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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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类的大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认真学习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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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写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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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专业学习”

和“能力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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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以习总书记的“三严三实（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

实）”与同学们共勉！

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胡日东

2015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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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创办于 1960

年，校区分别坐落于中国著名侨乡福建省厦门市和

泉州市，学校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是国家

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亦是全国拥有境外学生最

多的大学之一。

学校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

澳台”的办学方针，秉承“为侨服

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

贯彻“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办学理念。

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国家领导人廖承志、

叶飞亲自担任首任、次任校长。现任校长

为海内外著名华文教育学家、博士生导师

贾益民教授。

学校设有研究生院，有 31 个学院，138

个研究院、所、中心；有 20 个博士学位授

权点；111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 个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88 个本科专业。学校拥

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

学、艺术学等 12 个学科门类，形成了文理

渗透、理工结合、工管相济、协调发展的

学科体系。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2537

名，其中专任教师 1434 名，高级职称人员 681 名，

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47.49%；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762

名，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53.14%。专任教师队伍中，

有双聘院士 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1人，国家千人计划“外专千人计划”项目入选

者 1名、“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 2人，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39 人，国家高端外国专家（文教类）

项目入选者 2人；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

入选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2 人，教育部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

新团队 1个，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个；

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百人计

划）创新团队 1 个，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

业创新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 3 人，福

建省“外专百人计划”入选者 1 人，福建

省海西产业人才高地创新团队领军人才 1

人，福建省杰出科技人才 1 人，福建省优

秀专家 2 人，福建省高等学校百名领军人

才 2 人，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 人，

福建省“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1 人，福

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16 人，福

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3 人，福建省

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7 人，福建省“闽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1 人，福建省“闽

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14 人，福建省

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53 人，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

计划入选者 34 人。

学校将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之路、特色兴校

之路、人才强校之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整

体办学水平，致力于建设基础雄厚、特色鲜明、海

内外著名的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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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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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委办公室 学院两委工

作复杂程度最高的核心部

门，是沟通师生的纽带，整

个团委学生会的“后勤部

门”。其工作包括学生工作

办公室值班、两委物资财务

管理及文件档案整理等。此

外，还负责例会及会议记录

工作、两委会工作协调、协

助老师与主席团工作等。两

委办外联内通，是各部门协

调运转的枢纽；舞文弄墨，

是老师和两委会的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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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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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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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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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学生提供一个科创和

模拟创业的平台，旨在培养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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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服务为

最大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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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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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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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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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与学习相关的知识

性活动，及时为大家提供学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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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经费问题以便活动顺利完成。

 生活部 开展新生导航系列讲座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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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境内外生文化交流而

打造的一个交流平台。通过举办“相聚如歌”

等一系列品牌校园活动丰富校园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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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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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辨部 作为学院思辨精英的聚集地和辩论

队的支持地，秉承“服务学生”的宗旨开展各

类思辨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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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团联合部 旨在加强经济与金融学社、证券

学社、货币银行协会与电子商务协会四个经济

类社团与经金学院两委间的交流合作与资源

对接，主要负责定期举办社团联合交流会，并

协办社团的大型活动，提高社团活动的规模与

质量。

 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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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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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广大师生提供视

觉美的享受与听觉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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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团 是学院团委下属的学通社的一部分，主

要负责撰写学院的各种活动的新闻稿件。写稿和

摄影是记者团的两大核心基石，而这两大核心又

是构建在客观纪实这一永恒主题上的，对于写稿

件的不同需求，我们可以做一个不说话的沉默的

记录者，仅仅只是借由文字这个载体将所发生的

传递出去，也可以做一个会说话的辩证的记录者，提供给读者更多可能的思考方向。对于摄影，不仅

仅需要的是自然风光，也需要人文情怀。不定期会进行写稿和摄影的培训，有专门成立的摄影小组，

小组平时会有采风活动，商蕴专栏时光锦。

 编辑部 学通社的信息整合中心，主要负责配合记者团进行宣传报道工作，收集并撰写学院相关资料，

定期出版院刊《商蕴》 ，宣传时事热点、专业知识等最新资讯，以纸质杂志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要记录一学期的大小事是个细水长流的“活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按分工做好自己那部分然后拼在

一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各顾各的独行侠。相反，这是我们信任自己搭档的表现，是另一种

共同合作的模式。

 网宣部 作为经金学院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始终走在宣传工作的最前沿。主要是负责协助学院学生

会团委各部门开展活动的宣传，主要包括宣传海报、宣传视频的制作以及活动进行时的各项宣传。本

部门隶属于经金学院院团委，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通过各种软件技术例如 PS、AE 等制作宣传作品。

 新媒体运营部 作为学通社的新鲜血液，已逐渐展现出她的魅力，为学院开拓新媒体平台工作的能力

日渐提高。目前，我们新媒体负责学院官方微博（@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和微信公众平台（商

蕴）的日常运营，时而是在微博上热心服务的主页菌，时而是微信上每天与大家见面的小蕴儿，这里

有一群兼具文艺小清新和资讯小贴士属性的热心肠~我们志愿为更多经金学子提供周到的线上服务，

也致力于提升自身新媒体技术，做个萌萌哒技术宅！



【初识华园】 责任编辑：王雅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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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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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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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元/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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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是住的人对这些优缺点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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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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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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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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写在哪里购买。

二、绩点

大学成绩最后以绩点来体现。各科成绩及绩点划分五个等级：优 秀 5（90分以上）、良好 4（80~89）、

中等 3（70~79）、及格 2（60~69）、补考 0（6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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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关专业相关问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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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想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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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喜

欢自己的专业，都好好把绩点提上去，到时候说不定有什么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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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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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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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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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具体看教务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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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作息时间表（具体情况以各班课程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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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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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让小编我从两方面来为你简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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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每年都有寒暑假的社会实践，不像之前高

中时候的社会实践大都是走个形式，托人盖章就

好，在大学，你会真正明白社会实践的意义。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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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



【初识华园】 责任编辑：王雅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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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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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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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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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门街：涂门街位于泉州市区中心地带，

东起温陵路，西至中山路，全长 1005米，是集商贸、旅游、文化等为一体的繁荣地段 。改造后的涂门街

秉承泉州闽南古建筑的风格，又与现代建筑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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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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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骏世界城：位于丰泽区安吉南路，内有永辉超市。与华大相近，是一个集购物、餐饮、文化、娱乐、

商务、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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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篇

沃美影城：位于中骏世界城，拥有福建首家 4D厅和泉州最大

巨幕厅，观影环境较好。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安吉南路 69号中骏世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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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浦西路万达广场。

闽南影城：原东湖影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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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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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中山北路中山公园地下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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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义全街 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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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ianping.com/search/category/129/20/r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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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即将成为华侨大学最年轻的血液。现在的你们正满怀憧憬地准备迈入向往已

久的“象牙塔”殿堂，也许在期待中还夹杂着一丝不安与迷茫。相信经过高考洗礼的你们，已经变得更加

成熟，懂得怎样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大学，将是你们梦开始的地方。首先，我想送给你们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请记住你此刻

昂扬的斗志与满腔的热情，青春将是你们最好的资本，千万别被时光磨去了激情。

青春可以自由，但容不得挥霍。在寒窗苦读十二年之后，也许你们认为终于熬到可以“享受”的时候

了，其实不然。大学有着一个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想过一个怎样的大学生活，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没有

了高考的压力，没有了家长和老师的督促，这将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立。你可以平凡，但拒绝平庸，

避免掉入时间的陷阱里碌碌无为。大学，绝不是一个只以考试成绩论英雄的地方，但学习仍是重中之重。

这里的学习，不仅仅是指课堂知识。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而正值青春年华的你们，心智处于人生中的

巅峰期，此时不学更待何时？另外，大学轻松自由的环境，将给你充足的时间给自己“充电”。在此期间，

多看一点书，多一点思考，多学一门技能，将使未来的你受益匪浅。

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你将意识到你再也不能“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大学，你

应该学会与社会接轨，多参加一些学生组织和社团，多参加学生活动。这些都是能使你施展和锻炼自己的

很好的平台。在此过程中，你也会逐渐加强人际交往与沟通的能力。最后一点，多关注社会。你无法永远

活在象牙塔里，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自

己的视野，也有助于为你的将来提前做好

规划。

小伙伴们，准备好迎接你的大学生活

了吗？你们的人生篇章，将翻开崭新的一

面，想好怎么填满它了吗？每个人的大学

都只有一次，我希望你们的大学可以为自

己精彩的活一把，不留遗憾，还是那句话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文/学生团委副书记 肖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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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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也

需要新鲜空气。晚上有条件就做

面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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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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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买个好的鞋垫和纯棉的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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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不要在训练的时候带

手机，若检查发现了会扣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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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在军训的时候减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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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期间多吃些

水果比如苹果，梨，橙子及时补

充水分；或带些清火的常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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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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常委名单
职务 姓名 性别 班级 电话 QQ

团委副书记 肖逸 女 13 电商 15559597006 503452152

团委副书记 王鸿赫 男 13 国一 18659819012 873777041

团委副书记 张婕 女 13 金一 13799526250 420711762

学生会主席 陈娉婷 女 13 国二 15396376405 565038951

学生会副主席 陈炜华（港） 男 13 国四 18649941157 539317602

学生会副主席 傅立玫 女 13 国二 15060798563 627702585

学生会副主席 黄华华 女 13 金一 18649949366 934774572

学通社社长 王艺霏 女 13 金二 18649940656 724825968

艺术团团长 陈思齐（港） 女 13 国四 18649941074 1291810881

第十一届学通社名单
部门职务 姓名 性别 班级 电话 QQ

社长 王艺霏 女 13 金二 18649940656 724825968

副社长
程钟艺 男 13 国 1 15160061971 974310742

池凌霄 女 13 金 3 18050953590 2994492495

记者团
团长 刘雨婷 女 13 国一 18150531070 1512384959

副团长 王小亮 吴东 邹园园 李丑丑

编辑部
部长 李欣 女 13 金一 18065352108 1483747217

副部长 魏怡雯 王雅楠 谢冰菁

网宣部
部长 吴晓鹏 男 13 电商 13067084845 11376147120

副部长 黄子琪 吴戈斐 林润成 刘子瑞

新媒体运营部 副部长
李宇强 男 14 国二 13859909228 1019485168

王娴静 韩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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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学生会干部名单
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班级 电话 QQ

思辨部 副部长
俞冰琳 女 14 经济 15805056501 1078862043

陈新月 苏泽坤 陈涛

监察部
部长 张翔飞 男 13 国贸 18649949288 695468231

副部长 杨丹丹 刘琳雯 苏珊玉 刘嘉俊（港）

学习部
部长 李秋芊 女 13 电商 18649940032 1072911198

副部长 刘阳绪 殷奇 施莹莹 梅逸凡

女生部 副部长
王骆瑞 女 14 国三 15606082653 775455702

费雯丽 弓泽华 孙雪菁

外联部
部长 李骏毅 男 13 国三 13950078399 814147312

副部长 孟浩 刘玥彤 陈耀强（港）

生活部
部长 葛琳琳 女 13 国一 18759958560 673010148

副部长 韩迪 黄嘉慧 谢文莉

体育部 副部长
黄万钧 男 14 国一 18649673337 136337881

刘陶然 林冠青 马惠

境内外生文化

交流部

部长 杨永盛（港） 男 13 国四 18649941134 919144066

副部长 吴俊彦（港） 杨志恒（澳） 牛思捷 张文杰（港）

艺术团

团长 陈思齐（港） 女 13 国四 18649941074 1291810881

副团长 马俊涛 马锐 曾华夏 陈雨晴

声乐队队长
朱家良 男 14 国一 15606089630 815892456

庞田园 女 14 电商 15859752885 504468603

舞蹈队队长
关馨 女 14 国英 15659227889 349364559

蔡静 女 14 国一 15960753670 904177998

曲艺队队长
李磊 男 14 国二 15559111927 875089482

刘玥彤 女 14 国英 13255037250 710224582

主持队队长
张博阳 女 14 金一 15260360221 505960916

杨迪 男 14 国三 15859770061 1468868428

场务组组长 徐光斌 男 14 电商 13255005312 215353871

社团联合部
部长 张晓伟 男 13 国二 15059813256 1538279033

副部长 邓琦峰 蒋玲隽 蔡黄未 皮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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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团委干部名单
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班级 电话 QQ

两委办公室
主任 吴铭华 男 13 金三 15375859733 331806824

副主任 赵晰檬 肖愚 赵紫玉 尤碧基（台） 吴佳芪 刘梦超 蔡秀诗

组织部
主任 黄久伟 男 13 电商 18649941379 1209664005

副主任 陈俊池 崔许贇 汪承 雷筱蕤

社会实践中心
主任 张毅 女 13 金三 18006999537 2741647358

副主任 陆泽瑜 杜心伟 刘佳斌 杨睿

科技创新中心 副主任
魏红 女 14 国一 17750021707 1900858161

柯富强 黄珊琳 赖柑地

青年志愿者中心
主任 张艺娟 女 13 金三 18649941679 921982341

副主任 相昕蕾 余嘉滨 姚子杨 余惠青

就创业服务中心
主任 周扬 男 13 经济 18649954093 441571897

副主任 吴佳垚 马素鹏 谢晓嘉

阳光服务中心
主任 万爽 女 13 国三 18645034674 751521820

副主任 廖淑娴 梁烨 马子麟

心理服务中心

主任 李卉 女 13 电商 18649940486 1501642422

副主任 钟启孜 沈雅芬 林玥臻 杨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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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部部长：李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