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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天下项目获第三届“互联网 +”大赛省赛铜奖
近期，2017 年第三届“互联网 +”

大赛陕西赛区省级复赛获奖名单公
布，我院喜获一枚铜奖。

参赛作品“畅游天下”获得大赛创
意组铜奖，该创新创业团队由任小峰
（负责人）、杨秋月、马月艳等组成，教
师郑太岳任指导教师。“畅游天下”是

房车旅游租赁平台，以网站、APP 为载
体，提供四种租赁方式，让消费者随时
随地可以取车出游。

我院对本届大赛高度重视，并于 4
月启动“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的组织工作，成立领导组织机构，进
一步加强“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项目落到实处。通过多次动员会、
协调会、培训会，共征集 124 个项目，
经过初赛、校赛比拼后，共有 2 个项目
代表我院参加省赛。

本次比赛后，我院将推进成果转
化，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为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落实好

中省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各项要
求，修订完善学校涉及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的各项制度，鼓励学校科技成果
在陕转化，鼓励师生共创，提高科技成
果转化率。期待我院在明年的“互联网
+”大赛中再创佳绩，开创高等学校人
才培养工作的新局面。 (宣传部 高敏 )

军训是每一位大一新生的开学的必修课，
面对军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在进行军训
的时候遇到意外的状况，又该如何处理呢？下
面为大一新生们介绍一些军训小经验，军训小
贴士，军训小妙招以及军训小常识等，教大家
如何防晒，如何防中暑，如何处理痛经等问题。

军训小经验：教你如何防晒
1、不同肤质选择防晒霜：油性肌肤应选择

渗透力较强的水性防晒用品，防晒喷雾也是不
错的选择 !干性肌肤应选择霜状的防晒用品 ;中
性皮肤一般无严格规定，敏感性肌肤擦上任何
保养品都是一种负担，建议选纯物理性防晒产
品。用乳液状的防晒霜则适合较多皮肤使用。

2、适合军训的防晒霜：由于军训的特点，
长时间曝晒流汗，建议选择 SPF50/PA+++ 或以上的防晒产品最好防汗
效果佳。由于长时间军训需要几瓶防晒霜，作为学生需要选择高性价比
的防晒霜，现在学生网上讨论比较多的品牌防晒霜是曼秀雷敦、妮维
雅、碧柔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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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参加军训的学生，要尽量选择纯棉的袜子和轻便透气的鞋子，
这样可以减少体力的支出。而对于身体较胖、大腿较粗的学生来说，三
角裤容易磨伤大腿，最好穿平角内裤参加训练。

军训小常识：女生如何处理痛经
女性月经周期以及经量多少很大程度受人体情绪以及身体状况的

影响。平时不爱活动的女孩突然面对训练量较大的军训，很有可能月经
提前或经量增多，所以最好提前备足卫生巾，而且最好选用质量好、吸
附力强、透气性高的。痛经的女生，建议准备止痛片。止痛药只要不是长
期服用就没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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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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底 9 月初是大一新生陆续开学的日子，作为一名准
大一生，在开学之前必备的物品应该有哪些呢？下面是一份
2017 大一新生必备品列表清单，这个清单适合任何地方任
何学校，都是各个学校一般都会要求的。主要分为重要物品
清单和生活用品清单，大一新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一、重要工具
1、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 (必须带！！！ )；
2、户口本、户口本本人页复印件 4 份 (部分院校需要使

用的请依据院校要求带 )；
3、身份证及正反两面复印件 4 份 (依据院校要求携带；

学校也会有复印的地方，但是开学肯定人很多还要排队 )；
4、现金若干 (小额钞票也要 )、银行卡至少 1 张 (注意随

身携带现金、银行卡安全，银行卡要设密，随时更换，但要记
住密码！ )；

5、一寸照片至少 12 张，两寸照片 2~4 张 (并非开学马上都用，之后的两天陆续要
用。最好是自备好，照片并不占地方，多准备一些，以备不时之需，比如：学生证、团关
系转接证、学生档案转借手续证、军训表现录入表、验牙单、社团会员证、超市会员卡、
学生会入会申请表、体检单等 )；

6、团员档案、学生档案 (两样都十分重要！必须带！少一样都不行！切记！ )；
7、照相机及相应的相机卡、照相机的数据线 (无数据线的带好读卡器，开学军训和

进入寝室的时候多照几张照片，今后你就知道了，这些照片是你最难得的回忆，很有
珍藏价值！如果没有相机，就暂时拿手机照吧，别总管别人借相机，一般同学不愿意把
那么贵的东西借给别人 )；

8、手机及附件 (充电器、电板、耳机、数据线 )；
9、U 盘并你认为重要的、有用的文件装在里面；
10、创口贴若干、纱布、绷带、医用棉签 (开学军训时经常搬东西，拿书什么的，经常

有同学把手划破又装没事，这时候你要说我有创口贴给你贴上，那他得老感动了，这
对于加快新朋友交往进程有很大帮助 )；

11、晕车的朋友要带晕车药；
12、生病服药期间的同学带必要的药物；
13、不会分东南西北的同学带指南针一个，随身携带；
14、近视眼的同学带好眼镜、眼镜布及眼镜盒，眼药水也可备着，缓解用眼疲劳症

状。
二、生活用品
1、喝水的杯子 (最好是有盖不锈钢杯 )；
2、牙刷和牙膏；
3、毛巾 (多带两条，我有同学每次洗澡都重买一个毛巾，然后就丢了，再洗再重买，

浪费钱！ )；
4、肥皂 (洗衣服的，不太会洗的最好带洗衣液，洗衣液冲不干净也没有痕迹，洗衣

粉冲不净会有白痕 )以及皂盒 (建议用带盖子的 )；
5、洗发水 (护发素 )；
6、沐浴液或者洗脸用的香皂；
7、毯子或者空调被 (请查看录取通知书内容，部分院校有发，当然是要钱的，但是

为了保证躺在床上不会感到硬，再带个被垫到被单底下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天气
比较热的地方，如南方地区的院校，容易出汗、怕热的新生们建议带凉席，要不睡觉很
难受！ ) ；

8、干纸巾、湿纸巾 (报到当天，正常情况下，逛学校超市的人很多，价格有可能比较
贵，该带的都自己带好了，军训时，流汗多，是最需准备的！ ) ；

9、蚊帐 (请查看录取通知书内容，部分院校有发放，如果没有，可根据床铺大小自
备，提醒：蚊香是违禁用电器，且对身体不好，最好不要使用；研究表明，花露水根本没
有驱蚊作用！ )；

10、应急充电式台灯 (个别人考前突击时候会用，但是建议同学们，为了确保室友
的睡眠质量，不要经常在熄灯后开台灯，这是一种礼貌 )；

11、筷子、勺子、饭盒 (吃方便面时可以用到，个人使用也较卫生，餐厅中的餐具实
际上都不卫生，即使是有请人清理，你觉得，洗刷餐具的人会那么用心地清洗吗 ?不见
得！另外提醒：方便面有害健康，仅作应急之用，不可常吃 )；

12、拖鞋 (很重要，熄灯上床之后，想喝水、上厕所总不能再穿上外出时穿的鞋子
吧！ ) ；

13、夹衣架 (八脚架，带几个就行。另外不要计较是谁买的，随便用，大家一起用，寝
室要像一家人一样 )；

14、粘钩 (下雨天晾衣服或者在床铺上挂点零碎的小东西 )；
15、吹风机 (违禁用电器，如确需使用，应谨慎使用，不要使用大功率的，寝室的电

源是限电的，功率超限会烧坏电路，且一旦被抓到恐怕要受点处分，建议使用时锁门，
用后藏起来 ) 。

大一新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当进行选择，部分物品可以在入学之后再买，
但是必须要带的重要物品一定要记得带哦，以免造成麻烦。

大一新生开学，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
环境、新的同学、新的学习氛围。面对这些新
的东西，大一新生该如何更好更快的融入到
这个大的集体中去呢？

1、重视新生见面会
班级新生见面会上，同学们的自我介绍

要用心听，记住每位同学的样子和名字，这是
一种礼貌和尊重，而且这有可能是你与某些
同学在大学期间唯一的相识机会。

2、积极参加活动
积极参加班级活动，班级旅行，野外郊

游，节日聚餐，联谊晚会……大一的班级活动
尤其丰富，意在让大家尽快熟悉，形成一个团
结紧密的班集体。因为平时上课位置不固定，
大部分同学的交流机会不多。所以班级活动就是班级大融合的最佳途
径。

3、各司其职
如果你有幸成为班委的一员，一定要联合其他班干部共同做好班

级的建设工作。辅导员事务繁多，一般只能履行指导，建议的职责，真正
班级的组织，管理，维护等各项工作其实是落在班委的身上，班委就是
班级的核心，是全班同学的领导者和服务者。大学里一个班级的团结与
否，常常是班委起着决定作用。

4、找准自己的位置
非班委的同学要积极配合班委的工作，做老师、院系和同学之间的

传话筒，管理班级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各项杂事，组织开展班级活动……
一句话，班委的工作远非想象中那么轻松，他们默默为同学们做了很多
事，如果还得不到同学们的支持和配合，怎能说得过去。

5、尽心尽力
当需要你为班级出力的时候，一定要挺身而出。例如校运会，班级

文艺演出等，千万不要因为怕苦怕累，甚至是不想“抛头露面”的原因而
拒绝，作为班级的一员，对班级要有一种责任感。

6、调整心态
有个别同学因为不适应大学这种新的班级模式，或者是过度留恋

中学班级和同学，难以融入新的班集体，这样对于自身的发展其实是有
消极影响的。因为大学同一个班级的同学是同一个专业，大家成为同行
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毕业后许多同学都会留在本市发展，在大学时建
立起良好的关系则将来毕业出来工作也能够互帮互助。

我院召开全体教师工作会议
部署新学期教学等相关工作

新学期，新征程。9 月 2 日上午，西安高新科技
职业学院新学期开学工作会议在教学楼 201 多媒
体教室召开。学院党委安宁书记、副院长于萍出席
会议，全体教师参会。会议由副院长睢宇恒主持。

学院党委安宁书记首先传达了关于落实省委
高教工委有关精神及新学期要求，对四个坚持不
懈、四个相统一、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进行了
讲解，就高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和
党的建设工作的三项“铸魂工程”以及就高校实施
培养学生固根本、端正学风优生态、办好学术促发
展、建设学科树高峰、建好队伍强核心、更新教材

调内容、改进教法增活力、完善教规严管理的八项
“强身工程”和做好聚焦主题配资源、围绕教学增
投入、改革评价明导向、保障激励浓氛围的四项
“筑基工程”等进行了说明。他要求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做一个有理想信念的好老师、做一个有良好
道德情操的好老师、做一个有扎实学识的好老师和
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副院长于萍部署新学期工作及教学安排，她强
调新学期我院将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及教学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大发展理念的新要求，在省委高教工委及教育厅
的领导与指导下，全面落实省教育厅及高教处
2017 年工作要点（高职），实施我院“十三五”规划。
各系部应以立德树人为主线，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三风”建设，推进内涵建
设，因材施教，培养创新人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把我院建设为具有鲜明特色的高职院校。

会上教改科研中心谢金鹏副主任对新学期教
学教研工作作了具体详细的布置。工作会议的召开
为新学期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院
教职工将以热情饱满的工作状态投入到新学期的
工作中。 (宣传部 高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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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高学院举办新员工岗前培训
8 月 21 日到 25 日，西高学院对近 30 名新员工从学校总体情况、有关规章制度、岗位要求等进行了

岗前培训。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罗冬梅在发言中首先欢迎新员工为西高学院注入新的血液，其

次她强调沟通的重要性，她建议新员工能与相关部门多沟通，与系主任、老员工多沟通，并且与其他新
员工多沟通。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督导部王成宇从教师的职业道德方面对新员工提出要求，他要求
新员工要胸怀宽广、博览群书、为人师表、终身学习。

培训会上，四名新员工依次发表了培训感言，他们纷纷表示，这次培训是学习的过程，为他们个人
素质与能力水平的提高、个人成长与专业技术职务的晋升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指导和帮助。在今后的
工作生活中，他们将严于律己、学以致用，发挥特长、不断创新，奋力谱写西高学院的新篇章。

最后，杨副院长指出，目前，我院正处于发展的
关键时期，新校区建设如火如荼，同时，中央和上级
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
员工们面临着更高的挑战和要求。他强调，新员工要
育人为先、教学为本、上善立身、诚信建树，尽快地
适应新环境，转变角色、准确定位，以饱满的热情尽
快走向工作岗位。

据了解，此次培训从 8 月 21 日到 25 日，为期五
天，内容涵盖学校概况、发展成就、规章制度、企业
文化、教学经验、辅导员经验等相关知识。经过学
习，新员工们进一步了解了学校的现状，增强了归属
感。大家纷纷表示将努力工作，做一名合格的教育工
作者，为西高学院的发展尽心尽责。

(宣传部 高敏 )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西安理工大
学高科学院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有成千上
万的学子从这里相继走向天南海北。同学
们在校时，遵循“勤学于恒、博学于融、思
学于新、仁学于信”、“责任、创造”的校
训，成就“仁实、勤思、践行”品质特质，满
怀理想，刻苦学习，勤奋求知；走向社会
后，矢志创新，勇于开拓，敬业奉献。虽然
大家远走高飞了，但你们无论走的多远、
多久，母校，始终是您的家。

为此学院特举办首期校友网上征文，
追诉当年的师友情怀，同谱如今的创业华
章，共议人生的阅历感悟！本届征文也得
到西安市作家协会、陕西省教育厅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从 2016 年 4
月份启动后，引起毕业生和在校生的积极
响应，截止 2017 年 4 月 30 日，共收到征文
作品到 145 篇。现经编委会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奖 9
名。

获奖内容公示如下：

1、吕妍妍《我们唱同一首歌》

1、刘涛《匆匆十年，感恩有您》
2、赵聪《常回来看看》
3、强震《感恩———人生的阳光雨露》
4、吴林《我的青春，我的西高》

1、谷秋雨《回不去的大学时光》
2、孙瑞晗《母校最后一个夏天，叫离别》
3、闫红艳《感恩西高，不舍别离》
4、徐正宇《西高，永恒的坐标心中的家》
5、院团委《陪你走四方》
6、吕妍妍《西高的夏夜听雨》

1、陈雨婷《永远抹不掉的感动》
2、刘若楠《有一个地方》
3、张玉玉《诚信、感恩、自强，与你我他同
行》
4、绍革《我青春梦想的起源地》
5、《我想永远在你怀抱》
6、校团委于金瑜代领《西高，我心中的家》
7、郭思雨《在感恩中成长》
8、廖香霖《创业是我对母校最大的回报》
9、蔡梦夏《离开了，更显对母校的爱恋》

(宣传部 吕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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