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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班徽班旗设计大赛

   

   10 月 28 日，由我院宣传部举办的班徽班旗
设计大赛于科技楼 3071 教室顺利举行。我院党
委书记兼副院长邹振栋，学生会主席李智，团
委书记李瑞雪，网络技术部及新闻院刊部等部
长受邀担任评委。
   本次比赛旨在凝聚班级力量，共建文明院风。
比赛共分为班徽答辩、班旗答辩两个环节。答
辩过程中，参赛班级从作品寓意、设计灵感等
多方面对参赛作品进行详细阐述，参赛作品设
计精美，独具匠心，获得在场观众一致称赞。
随后，评委从图案配色、设计元素等方面做点
评，并提出意见与建议。最后，邹振栋总结发言，
肯定本次比赛取得硕果和参赛班级的团结协作
精神，并鼓励同学学习网络技术。
   最终，班徽设计中 1602 班荣获一等奖，另
评出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2 名；
班旗设计中 1603 班荣获一等奖，另评出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2 名，优秀奖 3 名。1603 班荣获
本次比赛综合评分第一名。

第十三届“东采杯”演讲比赛
顺利举行

    10月30日，由校学生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东
采杯”演讲比赛于大学会馆三楼学术报告厅顺
利举行。本次比赛以“我是长征精神传承人”
为题，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市十佳社科
专家、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吉羊，秦皇岛市朗诵
协会会长夏秋，秦皇岛市电视台总编助理、资
深导演刘春丽，秦皇岛市海港区文联秘书长赵
永红，秦皇岛市广播电台主持人蓝音担任本次
比赛的评委。
    比赛在一段精彩的开场视频中拉开序幕，
在第一环节规定命题演讲中，来自我校各学院
的十位选手以命题“我是长征精神传承人”展开，
结合自身经历当代社会问题与长征先烈事迹等
方面，或深情诉说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或激
情昂扬地表达对长征精神的赞扬，或诚恳号召
莘莘学子应当继承长征精神，赢得观众阵阵掌
声。在第二环节即兴演讲中，选手们才思敏捷，
针对选题声情并茂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演讲
结束后，五位评委以专业的角度分别为选手作
出细致的点评与分析，肯定了选手们的演讲水
平。
    据悉，八号选手马薇荣获一等奖，九号徐
慧茹、七号刘仁婕、十号孙雪荣获二等奖，其
余选手获得三等奖。本次比赛旨在弘扬不怕牺
牲、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的长征精神，引导同
学们不忘过去历史，要将长征精神与时代精神
结合，为共铸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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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第二届“经采杯”朗诵比赛决赛顺利举行

11 月 13 日，由我院学习部主
办的第二届“经采杯”朗诵比赛
决赛于科技楼3071教室顺利举行。
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邹振栋受
邀出席，学习部部长李睿，副部
长汤昕蕾及往届优秀代表担任评
委。

在经过初赛和复赛的激烈角
逐后，共有十三位选手成功晋级
决赛。比赛共分为自由朗诵与即
兴朗诵两个环节。在自由朗诵环
节中，选手们情感充沛，声音跌
宕起伏，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随后的即兴朗诵环节中，参
赛选手随机应变，表现不俗，展

现出良好的朗诵功底。最后，经两环节综合评定， 1603 班吴彬荣获一等奖，此外评出二等奖两
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

至此，本次比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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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第二届“经采杯”汉语争霸赛决赛圆满结束 

11 月 6 日，由我院新闻院刊部主办的第二届“经采杯”汉语争霸赛决赛于大学会馆三楼学
术报告厅顺利举行。我院党委书记兼
副院长邹振栋，辅导员刘达及学生会
主席团成员受邀出席。

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共有八位
选手成功晋级决赛。本次比赛共分为
耳聪目明、融会贯通等六个环节，以
选择题、填空题等形式考察参赛选手
对汉字书写、成语运用等知识的储备。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表现沉着，反应
迅速，以丰富的汉语知识和敏捷的思
维获得在场观众和评委的阵阵掌声。
最后，邹振栋总结发言，在肯定选手
优秀表现的同时，鼓励同学们要更加
注重汉字的书写与应用和做好汉语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经综合评定，71533 班张韵荣获一等奖，11411 班盛倩倩、71531 班鞠波等获得二等奖，
201604 班陈相伊、201605 班崔静等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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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第二届“影音创意设计”大赛决赛顺利举办

11月 19 日，由我院网络与影音制
作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影音创意设计”
大赛决赛于科技楼 3071 报告厅顺利举
办。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邹振栋，团
委副书记雷泽城，宣传中心主任蔡娅楠，
网络技术部部长孟晓丹等受邀担任评委。       

本次比赛以“东秦砥砺三十年 , 跨
越发展谱新篇”为主题，包括作品示和
评委点评两个环节。参赛选手以 PPT、
海报和视频作品类型回顾学校发展三十
年，刻录校园风采。在精彩的开场视频后，
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在作品展示环节中，
选手作品主题鲜明，创意新颖，赢得在

座评委及观众的一致赞赏。随后，评委分别从作品主题，文字和逻辑性等方面进行点评，并提
出个人建议。最后，邹振栋总结发言，在对参赛作品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鼓励同学发挥个人
才能，积极参加此类艺术与技术相互融合的比赛。

经综合评定，20167629 关雪娇，7151106 许晓晨，1142103 范博荣获一等奖，此外评出二
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

我院第一届“奔跑吧，歌词！”决赛顺利举办

为丰富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12月 10日，由我院大学生艺术中心主办的第一届“奔跑吧，
歌词！”决赛在科技楼 3071 教室顺利举办，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邹振栋，学生会主席张鑫鹏，
团委副书记雷泽城，校园优秀歌手范博、钟一鸣应邀担任嘉宾。

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来自四个学院的七支队伍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决赛。本次比赛共分
为听歌接词、听歌识曲、整歌接词三个环节，选手们积极作答接唱，表现出色，赢得场下观众
阵阵掌声。活动期间，邹振栋及优秀歌手们一展歌喉，现场气氛活跃。

最终，我院“飞天小男警”队获得一等奖，此外还评选出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两名，优秀奖两名。

经采聚焦



                                             06

我院第二届“经”英大喂王顺利举办

12月 3日，由我院外联勤工部主办的第二届“经”英大喂王在管理楼 3110 教室顺利举办，
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邹振栋，团委书记杨丹宁，学生会主席张鑫鹏，党校校长兼团委副书记
于棋，学生会副主席孙您应邀担任嘉宾。

本次比赛分别设男生 31组，女生 40组和情侣 9组，共 80组，每组 2人。比赛采取计时制，
一次决出胜负，统计吃光所有食物所用的时间，用时越少者排名越靠前。比赛过程中，各小组
默契配合，顺利吃完所有食物。此次比赛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而且锻炼了团队协作
能力。比赛最后还进行了抽奖环节，现场气氛活跃。

最终，比赛评选出男生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两名，女生组一等奖一名，二
等奖三名，三等奖三名，情侣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一名。

经采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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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校友会成立大会顺利举行

    昔日芬芳堂前花，今日桃
李满天下。12 月 18 日，东北
大学秦皇岛分校校友会成立大
会在大学会馆三楼学术报告厅
顺利举行。东北大学副校长、
秦皇岛分校校长刘建昌，东北
大学校友会总会秘书长、对外
合作与联络处处长李鹤，东北
大学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对外
联络与合作处副处长王晓英，
东北大学对外联络与合作处校
友事务与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
高广，秦皇岛分校党委副书记
兼纪委书记武涛，党委副书记
王斌，副校长王雷震、曹洪刚、
李晓奇等出席大会。王斌主持

大会。我校在秦校友，兄弟校友会，地方校友会代表及学校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场参会。
    庄严国歌声响起，大会正式拉开帷幕。校友会筹建组成员、校调研员杨杰宣读了东北大学秦皇
岛分校校友会筹建工作报告。杨杰表示，校友会筹建先后经历“奠定基础”“酝酿准备”“筹建成
立”三个阶段，积极推进和完善校友工作体系建设，并在学校和学院层面分别建立了校友工作机构，
与各地校友机构一起，实现校内校外全覆盖，形成完备的校友工作网络。随后，会议通过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校友会章程及顾问委员会简则，同时选举产生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校友会理事会、校友
会顾问委员会组织机构，武涛宣读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名单。
    李鹤代表东北大学校友总会、东北大学海内外各地校友会致贺词。李鹤指出，东北大学秦皇岛
分校是东北大学有机组成部分，秦皇岛分校的校友也逐步融入东大校友会之中，成为东大校友会中
的骨干力量，在社会各界做出了瞩目成绩。希望分校校友会在刘建昌会长的带领下团结校友，将校
友会建设成校友感情交流的港湾、合作共赢的平台、事业成功的起点、团结友爱的家园。
接着，来自各地校友会代表先后致辞，表达对母校培育之恩的深深感激、对学校发展由衷的欣慰和
自豪、对校友会成立的祝贺与欣喜和对未来母校发展诚挚的祝福。未能到现场参会的美国、加拿大、
浙江、四川、湖南、安徽等地校友也发来了祝福视频，表达对校友会成立的热烈祝贺和对母校深厚
的感情。
    最后，刘建昌发表讲话，对校友会的成立、当选理事的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对校友在各个领域
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祝贺，对广大校友为母校的发展做出贡献致以诚挚谢意。刘建
昌表示，校友对于大学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校友见证了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不
断提高的各项变化和发展，用智慧与努力、表现与成绩打造了学校靓丽的名片，作为学校和社会的
桥梁，校友的反馈使学校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成为学校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和宝
贵的财富。刘建昌指出，校友会的成立是我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必将为秦皇岛分校
实现新的跨越发展推波助力。作为首任会长，刘建昌就校友会的发展建设提出了“搭建平台，增进
学校与校友之间的沟通交流”“深化服务，实现学校和校友的共同发展”“广泛宣传，展示学校发
展建设成果”三点倡议。刘建昌强调，2017年是母校三十年华诞，希望广大校友以此为契机宣传学校、
广泛联络、争取支持，母校将不辜负广大校友的厚望和寄托，不断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经采聚焦



英文角 @ 微小说

讲故事 IN English

One
A Good Boy 

  Little Robert asked 
his mother for two 
cent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 money I gave 
you yesterday?" 
  "I gave it to a 
poor old woman," he 
answered. 
  "You're a good 
boy," said the mother 
proudly. "Here are 
two cents more.
But why are you so 
interested in the old 
woman?" 
  "She is the one who 

一
好孩子 
    
    小罗伯特向妈妈要
两分钱。 

    “昨天给你的钱干
什么了？” 

    “我给了一个可怜
的老太婆，”他回答说。 

    “你真是个好孩
子，”妈妈骄傲地说。
“再给你两分钱。可你
为什么对那位老太太那
么感兴趣呢？” 

    “她是个卖糖果
的。”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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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Hospitality 
    The hostess apologized 
to her unexpected guest 
for serving an apple-pie 
without any cheese. 
   The little boy of the 
family left the room 
quietly for a moment and 
returned with a piece of 
cheese which he laid on 
the guest's plate. 
   The visitor smiled, put 
the cheese into his mouth 
and then said: "You must 
have better eyes than your 
mother, sonny. Where did 
you find the cheese?" 
   "In the rat-trap, sir," 
replied the boy. 

二

好客 

    由于客人在吃苹果馅饼
时，家里没有奶酪了，于是女
主人向大家表示歉意。
    
    这家的小男孩悄悄地离
开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拿
着一片奶酪回到房间，把奶酪
放在客人的盘子里。  
    
    客人微笑着把奶酪放进
嘴里说：“孩子，你的眼睛就
是比你妈妈的好。你在哪里找
到的奶酪？” 
    
    “在捕鼠夹上，先生。”
那小男孩说。 



水城威尼斯，可以说是为浪漫而

生的。如果说，每个人一辈子都

梦想着去一趟巴黎，那麽巴黎人

一辈子

都梦想着去哪里呢？没错，那就

是威尼斯。威尼斯据说有全世界

最好、最浪漫的咖啡馆。威尼斯

最古老、

最有名的咖啡馆是面向圣马可广

场的弗罗里昂咖啡馆。这是一家

创业于 1720 年的老店。到弗罗里

昂的人，

不管是什么阶层，主要目的不外

乎听听最新的市井小道消息。

斯里兰卡是一个千变万化和

精彩万分的人间天堂，五彩

缤纷的景象和清脆自然的声

音揉合着芳香扑鼻的

香料、和蔼可亲的笑脸、和

平宽容的文化及力求融合的

宗教背景。丘吉尔曾经将她

形容成“东方之珠”，

而斯里兰卡本身的形状就是

一滴水滴的样子，又好比一

颗切割完美的钻石。

                                             10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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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岸边的柳树发芽了，向着湖面伸展着细嫩的枝条，在微风中
轻轻摇动。西湖里的荷叶，长出嫩绿的叶片，像一枚枚浮在湖面上的钱币。
仔细看去，还能看见湖里有一些小鱼儿，在叶子下面穿梭游玩，在湖面
上缓缓地荡出涟漪。太阳照在湖面上，银光闪闪，美丽极了！
    夏天，湖面上的荷花渐次地开放了。远远看去，绽放的花蕾含苞欲放，
微微张开花瓣，在微风中含羞低眉；而前一天已开放过的荷花则急不可
耐地舒瓣扬蕊，将自己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时候的荷叶，也是最绿的，
就像美女们的裙摆，在风中摇曳；又像一把把雨伞，为荷花下面嬉戏的
鱼儿们遮挡阳光。
    秋天，湖里的荷叶开始慢慢的发黄了。荷花也渐渐枯萎了，花瓣渐
渐脱落，变成一只只碧绿的莲蓬。莲蓬里睡了许多小宝宝，剥开它们的
衣裳便露出了一粒粒白色的莲子。湖岸两边的枫树叶，在秋风中翩翩飞
舞，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梧桐树和银杏树结果了，那乒乓球般大小的
果实，可爱极了。
    冬天的西湖，那才叫“妙”！河堤两边的柳树、梧桐，只剩枯的树枝，
在冬天的晨雾中却像挂上了霜一样。只有附近山上的梅花却不惧严寒地
挺在枝头，增添了一份孤傲。如果碰到下雪天，只见雪花缓缓地飘落在
白堤上，厚厚的，像是一条洁白的地毯，向前延伸着。瑞雪初晴，堤上
的雪也开始化了，可是你会发现堤的两面雪化的完全不一样，那就是“西
湖十景”里的“断桥残雪”。听说，这里还有许仙和白娘子的传奇故事
呢……
    杭州西湖一年四季景色宜人，真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

  11 世界之窗



  你有没有发现：
 把 ROMA( 罗马 ) 的字母倒过来写成

AMOR
正是拉丁语“爱”的意思

罗马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爱之城

罗马的精神，就是永恒
骑着摩托车绕街飞

你是否能想起《罗马假日》的浪漫

                                             12

这里有
 古代的竞技场

国际时尚品牌 FENDI 的老本营
精神与物质并存

文明与现代的交会
使罗马当仁不让成为

浪漫城市的代表

世界之窗

A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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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戈森法则
    男人为什么喜新厌旧？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戈森法则
可以解释：同一享乐不断重复，其带来的满足感会不断递
减；同一享乐不断重复，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获得的满足感
最大。

二、良币驱逐劣币
    女人要不要回家做全职太太？这要看做全职太太的机
会成本是不是很高，也就是与做 OL 时的收入比较，权衡
一下成本和收益。女人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很有可能沦为
不良资产，最终被优良资产置换，在婚姻市场，只有“良
币驱逐劣币”。同时要明确一点，女人的家务劳动应该视
为家庭收入，因为同样的家务，如果请家政工来做的话，

是要算做支出的。

三、自身能力
    飞机上，乌鸦对乘务员说：
给爷来杯水！猪听后也学道：
给爷也来杯水！乘务员把猪和
乌鸦扔出机舱。乌鸦笑着对猪
说：傻了吧？爷会飞！
    外界因素是一种约束条件，
自身能力也是一种约束条件 ,
往往更重要。所以，别人能成
功的事，未必自己就能成功。

经济学趣闻

你不知道的经济学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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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纳什均衡理论
    一农户在杀鸡前的晚上喂鸡，不经意地说：快吃吧，
这是你最后一顿！第二日，见鸡已躺倒并留遗书：爷已
吃老鼠药，你们别想吃爷了，爷也不是好惹的。当对手
知道了你的决定之后，就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所以保密、信息安全很重要！

五、约束条件
    鱼说：我时时刻刻睁开眼睛，就是为了能让你永远
在我眼中！ 水说：我时时刻刻流淌不息，就是为了能
永远把你拥抱！！锅说：都快熟了，还这么贫！！！
约束条件变了，原来的收益，一下子都变为成本。生命
如果架在锅上，成本自然也就很高了。

六、方向
    葛优吃饭途中上厕所，回来后裤子湿了。 朋友问：
裤子怎么湿了？ 葛优答：经常！朋友不解。葛优说：
经常是旁边的人撒着尿，突然转过身来大叫：嘿！这不
是葛优吗？！
    投资已经过半之后，如果要改变投资方向或暂停投
资，都是一个颇为困难的事儿。

七、帕累托最优
    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
    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会打破市场的均衡，有些又
帅又有钱的王老五可能会形成市场垄断，从而像电信、
铁路一样，成天被人骂娘。轻则引起内分泌失调，重则
引起和谐社会失调。一夫一妻制已经形成了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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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AND 生活

    边际效用递减是
什么意思？当你吃第
一个包子的时候，你
觉得它很美味，当你
吃第二个的时候，你
已经没有第一口吃的
时候那么想要它了，
如果你不停的吃下
去，多吃一口给你带

来的满足感会越来越少，吃第十个的时
候，你可能会难受起来。
    日本大导演北野武在出名之前想，
哪天有钱了要买辆跑车！
    成名之后，他买了保时捷，却发现
感觉没那么好，因为“看不见自己开保
时捷的样子”，于是他让朋友开，自己
打个出租车跟着，还和司机说“看，那
是我的车哦。”
    我从密歇根大学毕业之后去了硅
谷，当时我的第二老板，也就是非直
属老板是 Jack Smith。他 21 岁就进
入苹果公司担任研发技术人员，27 岁
联合创建了第一个网络邮件服务系统
Hotmail，后来又再创了其它的创业公

司。

    有一次我就问他，高富帅先生，
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硅谷名
利财全收，得到了很多人一辈子为
之奋斗的东西。你开第一辆跑车的
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我的意思是，
在什么都得到了的那时候，你有没
有想过剩下的六七十年里你还追求
和渴望的是什么呢？
    Jack 和我说，我们的幸福的来
源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我们
在期待什么，追逐什么。
我们需要多少钱才能幸福？普林斯
顿大学的学者为 50 万美国人进行了
调查，答案是，生活水平一旦达到
了舒适标准，再多收入也不能带来
幸福。
    这个“舒适标准”在不同国家
不一样，美国是 7.5 万美元。
    当一个人他的年收入从 2.5 万
美元提高到 5.5 万美元的时候，他
的幸福感并没有翻了一倍，而仅仅
提高了 9%。
    为什么？因为金钱跑车大豪宅，
鲜花掌声镁光灯，所有这一切东西
的边际效应都是会递减的。
    如果你所渴望和追求的是这些

东西，到了最后你一定会失望的。

之“边际效用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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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文生义”！？

哀兵必胜
    遭受压迫而悲愤
地奋起反抗的军队必
定胜利。
    提示：“哀兵”
不能误解为哀丧的军
队。

安土重迁
    安于本乡本土，
不愿轻易迁移，形容
留恋故土。
    提示：重，不轻易。
并非看重迁移的意思。
 

不知所云
    形容说话内容混
乱，无法理解。
    提示：指说话人
说的不好，而非听者
不理解。

不以为然
    不认为是对的。
    提示：和“不以
为意”混淆，错解为

奇文共赏
    新奇的文章共同
欣赏。现多指把荒谬、
错误的文章发表出来
供大家识别和批评。
    提示：原是褒义，
县多余讽刺。

——你真的用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