华侨大学 “ 面向海外、面向

港澳台 ” 为办学方针的引领下，遵循华侨大学 “ 会通中外、并育德才 ” 的办学理念和 “ 宽

容为本、 和而不同 ” 的校园精神，广纳各方英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

提高引进质量；学院强化教学科研及学生管理工作，合理规划，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和学科方向，努

力培育专业优势和特色。以本科教育为主，博士点、硕士点等办学层次协调发展，并尽可能地扩大

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层次，努力建设好数量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把国际经济与

贸易和金融学热门专业办出特色，进一步提升电子商务和经济学及新设投资学专业的办学水平。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了 7项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参加了 20余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研

究，在《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财经研究》等权威期刊

发表论文 5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20

余部；获省、市优秀科研教学成果 10余

项。在中国大学经济学学科排行榜中位

居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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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 是团委工作复杂程度最高的核心部门，是沟通师生的纽带。

其工作包括学生工作办公室值班、团委物资财务管理及文字资料制作

整理等，是整个团委的“后勤部门”。秘书处外联内通，是团委各部

门联系协调的枢纽；舞文弄墨，是辅导老师和团委整体工作的智囊。

 组织部 负责全院共青团员的思想教育，组织建设及团员干部培养管理，是团员干部的摇篮。主要负

责全院团员的管理、考核、奖惩以及基层团干部的任免，有团籍注册、团费收缴、团关系转接、入党

积极分子推优、全院优秀班级和先进团支部的评选及团干培训等工作。

 社会实践中心 是一个致力于培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部门，主要负责组织策划寒暑假期社会实

践，并且每年承了近 1/4 的校实践任务，此外还会与校外企业联系建立实践基地等。对于内部成员，

会组织部门人员进行计算机、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能力培训。

 科技创新中心 是一个极具凝聚力、代表速度和激情的一个部门。部门主要负责定期策划、宣传组

织国家级“挑战杯”等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和国家级、省级作品立项，并积极承办各类学生活动，当今

大学生提供一个科创和模拟创业的平台，旨在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精神。

 青年志愿者中心 已有基本成型的三支志愿服务团队，即侨星小学支教团、闽台缘志愿讲解员团队

及爱无疆义工之家境外生团队。服务中心还组织志愿者在校运会、献血活动与福利院等进行志愿服务，

志愿者工时认证也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活跃在志愿服务的前线。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前身是素质拓展部，该部门活跃在校模拟应聘大赛、新老生交流会、就业交流

会及各类招聘会上。我们协助学校和学院做好就创业的服务工作，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就创业技能

培训、经验交流等方面，引导和帮助同学适应严峻的社会就创业环境。

 阳光服务中心 是以服务为最大宗旨的一个部门，它主要关注于我院学子的大学圆梦之旅，在学院

领导的支持下致力于做好学生助学贷款的相关事项。阳光服务中心在新的一年也希望将“阳光大使”

——阳光成长计划工作做得更有特色，为同学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心理服务中心 是一个协助个人成长，促进潜能发挥的健康乐园。在大学生心理服务中心的指导下，

开展各种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同时培养各班心理保健员，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积极引导学生

的学习生活。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对心的理解与接纳，是它终极的目的。

 学生通讯社(宣传部) 以传达学院有关工作和指导精
神为职能，下设记者团、编辑部、网宣部、新媒体运营

部。记者团，负责采写学院动态及各活动的新闻报道，

并建立学院摄影兴趣小组；编辑部，学通社的信息整合

中心，负责出版院刊《商蕴》，宣传时事热点、专业知识

等最新资讯；网宣部，负责学院各部门活动的前后期宣

传，包括海报、视频宣传等；新媒体运营部，负责学院

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的日常运营，在现有基础上进

行改进，并努力开拓其它新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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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 作为老师、主席团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枢纽部门，起着

重要作用。主要负责值班、财务管理、整理保管档案、物资管

理、大型活动策划组的组织与安排、协助老师与主席团工作等

工作。并通过自身和谐的构建来推动整个学生会和谐的发展，

打造出经金学院学生会品牌。

 学习部 负责帮助老师加强经金学院的学风建设、增强学习氛围。同时负责筹办与学习相关的知识性

活动。及时为大家提供学习信息，让大家可以更好更高效的学习。

 外联部 负责对外联系社会、宣传学校，与商家做好沟通交流，对内协调学生会与校学生会相关部门

的关系，尽量解决我院学生会各项活动的经费问题以便学生会其它部门开展的各项活动顺利完成。

 生活部 通过开展新生导航系列讲座等活动丰富经金学生生活，切实做好假期学生留校、发放学生证、

制作作生活小贴士等工作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学生权益，同时也肩负学生会各项活动后援保

障的重任。

 女生部 不止面向女生，男女生和谐相处是我们的目标，帮助男女生进化成男神女神是我们的重大任

务，帮助即将踏入商海中的女性提升气质、内外兼修，享受合作的快乐是我们的承诺。

 境内外生文化交流部 秉承“汇通中外，并育德才”的校训，为了促进境内外生文化交流而打造的

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通过举办像“相聚如歌”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品牌校园活动来丰富校园生活，

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互补性和凝聚力强的部门文化。

 体育部 通过组织各项体育活动来提高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增进同学之间友谊。体育部前期主办新生

杯篮球赛、校运动会以及院杯篮球赛，经金学院排球赛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活动。

 监察部 旨在关注学生是否做好出勤工作、学生会干部是否切实履行职责、各部门活动的展开和实施

是否到位。在监察的基础上进行评优和纠正，督导与引航。做到学生会内部工作的自查自纠，以此形

成良好习惯的养成和优良学风。

 思辨部 作为学院思辨精英的聚集地和辩论队的支持地，引领学院文化思潮，创造青春自由的校园思

想文化氛围。秉承“服务学生”的宗旨开展各类思辨文化活动、承办学院辩论赛、CIS 企业形象设计

大赛等大型活动，尽心为同学们创建思维碰撞的平台，努力臻于至善。

 艺术团 是一个充满活力，尽显当代大学生独特气质

和特殊魅力的部门，其本着“丰富校园文化，张扬个

性，展现当代大学生风采”的宗旨，发展和培养艺术

骨干，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及文艺活动，并

不断推陈出新，努力为有文艺天赋及爱好的同学提供

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舞台，同时也为广大师生提供

视觉美的享受与听觉的盛宴。



【一路华园行】

6

食堂篇

华大的食堂在泉州高校中享有盛名，二餐更曾荣获全国高校百

佳食堂的称号。华大的食堂有第一餐厅、第二餐厅、第三餐厅、清

真餐厅、西苑餐厅、南苑餐厅。

第一餐厅：一餐在三餐的楼上，菜式基本与清真相同。一餐也

有一个面食区，有手擀面、砂锅以及泉州地区的特色美食面线糊。

提到一餐，不得不说的是，一餐是华大餐厅中唯一一个有卖夜宵的

餐厅，以上提到的这些粥在晚上基本都有，且价格均为一元。

第二餐厅：二餐应该是华大各个餐厅之中人气最高的一个了，二餐坐落于华大中心的进强楼，南邻清

真餐厅，第一餐厅，北接华大的公寓群，乃是华大

学子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二餐的伙食比较丰盛，

入口处有充值点。在二餐，一般的家常菜式都有，

还有紫菜汤、西红柿蛋汤、鱼丸汤等，在最右侧晚

上有包子、白粥等供应，口味多种多样，基本可以

满足学生的饮食需求。此外，在餐厅的一侧还有华

大的风味馆，里面有饺子还有拌面等，喜欢吃饺子

和面食的同学可以一试。

第三餐厅：又称东南亚特色餐厅。三餐就在二餐的楼上，三餐可以说是二餐的一种补充，因为二餐的

人流量很大，三餐则正好分流了一部分二餐的学生。三餐主要提供东南亚特色菜式，如咖喱鸡肉、泰式牛

蛙等，也有乌冬面、石锅拌饭等日韩料理，和牛排、焗饭等西式套餐。左侧的精面堂有提供河南烩面、炸

酱面、酸辣粉等各色面食，隔壁的闽南牛肉馆的中式牛排、咸饭也值得一试。

清真餐厅：清真餐厅应该是华大最有特色也最具人性化的一个餐厅，坐位于“可浓”隔壁。清真餐厅

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有入口左手边的面食区，这里有许许多多的面食，各种拉面和刀削面，分量足而且价格

公道。还有就是最右侧的砂锅区，这里有各种砂锅，口味还都挺不错的。

西苑餐厅：西苑餐厅坐落于华大的西边，与境外生、研究生、社区中心临近。西苑餐厅有些特色的菜

式，比如盖浇饭、冒菜、各色粥品等。其余的菜式和餐厅布局与二餐等餐厅类似，就不一一赘述了。

南苑餐厅：南苑餐厅顾名思义坐落于华大的南端，与教职工宿舍楼临近，周边的教学楼主要有数学学

院、美术学院、敬萱堂和永亮楼。桌椅都是木质的，餐厅内比较亮堂。南苑的卤面、米粉汤、炒饭等分量

很足，还有各种汤都非常值得一试。总结起来，南苑餐厅是华大各个餐厅中饭食比较精美的一个餐厅，有

在数学楼等以上提到过的教学楼上课的同学可以去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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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通宿舍：

五人间：每人一个书桌、书架、衣柜、床，书

桌衣柜在下，床在上；独立浴室，两个风扇，一台

电视，每人桌边有网线接口。

 都是公共厕所，男生是公共澡堂，有公共洗衣

机（投币式，一次 3元），每层楼有开水和温

水。（现在学校都不用去打开水什么的，除了

这个，开学时会发饮水机，每个宿舍一台。 ）

 普宿主要集中在秋中湖一带上，离教学区、食堂、华大超市都比较近。除了这一优点，住在普宿的同

学清早可以在秋中湖边早读，偶尔听听鸟声、看看绿树、拂着细柳、感受着清晨的烂漫，连早读都成

一种享受！住在普宿的同学还可以傍晚约同伴去李回诧操场散散步、做做运动；亦可以在周末时候约

三两个好友往北门走，搭上公交车到周边游玩。虽然没有空调，但周围都是树，能给我们减少几分热

意；虽然只有公共厕所，但打扫阿姨天天来清洁，一样很干净整洁。

2、公寓（四人间）：

每人一个书桌、书架、衣柜、床，书桌衣柜在下，床在上。独立浴室、厕所、洗衣池，两个鞋柜，

一个风扇，一个电视，一台空调。收费 1300/年。

 公寓主要集中在紫荆园，刺桐园，离学生街比较近。当用餐高峰时，这时候离学生街比较近的可以直

接到那用餐。学生街吃喝娱住比较丰富，公寓的同学亦可以利用这一优点。公寓的面积比普宿要大得

多，不仅有独立的浴室、厕所、洗衣池，而且还有空调。夏天不用担心蚊虫叮咬，晚上不用再热得睡

不着。住的楼层高一点的还可以“一览众山小”，欣赏华园风；住的低一点的至少不用每天爬很多节

的楼梯。值得一提的是，最新建起的宿舍还配有电梯。

整体看公寓，虽然离教学区有点远，不过每天还是会有

电瓶车在校园里走，不用担心路程问题。

 进出宿舍楼要刷卡，只有本栋楼的人的卡才能开门。其

他楼栋的探访需要登记，男女生宿舍可以互访。公寓和

普通宿舍都是熄灯不断电不断网。普宿也好，公寓也好，

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点，更关键的是住的人面对这些优

缺点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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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泉州这个城市既新鲜又陌生，

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逛街购物，想必大家都

会有些许的迷茫。接下来便为大家带来校内校

外的一些出行攻略。

◎校内篇

校内的电瓶车非常方便，往返于校门口和

学生街之间，只要一元电瓶车就可以带着你游

遍华大校园。它是宿舍偏远的孩子们上课的最

佳选择。开学当天，电瓶车会免费为新生运送行李。而在三七女生节那天，电瓶车会对全校女生免费。

再说说校车吧，学校有安排校车往返于泉州、厦门两校区之间，学生非公务的情况下仅允许在节假日

时乘坐校车。泉州每周六、周日早上 8:00，下午 5:00发车，厦门比泉州迟一个半小时。至于车票可以提前

到后勤资产管理中心购买，单程票价 25元。在周末的空闲时间乘坐校车到厦门一游，也是不错的选择。

出行总少不了到泉州市区去逛逛，公交车应该是最实惠、便捷的一种交通方式。华大的正门、北门都

有公交车站，比较特别的是通往高铁火车站的 203路公交车的始发站是华大学生街。

对大多数新生来说泉州还是陌生的，因此接下来就为大家提供一些日常出行中可能去的地方和路线。

◎购物篇：

中山街：泉州有句话，“东西两座塔，南

北一条街”，其中的“南北一条街”便是这中

山街。这条繁华的商业街上主要以服装店为

主，有许多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品牌，如美特

斯·邦威、真维斯等，也有一些平价亲民的

个体服装店。当然街上还有各类小食饮品店、

饰品店可以满足大家的各种需求。

路线：13路公交至钟楼。

凯德广场：与万达相同，凯德也是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入驻商户有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以及阿迪

达斯等时尚品牌。但是距学校较远，没有直达公交，前往此地会比较麻烦。

路线：7路公交至棋盘园（关帝庙、府文庙），后转 14路公交至嘉信茂广场。

大润发：大润发是距华大相对较近的一个大型超市，有直达公交，也有大润发的免费班车经过；由于

交通比较方便，大多数班级出游烧烤、聚餐都会选择到大润发进行采购。

路线：210路公交至景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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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篇

东湖影院：离华大较近，多路公交经过，有 A、B、C、D四个影厅，A厅为大厅，B厅为豪华情侣厅，

C、D两厅为数码电影厅。

路线：7路（13路、203路）公交至东湖影院。

万达影院：影院在泉州万达广场浦西店内。鉴于大多数城市都有万达影院，大家对此应该已有诸多了

解，此处便不做过多赘述。

路线：205路公交至东南医院；210路公交至海峡银行；42路公交至浦西街口。

泉州影剧院：独家推出“逢周二电影票 5折日”（全日）。

路线：13路公交至钟楼。

◎书店篇

泉州书城：泉州的大型图书卖场，图书品种比较齐全。书城内看书的人比买书的人多，因此书架上大

部分畅销图书包装已被撕毁，介意这一点的孩子可以找附近的售书员从书库调新书。

路线：13路公交至泉州二院。

润恒图书城：规模要小于泉州书城，主要出售各类畅销书籍，书目更新较快。书城内有一个书吧，提

供小食及饮品。

路线：42路公交至幸福街口。

◎景点篇

清源山：别称闽海蓬莱第一山，泉州十八景之一，国

家 5A级景区，是佛、道、伊斯兰等多种宗教兼容并蓄的

文化名山。景区内流泉飞瀑、奇岩异洞、峰峦叠翠、万木

竞秀，以 36洞天，18胜景闻名于世，尤以老君岩、弘一

法师舍利塔、三世佛、清源洞、赐恩岩等为胜。节假日里，

约三五好友，爬爬山，看看风景，好不惬意。

崇武古城：集滨海风光、历史文物、民俗风情、雕刻艺术于一体的旅游景区，被誉为“天然影棚”、“南

方北戴河”。崇武古城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丁字型石砌古城。除了古城门、古迹群等，还有惠女民俗、惠

安石雕的特色景观，以及“中国八大最美海岸线”之一的崇武海岸。附近的度假胜地半月湾、西沙湾、青

山湾都是班级、部门出游的首选。

牛姆林：有“闽南的西双版纳”之称的生态旅游区，泉州十八景之一，因“势若牛姆，孕崽怀宝”而

得名。牛姆林是天然陈列馆，动植物种类繁多，独特的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过渡型森林植被，呈现出千姿

百态的自然景观。来这里放松身心，亦是不错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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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学英语考试

不用考试的对象：境外生 体育生 艺术生 英语专业

考试时间：军训前，一般是开学报道的第二天晚上。

难度：一般

题型：英语考听力，选择题，词汇题，完形填空，阅读理解

考试作用：分英语 A、B 班，一般来说一个学院有几个 A 班和若

干个 B班（不是一个专业分，是多个专业一起）

（A班人数比较少，而且女生居多，对于英语比较好的，完全没什么问

题，要是不好又很想进 A班暑假就得好好下一番功夫，对于大多数英语

不是特别好的同学来说，这次考试则会比较轻松。）

AB 班差别：英语总共 4册，A 班不用上第 1 册，直接从第 2册开始上。所以

大二下学期 A班没英语课，但是有个 BEC 的选修课。A班期末考比 B班难。A 班大一下学期可报英语

四级，B班大一上学期期末成绩 2个都良以上的下学期也可以报英语四级。大二都可以报

利弊：A班期末考试难度会大点，对英语比较薄弱的同学没有好处，考试成绩会比较低。平时可能自己会

跟不上，学得会比较累；但是可以少上一学期英语，提前半学期考四级。 B班则相反。

听力需要用到调频耳机，学校发的入学手册上已经写了在哪里购买了，13 年我们是在永亮楼购买的。

二、时间表

办公时间
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20

上

课

时

间

第一节 8:00～8:50

第二节 9:00～9:50

课间休息 9:50～10:10

第三节 10:10～11:00

第四节 11:10～12:00

第五节 自习

第六节 自习

第七节 14:30～15:20

第八节 15:30～16:20

课间休息 16:20～16:30

第九节 16:30～17:20

第十节 17:30～18:20

第十一节 19:10～20:00

第十二节 20:10～21:00

第十三节 21: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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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点

大学成绩最后以绩点来体现。各科成绩划分五个等级：优秀（90分

以上）、良好（80~89）、中等（70~79）、及格（60~69）、补考（60以下）。

单科绩点：优秀：5 良好：4 中等：3 及格：2 补考：0。

单科学分：一般一周几课时就几学分

大学绩点=（单科绩点*单科学分 之和）/（各科学分之和）

PS：各科的成绩，期末一般占 70%，平时占 30%（平时指期中考、考勤、

上课表现、作业等）

四、转专业及第二专业

1、华大能不能修第二专业？

答：肯定是可以的。各学院：根据《关于教学管理与学籍管理的修改及补充规定》（教务〔2010〕38 号）

文件精神，我校拟招收第二学位（第二专业），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第二学位（第二专业）的申请时间：2010 级为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期末，根据学生前半年学习成绩；2009

级为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期末，根据学生前一年半学习成绩，文科学生学习成绩绩点达到或超过 4.0，理工

科学生学习成绩绩点达到或超过 3.8，或学生学习成绩在班级排名 10% 以内，可以申请修读第二学位（第

二专业）。如该专业申请人数较少，文科学生学习成绩绩点达到或超过 3.7；理工科学生学习成绩绩点达

到或超过 3.5，也可以申请修读第二学位（第二专业）。

第二学位（第二专业）的最长修业年限为四年，取得第二学位（第二专业）的学位资格（毕业资格）的规

定按《华侨大学本专科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中关于毕业与学位的相关规定执行，修读第二学位的学生（含

境外生）总平均学分绩点应达到或超过 2.5，方可授予第二学位。报名截止时间为 7月 6 日，教务处将于

下学期开学初在教务处主页(http://jwc.hqu.edu.cn)公布审批结果及第二学位（第二专业）注册流程。

各学院应根据教务处反馈的报名情况，及时制定第二学位（第二专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工作，第二学

位（第二专业）的收费标准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相应专业三类课程的收费标准执行。

2、华大能不能转专业？

答：肯定可以的。转专业一般是在大一下学期开学或者大二上学期开学的前两周转的专业。最主要看你期

末绩点，不同专业不同，具体情况到时候你们来学校了就会知道，要是自己想转专业，来了就认真读书，

把期末成绩考好，绩点有了到时候想转什么专业都容易。转本学院的比较容易，跨学院转的要两学院的院

长同意。现在不管你是被调剂了，或者先在这个专业你不喜欢，或者你现在感觉这个专业很好，都好好把

绩点提上去，到时候说不定当初喜欢的专业不适合你，或者当初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读了一学期感觉还不错。

所以不要太早给自己下结论。总结一句话：把成绩搞好，到时候想转什么就转什么，主动权在自己手上。

http://jwc.h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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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学，你的生活不再只有学习，你拥有属于你的课余生活。那么课余时间应该怎样过才能使自己的大

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呢？下面就让让小编我从两方面来为你简单介绍一下：

一、那些你可以选择投入的事：

1、部门和社团

大学有了更多你可支配的时间，参与一

些部门和社团，是我们丰富校园生活、培养个人兴趣与爱好、拓宽知识领域、扩大交际范围、丰富内心世

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无论是团委还是学生会，都分为校级和院级，这“两委”在前面已经具体介绍过了，

这边就不再描述了。除了这些个部门外，我们学校还有众多的社团，至今为止，我校已经有了包括外语协

会、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交谊舞协会、跆拳道协会、爱心社等在内的六十多个协会。每年开学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部门和社团便开始进行疯狂的宣传，这可能让你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但小编在这里要建议大

家慎重考虑，选择一两个你喜欢的参与即可，参与的太多，最后你会感觉力不从心，心力交瘁的。同时我

也想说，不管部门是大是小，只要你加入并认真去对待了，相信都能从中受益的！

2、勤工俭学与兼职

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你可能觉得不好再开口向父母要钱，那么自己去兼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学

校每年都为学生提供了许多勤工助学的岗位，学弟学妹们可以登录学校的信息门户申请。当然，你也可以

选择自己去校外找兼职（ps：学生街的兼职，价位都特别低），丰富你的生活阅历，积累经验。这里小编

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是在校外兼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不可轻信网络上的招聘广告！

3、暑期社会实践

学校每年都有寒假和暑假的社会实践，不像之前高中时候的社会实践，很多时候不过是走个形式，托人盖

章就好，在大学，你会真正明白社会实践的意义。像是“川藏骑行队”、“坚强妈妈”、,“东南亚等国家的

华文教育”等等都是往届的学长学姐们发起的，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些优秀的社会实践。一次成功的社会实

践,不仅能使你走出校园,开阔眼界,也是你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你的最强团队的最好契机。学弟学妹们

开始或许不大明白实践的具体流程，可以请教学长学姐，当然，有学长学姐带着做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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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些你值得参与的活动

1、感知校园：

大学你所遇到的第一次大型活动——“游园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部门和社团在这

一天晚上齐聚华园大道，让你感受不同部门和社团的魅力；由境外生主办的“缅甸文化节”，

“美食节”、“日本文化展”，让你领略不一样的异域风光；还有让女生们第一次享受“女王”

待遇的“女生节”、各个学院的迎新晚会等等。总之，在游戏与欢笑中，你会感受到大学带

给你的全新体验！

2、风采展示：

喜欢运动？爱好唱歌？如果你想要在大学里释放或许被你在高中压抑的那份激情，如果

你拥有一技之长，那么“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新生杯篮球赛”、“励志心理电影配音比赛”

“井盖设计大赛”等等将会是你展现自我风采，发掘自身闪光点的最佳舞台！

3、挑战自我：

每年学校都会有许多大型的校级比赛，除了我们学院在商蕴文化节举办的一系列诸如

“模拟应聘大赛”、“一元钱生存挑战大赛”等品牌活动外，还有诸如由外语学院主办的“春

之声”，每个学院都会举行的“挑战杯”比赛等等。总之，如果你是个喜欢自我挑战的人，

那么这些活动，相信会是你突破自我的一个重要平台！

4、志愿之行：

我们学校的志愿活动也有很多，像是

“侨星小学支教”“爱无疆”“闽台缘志愿讲

解”“六一圆梦”，还有不定期的动车站志愿

服务、看望福利院的孩子......尤其是每年

的“雷锋月”，全校同学更会发起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如果你是个热心公益的人，相信

你会从中收获无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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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大学亦是如此。十二年寒窗苦读，相信你们都在期待着“不羁放纵爱自

由”的大学生活。在此，祝福你们，跨入华侨大学的小伙伴们。相信你们和我当初一样，满怀着对未来大

学生活的期待与憧憬，来到了这个放飞青春梦想的地方。

但其实，大学，我们谁都挥霍不起。“大学”，它需要一个梦想，哪怕很小、很无厘头，但正是这样才

不致迷茫；还需要寻找些许挚友，因为逐梦的旅途需要你们携手共进，相互扶持；还可以有一个自己珍爱

的组织，锻炼自己也发挥所长……

大学，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学术的延续，更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开始。在大学——这个社会的缩影里，

我们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更要通过学生组织、社团活动等历练自己。我认为，一个人有机会进入新的平

台和新的环境，就会发现很多新奇的东西，这些东西会驱使你去抓住它，慢慢地你就会收获得越来越多。

当然，同时你的责任也越来越大，这可能又会和你的学业、生活甚至是个性产生冲突。这时候，你会慢慢

发现，学会时间管理和人际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技能。至少你要尝试过最大化激发自己的潜力，并有一点毅

力坚持下去。并不是说在大学里一定要加入学生组织、成为学生干部，尽管有可能一个学生干部的身份对

你求职就业有帮助，但是追求进步、实现自我价值并不只有这一条路。

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人生的定位。一名大学生大学期间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至少要能

面对诱惑，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是大学除了学业以外，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实现目标。

当最初的激动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环境和未

知生活带来的紧张和焦虑，小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从

现在开始，你们要面对新的生活、新的环境、新的朋友圈。

大学是生活的预演,你们一定还会探索出更多的真谛。华

大，这个汇集中外文化、绽放异彩流光的天地，相信你们

会遇见许许多多与你们有着共同初衷、不同梦想的小伙伴

们，满载一段美好回忆，不留遗憾。

(文/学通社社长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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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欢迎走进华园学

习园地！大学的学习和高中的学习可

谓是迥然不同啊，但这天差地别浓缩

成一句话就是“主动赢得一切！”首先是

态度的转变，化被动为主动，主动学习，

主动找压力，主动把压力变为动力，主动

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其次是自学能力的

提高。大学里人才济济，除了向周围的人

学习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

图书馆。顺便说一下，还有专门自习的地

方哦。第三就是好习惯的养成。大学是一

个极度自由和开放的天地，你的未来在你

脚下，你的生活在你手中。学姐希望你高

中的那些已生根发芽的优良品质在大学这

块肥沃的土壤里可以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最后是关于大学课程的学习问题。六十分

万岁！大学的第一句话！终于告别了十二

年寒窗苦读！这的确是真的，但同时期末

绩点一排高下，学霸和学渣也就从此划分楚河和汉

界了！你可以不在乎名次，大学学的是能力，但请

记住，优秀是一种习惯。记得李开复说过：“经过

大学四年，你会从思考中确立自我，从学习中寻求

真理，从独立中体验自主，从计划中把握时间，从

交流中锻炼表达，从交友中品味成熟，从实践中赢

得价值，从兴趣中攫取快乐，从追求中获得力量。”

所以，大学的学习不仅仅是定义为学习课本，而更

多是通过自学的方式，主动向外界获取你需要的专

业知识和做人处事的道理。因此，大学要主动尽兴

地玩，也要主动静心地学。变老是青春的必修课，

变成熟是青春的选修课。在大学这个缤纷的天堂乐

园——一个梦想的起航点，我们不再像高中一样做

的都是选择题，这里我们只做证明题！请相信，越

努力，越幸运！

(文/记者团 刘雨婷)

首先恭喜各位学弟学妹们考上大学，继续自己

的理想，成为父母的骄傲。作为过来人，有许多话

要对你们说。在大学里，有的人过的颓废，成天睡

觉，无所事事。而有的人过得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成绩优异。上了大学，你们第一次完全的离开父母，

没了父母的束缚，你们或许就没有像高中那样认真

学习了。但是，在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中，学习还

是要放在首位的，要知道，知识改变命运。当然，

通过参加社团和学生组织，会大大的锻炼自己的能

力。我要说的是，不要因为没有进入到学生组织和

社团中而气馁，可以通过兼职、参加比赛等其他方

式锻炼自己，只要你们够积极，就能够得到锻炼。

还有一点就是要掌握好自己的人际关系，一个良好

的人际关系，在大学乃至社会中是非常有用的。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父母总是会为我们牵肠挂

肚，担心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担心我们和别人

发生口角，担心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因此，

再忙也不要忘记定期给父母打个电话。

不管你们的过去怎么样，都已经成为历史，

你们的未来等着你们自己去创造，希望你们

都在大学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文/记者团 王艺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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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贺你们开始属于你们自己的大学生活。十二年，未必寒窗，苦读少不了。人

生没有几个十二年，悲喜甘苦，走完了，本身就是一件不易的事。所以，每个人都值得祝

贺。

大学，是又一段旅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大家心智

开始成熟，对许多事物有了新认知。在大学，一定要做两件事：读书和交友。书和朋友任

何一所大学里都有，没有是否为 985 与 211 之分，上不同的大学，只是在新阶段的起点不

同，旅途的过程是自己行走而来，能走多远全凭自己。所以，不必要为此攀比，正视这一

点很重要。

较之高中，大学时间变得充裕，同时拥有广阔的平台做想做的事，这使得许多新生初

入大学之后都会感到些许彷徨和迷茫。不必担心，这是很多新生都会经历的一段时期。课

余时间你可以有多种选择，无论怎样，留出一部分时间阅读很重要。大学图书馆资源丰富，

抽出一些时间到图书馆阅读是最好，这与自主购书阅读不同，因为外界氛围的不同会对阅

读产生不小的影响。长期阅读，会让人的自我认知逐渐清晰，目标渐渐明确，视野也会变

得开阔。大学阅读不同于中学阅读，大学尽量多读、读杂，如此你才会体会其中乐趣，才

不致管中窥豹。

大学课业虽然没有高中繁忙，但是也并非那么轻松。无论什么课程，做到课堂尊重老

师，课后认真完成课业任务，期中期末认真复习很重要。对于参加社团组织和兼职，根据

个人兴趣爱好选择，选择一两个自己感兴趣且能做好的，切莫加入过多社团组织，因为社

团组织活动时间容易冲撞，后期工作时间不易安排。

大学必做的两件事除了读书，便是交友。大学期间你会见到性格各异的人，学子来自五湖四海，生活

习惯和认知不尽相同，相互容忍和关怀很重要。无论怎样的人，都值得你交友，只是程度不同。通过朋友，

你同样能更好地认知自我。况且，离家在外，许多事单枪匹马只会寸步难行。

很多新生上大学是初次离家独立生活，起初会有很多不适应，思家忆乡也是必然，但这是成长的必经

阶段，所有人都将要面对适应新环境这一环节。有时，走得越远离得越久，才越能体会父母的好。在外求

学，不要忘记常给父母长辈联系，让父母知道你安全就足够。福建泉州天气湿热，常年多风，冬季湿冷，

又没有暖气，室内外温差不大，许多北方新生来到南方会觉得更冷，北方学弟学妹一定要注意衣物保暖。

华侨大学的食宿条件相对优越，新生不必为此担忧；华大各式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内容丰富，相信你们会

在华园找到并且度过自己想要的大学生活。再者，学习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寻找学长学姐帮忙.

每一个从当初懵懂新生走过来的学长学姐都会很乐意给予帮助，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少走弯路，过得好。

最后真诚的说一句：华侨大学，欢迎你们！大学，你我继续行走！ (文/记者团 施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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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问题：

军训的防晒就不要在乎防晒霜腻不腻厚不厚了，最好买物理防晒。虽然跟戴了个面具似的皮肤外面有

一层皮，但防晒效果真好。中午一定要把防晒霜卸掉再睡觉，起床再涂一次，多涂几层，记得一定要先涂

润肤霜做底霜，防晒霜都伤皮肤~~也可再涂一层粉底隔离。晚上 6点训练的时候就不用涂防晒霜了，皮肤

很需要新鲜空气。晚上有条件就做面膜，或者用纸膜泡爽肤水敷脸，镇定肌肤。出门训练一定要在耳朵上

涂防晒霜，因为帽子盖不到耳朵，当时很多同学的耳朵都晒伤了，又红又痒，严重的还疼。

衣服问题：

军训服脏了挺痛苦的，都是汗，黏黏的。建议找学长学姐借一件迷彩 T恤，跟自己的换着穿，要么就

是晚上洗第二天穿，不过一般情况下第二天早上还是会潮潮的，穿湿衣服容易感冒。

手机问题：

手机最好不要在训练的时候带上，要不然检查发现了会扣分。要是想看时间的话可以带个手表。

饮食问题：

军训期间最好在食堂用餐，饮食安全比较有保证。女生不要梦想军训的时候减肥，在那样高的运动强

度下看到饭菜你不可能不吃的，而且一定要吃好，不然训练会晕倒。去的时候能多带就多带些可以放的水

果比如苹果，梨，橙子；或者带些清火的常备药。

训练问题：

军训发的鞋，鞋底很薄，站军姿脚会酸，踢正步脚会疼，可以

使用秘密武器，亦可另外买个好的鞋垫和纯棉的袜子。

军训小贴士：如何防中暑

一旦在军训中发生中暑怎么办?如果出现轻度中暑，应到通风处喝些凉开水休息，并服用防中暑的药

物。中暑者出现轻度发烧时，要用冷水浸泡过的毛巾敷擦其头部、腋下和大腿。如果发烧较严重，要用裹

着冰块的毛巾敷，并请医生救治。“感觉头晕乏力要及时告诉教官或同学。如果感觉站不住了，切忌不要

直挺挺地倒地，可以扑在附近同学的身上，或者慢慢蹲下去。”

军训小妙招：如何处理运动扭伤

如果发生扭伤，并出现疼痛和活动受限，要停止训练，特别是不要让受伤的部位继续活动。治疗时可

在患部敷上冰袋，用弹力绷带固定，并把患部举到比心脏高的位置，等疼痛感消失或 20分钟后把冰袋拿

掉，用海绵橡胶垫和弹力绷带做加压包扎。千万不要按压、揉压损伤部位，不要进行热敷，必要时送医院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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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姓名 性别 班级 电话

团委副书记 董艳 女 12金一 15396398017

团委副书记 何佳琦 女 12国一 18750579601

团委副书记 吕春兰 女 12金二 18649940378

学生会主席 于扬 男 12金一 18645880925

学生会副主席 李玉琴 女 12金二 18659400694

学生会副主席 许婉萍 女 12金二 18659748996

学生会副主席 张莹 女 12国四 18659748505

常委 郑菁妍 女 12金三 15260789112

两委会办公室主任 蔡添淙 男 12金一 15260363560

经金团委是由学院团委老师指导，由学院各专业学生高

度参与的青年学生组织。在承办校社会实践和“挑战杯”课

外学术作品竞赛等活动的过程中，它上陈下达，对内既为同

学们学习生活事项进行服务，同时也作为组织者搭建宽广的

平台让同学们展现自我才能，提升自我才干；对外它将视野

聚焦社会，将目光定格在生活的源头活水。善于学习，充满

激情灵感的你，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经金学生会是实现自治的组织，是院党委、团委、学

工办等行政机关联系学生的桥梁。院学生会遵循“会通中

外，并育德才”的校训，通过“商道论坛”、“相聚如歌”

等各类范围广，知名度强的活动向着学习型、服务型学生

组织转型,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经金学生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交流平台，是建设华大多元校园文化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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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班级 电话 QQ

秘书处
秘书长 蔡添淙 男 12 金一 15260363560 645857198

副秘书长 刘新宇 吴铭华 黄思瑶 赵彤

组织部
部长 尤震 男 12 金二 15880915698 275642693

副部长 马靓仪 王鸿赫 黄久伟 雷敏琛

社会实践中心 副主任
张婕 女 13 金一 13799526250 420711762

张毅 林雅妮 葛大壮

科技创新中心
主任 聂珂睿 男 12 金二 18696976996 344511395

副主任 黄华华 叶桂水 马远方

青年志愿者中心
主任 陈怡雯 女 12 金三 18659748307 441716445

副主任 陈晖 许云霞 张艺娟 蔡晓鹊

就创业服务中心
主任 陈雄材 男 12 金三 15160318223 982036303

副主任 周杨 肖钧丹 杨英兰

阳光服务中心 副主任
曾素梅 女 13 金二 15396326366 755010805

曹雪菲 万爽

心理服务中心
主任 郭雪娇 女 12 金一 18649940056 378642291

副主任 李卉 钱臻 王培鑫

学通社

社长 董艳 女 12 金一 15396398017 215009565

记者团 副团长
池凌霄 女 13 金三 18050953590 2994492495

施丽娟 王艺霏 刘雨婷

编辑部
部长 周晓莉 女 12 国三 15859702277 739101854

副部长 林婷婷 程钟艺 李欣

网宣部
部长 杨子江 男 12 金一 15959522058 78685370

副部长 王莹 吴晓鹏 龚森淼 焦壬潞 蔡晨宁

新媒体运

营部

部长 他志超 男 12 电商 18649957823 449104326

副部长 肖逸 蒋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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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班级 电话 QQ

办公室
主任 蔡添淙 男 12 金一 15260363560 645857198

副主任 鞠理 刘秋君 梁奕坤

思辨部
部长 杜俊侃 男 12 电商 18750508872 574984974

副部长 陈娉婷 刘少伟 徐婷婷

监察部
部长 甘昌禄 男 12 电商 18750575160 346207647

副部长 张翔飞 陈晶 李少江(港)

学习部 副部长
李秋芊 女 13 电商 18649940032 1072911198

张晓伟 王泯皓

女生部 副部长
王曦 女 13 国三 18649941510 475510598

毛侣珍 孙艳

外联部
部长 张士哲 男 12 国三 15880929889 363497565

副部长 陈嗣霖 李骏毅 张莹

生活部 副部长
胡晋 男 13 国一 18759958560 673010148

葛琳琳 岳晨宇

体育部
部长 张馥薇 女 12 国三 18647536335 402451711

副部长 王曦冉 蒋亚男

境内外生文化

交流部
副部长

何亦婷 女 13 电商 18649941157 591487494

陈炜华（港） 杜俊彦（澳） 杨永盛（港）

艺术团

艺术团团长 许婉萍 女 12 金二 18659748996 604549723

艺术团副团长 涂宇恒 吕明明 单青 陈思齐（港）

声乐队队长
傅立玫 女 13 国二 15060798563 627702585

张越 男 13 国一 18759956220 2020964007

舞蹈队队长
林欣 女 13 国三 18060102003 380677312

万雨寒 女 13 国三 18649940341 843796523

曲艺队队长 何永豪 男 13 国一 15280851163 898864528

器乐队队长 张曜千 男 13 金二 18649940384 931172593

主持队队长 包其东 男 13 电商 13400791387 549659565

社团联合部 部长 沙乐天 男 12 国三 15559105360 494039173



主编：周晓莉 林婷婷 李欣 程钟艺

学通社社长：董艳

记者团团长：池凌霄

网宣部部长：杨子江

新媒体运营部部长：他志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