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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学院召开世园会志愿者工作专题会

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统筹、服务大局，为 2019 年世园

会顺利举办履行好属地高校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保障我院世园会

志愿服务工作有序、高效、成功开展，3 月 14 日,党委书记谢苗

峰主持召开世园会志愿者工作专题会。院长孙汉旭，副书记兼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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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孙凯，全体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辅导员老师及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共同参会。

会上，学院世园会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孙凯副

院长介绍了世园会工作的具体情况。他从学院世园会志愿服务工

作的工作背景 、工作任务、工作特点及工作进度进行了说明。

之后，孙汉旭院长针对世园会具体工作提出要求，希望各部

门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政治保障、不容有失，明确职责、落实

到位，守土有责、层层压实，把住风险底线、树立机会意识。（团

委 供稿）

学院与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

3 月 11 日，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国际代表 Juan

Carlos 先生、国际副代表蔡子彧女士来院进行访问，学院院长

孙汉旭与 Juan Carlos 先生签署学术合作意向书。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处长丁世涛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谈。

孙汉旭院长对 Juan Carlos 先生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同时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及未来发展的愿景。

Juan Carlos 先生表示，非常高兴访问世纪学院，通过此次

协议的签署，将促进双方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随后，双方就教

师互访、学生交换模式、选拔标准和学分互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尾声，孙院长代表学院邀请 Juan Carlos 先生有机会前

往延庆校区参观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

通过本次与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合作，进一步拓宽

了学院与国际知名高校的合作，为国际化发展与学术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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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支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供稿）

法国 ESTIA 工程师学院一行访问我院

3 月 25 日，法国 ESTIA 工程师学院 Octavian CUREA 教授与

亚洲事务负责人彭晨一行来我院进行访问。院长孙汉旭、党委书

记谢苗峰在明德楼 701 会议室接见了来宾。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电子与自动化系相关教师参加了会谈。

会上，孙汉旭院长对 Octavian CUREA 教授一行的到访表示

热烈欢迎。Octavian CUREA 教授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再次访问

世纪学院，彭晨老师详细介绍了法国 ESTIA 工程师学院近两年的

发展情况，并对我院 2014 级 2 位在 Estia 攻读工程师文凭的同

学的学习成绩表示肯定。

随后，双方就暑期研学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希望能够拓宽

合作领域和纬度，让更多的学生前往法国了解先进的法国工业，

以此促进双方的长期合作。孙院长表示，在工业 4.0 的大背景下，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应用技术型人才是我院的办学目标，这

与 Estia 工程师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不谋而合。培养新型工程

师，不仅要教授学生们应用技术，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当天下午，Octavian CUREA 教授和彭老师对中法工程师部

2016 级学生进行了面试选拔。之后，Octavian CUREA 教授在图

书馆报告厅作了题为“智能电网工程发展”的精彩讲座，通过浅

显的语言和大量的数据，为学生们介绍了智能电网的发展。(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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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媒学院学生在北京高校大学生数字媒体设计大赛中获得多

项大奖

2 月 25 日，2018 年北京市大学生数字媒体设计大赛公布获

奖名单，艺术与传媒学院参赛作品“VR 智能骑行”（指导教师：

刘颖）、“峡谷探险 VR 交互漫游”（指导教师：马天容）、“高

铁动车组驾驶员 VR 操作培训”（指导教师：李玲）分获游戏与

虚拟现实类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古城大理”（指导教师：

张丽）获得互联网应用类三等奖，“剪艺 APP”（指导教师：孟

旭）获得移动终端 APP 应用类优秀奖、“团圆”（指导教师：刘

畅、袁琳）获得数字媒体视听艺术应用类优秀奖。

北京高校大学生数字媒体设计大赛经北京市教委批准设立，

旨在提高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和开发等相关专业学生的应用实践

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届大赛共收到在京 20

余所院校数字艺术、动画数媒类等专业学生提交的 500 余件作

品。经过产业界、行业和高校专家评委对参赛作品的初评、复评

和终审，最终确定了获奖名单。（艺术与传媒学院 供稿）

学院学子在北京市第十一届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获得佳绩

近日，第十一届北京市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成绩揭晓，学院

学生获得了 1 项二等奖、2 项三等奖的好成绩。

北京市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由北京市教委举办、北京交通大

学承办，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发掘大学生潜能，促进物理实验教学改革。本届竞赛包括 4 个题



5

目，全程采取盲评机制，共有来自 31 所高校的 143 支参赛队伍。

在本次备赛过程中，学院首次通过组织校内竞赛的方式，从 20

个队伍中选派出 5 个队伍参加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基础教

学部 供稿）

师生同心、校友同援、家长同助，世纪人凝聚力量为 2013 级校友王

喻民筹款

学院 2013级传播学专业 2班的 2017届优秀毕业生王喻民，

于 2017 年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支援西

藏，奉献青春和热血。一年后，他被查出身患尿毒症。辗转经过

长达一年的透析治疗，但效果不佳。母亲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捐

出了自己的一个肾脏，父亲为了让孩子勇敢地活下去变卖了家中

唯一的房产，并向所有亲戚借款，巨额的医疗费让这个家债台高

筑。前段时间，得命运之神眷顾，他的病情出现了新转机，正在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接受治疗，所需巨额医疗费，这个微弱的家

庭已无力承担。

当接到王喻民校友向母校发来的求助信息后，学院的教师

群、学生群、校友群、家长群等顿时火爆了起来。一时间，世纪

人及其周边的朋友圈均被这条求助信息“霸屏”。众人拾柴火焰

高，当日就筹集爱心款 20 余万元。

滴水成河，积水成渊；点滴爱心，传递真情，学院掀起了一

场爱心接力赛，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世间最朴素的情感，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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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情、师生情、校友情、社会情……历时 3 日，共筹集善款

256758 元。

善待在校生，是在培养优秀校友；厚待众校友，旨为助力国

家栋梁。学院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此事，第一时间带头捐款。同时，

鉴于王喻民校友毕业后主动申请援藏工作，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为学子做出了表率，学院特批 5 万元关爱金用于其治病救助。

日前，30 余万元爱心款均已到账。王喻民及家人也多次表

示：感谢学院给予孩子的培养之恩和援助家庭、挽救生命的救助

之情。（校友会、团委、艺术与传媒学院 供稿）

简讯

 学院召开 2019 年就业工作专题会

2 月 27 日，学院召开 2019 年就业工作专题会。招生与就业

处副处长李晓乐对本学期毕业生工作做了详细部署，并提出往年

就业工作出现的问题、应对的策略和办法以及今年工作的重心。

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与毕业生相关的征兵、西部计划、援疆援藏、

档案、户籍等工作进行了说明和安排。（招生与就业处 供稿）

 学院召开新学期学生工作会议

2 月 26 日，学院召开新学期学生工作会议。各系院学生工

作负责人针对学生返校情况及近期工作进行简单汇报。之后，党

委副书记孙凯、相关部门对新学期的工作作出布置。（学生处 供

稿）

 学院召开学生防疫工作部署及学工系统试用培训会

3 月 12 日，学院召开学生防疫工作部署及学工系统试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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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会。学生处结合北京市的工作要求，就安全稳定、学工队伍建

设、学风建设、世园会志愿者管理、流感防控等工作进行安排。

全体参会人员参加了学工系统试用培训会。（学生处 供稿）

 学院召开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优秀教学信息员表彰暨座谈会

3 月 27 日，学院召开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优秀教学信息

员表彰暨学生座谈会。教务处对上学期以优秀信息员为代表的广

大信息员队伍的工作表示肯定,优秀信息员代表汇报了上学期至

本学期开学初的教学反馈相关信息。大会表彰了 2018-2019 学年

第一学期 50 名优秀教学信息员。（教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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