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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讯：
1.

4 月 10——15 日，学院学工办组织大一新生打乙肝疫苗第三针全部完毕。

2. 4 月 12 日中午，学院分团委召开例会上，将各项学校科技文化活动进行了宣传和工作分解。 4
月 16 日 17：30 和 20：00，分别进行了二、三年级两场“民族团结杯”迎评知识竞赛。
3.

学院于 4 月 15 日在运动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选拔了参加 5 月份学校运动会的

运动员。
4.

学院和人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篮球赛，学院男篮两胜，女队是一胜一负。

5. 4 月 16 日（周日）晚，学院杨向荣老师给本科生讲了关于“勘查地球化学与大型矿产区域矿
预测”的学术报告。
6. 从 4 月 16 日，学院 9 个班的毕业生进入本学期考试阶段，这也预示着 264 名毕业生的大学期
间的课程学习将全部结束，考试完后，毕业生将进行各专业的毕业实习。
7. 4 月 17 日，经过分团委层层选拔，上报学校团委先进团支部 2 个：地科 02-2 和生态 04-1 班；
民族团结先进集体资环 05-1 班，先进个人三人：古丽加玛丽·吾不力（地信 03-1）、李鹏（生态 04-1）、
阿迪力·祖农（地信 03-2）
8. 截至 4 月 17 日，学院经过宣传动员参加大学生创业大赛共有以刘敦利和董敏为主的两支队参
赛。经过分团委层层选拔，上报学校团委先进团支部 2 个：地科 02-2 和生态 04-1 班；民族团结先进
集体资环 05-1 班，先进个人三人：古丽加玛丽·吾不力（地信 03-1）、李鹏（生态 04-1）、阿迪力·祖
农（地信 03-2）
9. 4 月 19 日下午 3：40，学院按照学校要求安排学工办老师和班主任组织 380 名学生参加了学
校迎评工作动员大会（1#402、416 室各 120 人，10#110 室 140 人）。听取了学校张贤亮书记的动员报
告和几个个人和单位的先进经验，学院全体师生表示要积极响应学校号召，按要求高质量完成所承担
的工作任务，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评建工作，为学校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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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分团委 学工办）

学院风采
“勘查地球化学与大型矿产区域矿预测”报告纪实
2006 年 4 月 16 日（周日）晚，资环学院杨向荣老师为资源专业
的同学讲了“勘查地球化学与大型矿产区域矿预测”的学术报告。
杨老师在此次学术报告上对新疆地区的矿业发展做了简单介绍，
杨老师以一段关于地质勘查故事的音乐开始。他谈到新疆是中国最大的
一块陆地，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其矿产也是丰富多样的。杨老师从前人研
究成果、预测其发展潜力、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来对此次课题——“勘查地
球化学与大型矿产区域矿预测”做了详细介绍。学术报告中，杨老师以简单的图
象向我们展示了新疆矿产资源部分含量情况，其中对 Ag、Au、Cu 等做了特别的介绍。
杨老师还告诉相关专业学生一个重要信息：对新疆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缺乏大量人才。这也预示
着此专业的光明前景。
最后，那首关于地质故事的音乐再次响起，此次报告也在掌声中结果（供稿：唐英

资环 05-1）

观资环学院运动会有感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于 4 月 15 日在运动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春季运动会。
早晨还未到 10 点，运动场两边的看台上已经聚满了人，准备
为运动员们呐喊助威，场上的运动员们也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
在体育场上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学院分团委书记张志强老师宣布了整个运动会比赛项目的
先后顺序后，整个运动会就拉开了序幕。
运动会第一个项目是男子 100 米，当裁判一声令下，运动员如离弦之箭向前冲去正如我们初中所
学的课文《起点之美》“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度注视在终点线上，赢得比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
体现体育运动精神，展示体育运动风采”。因此无论起点、终点都值得我们去为之喝彩，为之呐喊。
运动会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整个体育场都被拼搏奋进与生机勃勃的气息所覆盖。在不知不觉中
运动会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一个项目是男子 10000 米。10000 米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10 公里就是
要绕运动场 400 米的跑道跑 25 圈，与其说是体力的比拼，还不如说是意志力的比拼，跑完 25 圈对于
哪一个人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的运动员并没有被 10000 米所吓倒，他们更多地是迎难而上，
勇于挑战自我，单凭他们的勇气就值得我们为之喝彩。15 圈，16 圈，大多数运动员都已达到了他们
体力的极限，但是他们坚定的信念支持着他们绝不能停下来，那坚定的信念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着他们
向胜利挺进。近了，近了。。。。。。离胜利越来越近了，终于他们一个个都冲过了终点，看台上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这里没有第一与第二之分，他们都是胜利者，不仅是比赛中的胜利者，
更重要的是能够战胜自我，成为精神上的胜利者。
资环学院春季运动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圆满的拉下了帷幕。此次运动会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
活，而且使我们的意志力，精神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为更好的学习与生活夯实了基础。
（供稿：姬洪亮 地信 05-1 班）
3

迎评专栏

“民族团结杯”迎评知识竞赛(二)

2006 年 4 月 16 日下午 8：00，资环学院分团委在生地楼 209 室举行了“民族团结杯”迎评知识
竞赛初赛的第 2 场。
参加竞赛的领导有学院党总支部书记加拉力丁老师和学院张超老师，由他们担任此次竞赛的主要
评委。他们对此次比赛相当的重视。因为本场比赛继大一第一场比赛后，策划人在组织和工作方法上
都有所改进。
主持人陈军在介绍了在座的评委之后，宣布比赛开始，各个选手就开始了紧张激烈的角逐，互不
相让。比赛的题目仍旧与上次大同小异，在个别细节上作了些改动。而再细观每一位选手胸有成竹表
情，便知他们对知识手册了如指掌。每一组参赛选手都是由两名汉族同学和一名民族同学组成，这充
分体现了以民族团结为的主旨。
同上次一样，竞赛分为四个环节：一是选择题，二是问答题，三是风险题，还有一项是选手们的
才艺表演，同样，此项成绩由在座的观众评分，并计入最后的总分。值得一提的是，在竞赛过程中，
策划者安排了两次与台下观众互动的环节。同样是三道和迎评有关的几道较简单的题目。此环节中，
台下的观众都表现的相当踊跃，对答题正确者还给赠送了小礼品以作纪念。这一互动活动不但使台下
的同学参与了知识竞赛，而且还发扬了积极学习评估知识的精神。
这次评估知识竞赛举行的很圆满，在比赛过程中。我们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全面促进学院的
同学认真学习评估知识手册，使全院师生共同投入到评建工作中来。初赛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将一饱
满的热情来迎接最后的决赛。 （供稿： 马雪梅

生态 04-1）

“民族团结杯”迎评知识竞赛（三）
今年五月是自治区第二十四个“民族团结月”，为增添我院团结气氛，加强各民族学生间交流，
我院分团委从三月份就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活动方案，并相继开展了面向全院各民族学生的棋
类比赛、拔河比赛等活动。与此同时，为促进学习国家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水平
评估的内容，我院开展了“民族团结杯”迎评知识竞赛。
2006 年 4 月 16 日 17 点 30 分，我院于生地楼 209 室的第三场“民族团结杯”迎评知识竞赛（大
三年级组）如约启幕。前两场的团结与竞争气氛使之十分精彩，然而大三的学生们在忙碌的学习之余
所做的精心准备使本场比赛更优于前者。场上的选手对《评估知识手册》的学习似乎更加深刻，积极
进取的精神一览无余。
本场比赛的赛制仍采用第二场赛制，题目与前两场相似但赋予新意，比赛进行过程中的观众答题
环节将观众们的热情一次次推向白热化。看到他们积极抢答的场面，我们不难发现观众中“卧虎藏龙”，
许多人具有和选手不相上下的实力，可见大家对迎评工作都抱有极大的热情。
最后的风险题，场上四队都选择了 40 分的题，并且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信心的后盾。其中两队
的同学在理解的基础上深刻记忆，几乎回答得无可挑剔，他们的团队精神也在简答题和风险题中得到
了集中体现。面对如此完美的回答，评委自是频频点头，最后的点评也提到“大三是这次活动的重点，
4

看到他们如此精心的准备感到欣慰”
。
比赛是紧张而激烈的，为了缓解紧张气氛，选手们纷纷做才艺展示，有诗歌朗诵、流行音乐、民
族歌曲等，从而使比赛充满欢笑声，赛场似乎已经变成了民族联谊会，民族团结和集体主义精神在这
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初赛的三场比赛到此结束，我们期待更精彩的决赛，相信同学们在汲取到初赛经验并进一步学习
《评估知识手册》后，表现会更加出色。希望今后此类活动能多举行，给大家一个更广阔的展示自己
学习能力的舞台。
（供稿：唐英
资环 05-1）
∞∞∞∞∞∞∞∞∞∞∞∞∞∞∞∞∞∞∞∞∞∞∞∞∞∞∞∞∞∞∞∞∞∞∞∞∞∞∞∞∞∞∞∞∞
迎评知识问答：
1.评估结果及其标准是什么?
答：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标准如下：
优秀：A≥15，c≤3，(其中重要项目 A≥9，c≤1)，D=0，特色鲜明。
良好：A+B≥15，(其中重要项目 A+B≥9，D=0)，D≤1，有特色项目。
合格：D≤3，(其中重要项目 D≤1)。
2.《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 11 个重要二级指标是什么？
答：是办学思路、师资队伍结构、教学基础设施、教学经费、专业、课程、质量控制、学习风气、
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思想道德修养等 11 个。
＆＆＆＆＆＆＆＆＆＆＆＆＆＆＆＆＆＆＆＆＆＆＆＆＆＆＆＆＆＆＆＆＆＆＆＆＆＆＆＆＆＆＆

创业者须具备的七大条件
对于投身商海的人来说，创业是一个梦想。但创业又谈何容易？有关专家总结出创业的七大必备
条件，可以与读者分享：
1、充分的资源(Resources)，包括人力和财力，创业者要具备充足的经验、学历、流动资金、时间、
精神和毅力；
2、可行的概念(Ideas)，生意概念不怕旧，最重要是可行，有长久性、可以继续开发、扩展；
3、适当的基本技能(Skills)，不是行业中的一般技能，而是通常性的企业管理技能；
4、有关行业的知识(Knowledge)，不能只陶醉于自己的理想；
5、才智(Intelligence)，创业者不一定要有高智商，但要能够善于把握
时机去作出明确的决定；
6、网络和关系(Network)，创业者需要有人帮助和支持，不断扩大朋
友网络和打好人际关系会带来不少方便；
7、确定的目标(Goal)。
非常巧的是，将七大条件的首个英文字母串在一起，恰好是
"RISKING"(冒险)一词，这也反映出创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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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驿站

大学生就业解析:70%缺规划 5 种表现断前程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学研究室主任樊富珉教授认为，中国有 69%

80%的大学生对未来没有

规划、就业时容易感到压力。而记者调查发现，没有主见、缺乏自信、会抢风头、不愿下基层吃苦、
薪资要求不切实际等五种表现容易断送大学生的前程。
75%的大学生认为压力主要来自就业
中国社会调查所最近完成的一项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显示，75%的大学生认为压力主要
来源于社会就业。50%的大学生对于自己毕业后的发展前途感到迷茫，没有目标；41.7%的大学生表示
目前没考虑太多；只有 8.3%的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充满信心。
另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称，根据对中国
未来新增劳动力人口的测算，未来数年中国青年新增劳动力人口每年仍保持在 1500

2200 万之间的

高位，供大于求，直接导致就业压力大。此外，近年来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逐步大众化，毕业后需要
就业的大学生逐年增加，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逐年下降。
5 种表现断前程
厦门博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郑甫弘告诉记者，最近受一家知名外资企业聘请到上海某
名牌高校负责招聘，一位前来应聘的女生在中文笔试和外语口试中都很优秀，但被最后一轮面试淘汰。
他说：“我最后不经意地问她，你可能被安排在大客户经理助理的岗位，但你的户口能否进深圳还需
再争取，你愿意么？”结果，她犹豫片刻回答说：
“先回去和父母商量再决定。”没有主见断送了她的
美好前程，凡事依靠父母的学生难做职场中人。
郑甫弘还说，在高校招聘会上还常见两类毕业生，一种缺乏自信，而另一种恰恰相反是会抢风头。
缺乏自信的人会让人有学习能力差、推诿塞责的联想，企业不欢迎这类毕业生。会抢风头的就给人没
有团队合作精神的印象，用人单位绝不会喜欢单打独斗的独行侠。
虽然国家鼓励下基层的政策已为数不少，但记者调查发现，优惠政策仍难以解除毕业生的重重顾
虑。“这并不仅仅是面子问题，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差别较
大，城乡转换成本过高，大学生担心‘下去容易上来难’。这里面也有基层本身的观念问题，还有对
人才的排挤以及旧有体制问题。”该校中文系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
夏磊是一位在厦门就读机械专业的毕业生，他参加的各地高校招聘会加起来有十多场。他前不久
赶去广州参加招聘会，一家广东企业负责招聘的经理对他非常满意，于是开始谈最后的薪资。夏磊觉
得今年找工作的形势严峻，于是回答：
“无所谓，都可以！”那位经理当时就没再说什么，请他回去等
通知，就没有下文了。用人单位表示：“一个连自己薪资都无所谓的人，还能期望他对以后的工作和
公司有干劲吗？”（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

供稿:汤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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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清泉

天涯路人“那别人为什么喜欢她？”

梦不需违心

天之娇子“很简单。因为她的美貌与智慧！”

天涯路人：“你喜欢文学么？”

天涯路人“那你为什么喜欢她？”

天之娇子：“喜欢。”

天之娇子“喜欢不需要理由！”

天涯路人“为什么喜欢？”

天涯路人“很好，正是这样！”

天之娇子“不为什么。就跟喜欢一个女孩子一样！”

天之娇子“哦？”
天涯路人“因为你的真诚和情有独钟，才是一个女

天涯路人“你看过刊物《天山之子》么？”

孩子真正所需要的！”

天之娇子“看过。”

天之娇子“但光有‘真诚’与‘独钟’似乎还不够。”

天涯路人“感觉怎样？”

天涯路人“是的，还需要理解！”

天之娇子“还不错。既有校园气息，又有文学风采，

天之娇子“哦？”

涉及甚广，是一种挺好的刊物。”
天涯路人“你说的很好，可你知道读者为什么会有

天涯路人“因为你对她的理解。换句话说，是你对

这种感觉？”

爱情的理解，因为你知道大爱无言！正如阅读的人

天之娇子“因为它既满足了读者阅读的需要，也彰

很多，但是能阅读到灵魂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显了大学生心灵的感悟！所以很受欢迎。”

天之娇子“说的好。你对爱情的分析的确很透彻！

天涯路人“的确是这样子的。”

但世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你为什么只看上

天之娇子“没什么，我也只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看

我？”

法。”

天涯路人“那你为什么只喜欢那个女孩子？”

天涯路人“可我也同时发现了一件事情。”

天之娇子“因为她唯一！”

天之娇子“什么事情？”

天涯路人“正是这样。《天山之子》也是唯一！”

天涯路人“你的确喜欢文学，而且文学功底很深。”
天之娇子“是么？”

天之娇子“但女孩子跟刊物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

天涯路人“是的。若没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是不会

物，岂能混为一谈？”

有如此深厚的文学感悟的1”

天涯路人“你说的对。对世间大多数人确实是这样，

天之娇子“也许是吧！但我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但对你而言，就不同了。”

天涯路人“哦？”

天之娇子“这又是为什么？”

天之娇子“你很有心机。”

天涯路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正是你心灵追

天涯路人“是么？”

求的意象。因为你对她们的专一和理解，使得它们

天之娇子“是的。”

在你心里是等价的！”

天涯路人“为什么是？”

天之娇子“是这样么？”

天之娇子“文学感悟！”

天涯路人“是的。女孩子正是你追求的爱情，刊物

天涯路人“呵呵！”

也是你人生爱好的载体1”
天之娇子“好象是这样子的。”

天之娇子“你不妨说说我们今天谈话是为了什么。”

天涯路人“确实是。你现在答应为刊物投稿了么？”

天涯路人“《天山之子》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

天之娇子“不能！”

来稿！”

天涯路人“哦？”

天之娇子“为什么？”

天之娇子“它似乎没有稿费，而我也没有时间！”

天涯路人“不为什么。就跟你喜欢的女孩子一样。”

天涯路人“的确是这样的。功利心使得世间众生芸

天之娇子“这有什么关系？”

芸。只是若你也是这样，何时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

天涯路人“天下女孩子很多，而你只喜欢她一个！”

价值？你岂非也很庸俗？”
天之娇子“可生存的法则让我们不许清高！”

天之娇子“可喜欢她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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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优裕，还不捷足先登了！？这样下去，周莎
这个小美人儿肯定要从我手心里溜走的。对了，
我必须要耍点儿小手腕儿，来一个先发制人——
好，就这么着！嘿嘿，李伍，你小子可算完了！
张小一边想，一边冷笑。
原来，张小最近注意到，李伍这几天和一个
自己从未见过面的漂亮女孩接触甚密，两人经常
一起逛公园——张小心想，好你个李伍，你一边
追求周莎，又一边背着她找女朋友，象话吗？这
下，可怪不得我了！主意拿定，这一天早晨，天
朗气清，张小估计李伍必定会和那个女孩一起来
公园约会，就带上一部照相机，早早地来到他们
约会的地点。这是个小凉亭，只有一条简陋的靠
背长木椅。张小瞅中了方位，藏进附近一堆花丛
里，摆好照相机，紧紧地盯着那条长椅——只要
他们坐上去，他就能很清晰地捕捉到他们亲昵无
比
的镜头。
果然没过多久，李伍就和漂亮女孩出现了，
并在那条木椅上坐了下来。张小有些激动，只见
两人肩靠着肩，说着笑着，情景十分暧昧，俨然
一对情侣。由于离得有些远，张小听不清楚他们
所说的情话。不过，这不要紧，张小很快调好了
焦距，并按下了快门——
张小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周莎，并给
她看了那些照片。果然，周莎只看了一眼，就生
了气，很快打通了李伍家的电话。张小心里暗自
高兴。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
“喂，请问你找谁——
奥，你找我哥哥呀！？请稍等——哥哥，接你的
电话！”
李伍接了电话：
“喂，你是——奥，莎莎呀？！
——什么？！你骂我？！你肯定弄错了，没有你
说的那回事！——我欺骗了你的感情？！没有，
绝对没有！莎莎，你听我说——”
周莎哭泣着：“你这个骗子——呜呜——什
么？！你说什么？她是你妹妹——刚从美国回来
——”周莎停止了哭泣，显得十分惊讶。
（未完待续）
（供稿：资环 05-1班李春宇）

天涯路人“这么说你喜欢文学是假的，对女孩子的
爱亦是虚伪的？”
天之娇子“不！”
天涯路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那个女孩子么？”
天之娇子“因为她唯一！”
天涯路人“不。因为真正喜欢她的只有你一个！”
天之娇子“这也是种解释么？”
天涯路人“是的。因为爱情，时间可长可短，人生
可喜可悲！世间相似的事物很多，而真正符合的却
只有一个。这也是生存法则！”
天涯路人“现在你是否愿意为刊物投稿？”
天之娇子“我愿意！”
天涯路人“为什么？”
天之娇子“因为那个女孩子.我爱她！”
天涯路人“看来那是个幸福的女孩子！”
天之娇子“呵呵！”
天涯路人“呵呵！”

（供稿：屈涛

资源04-1）

∞∞∞∞∞∞∞∞∞∞∞∞∞∞∞∞∞∞∞∞∞

小小说欣赏

鹿死谁手

张小和李伍是两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在同
一家公司上班。两人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名叫周莎
的女同事。周莎是一个时尚前卫的美少女,瓜子
脸,清澈的大眼睛,水嫩的肌肤,披肩的秀发,高
挑迷人的身段；最要紧的是这样一位可人儿还是
“名花无主”
。据公司里一位“见多识广的高人”
预测,周莎很可能会在张李二人中挑选一位自己
心仪的“白马王子”。但至于谁会成为那个幸运
的白马王子,高人一脸神秘,微笑着说：“天机不
可泄露”。
实际上,张小和李伍为了争夺美少女周莎,
早就展开了明里暗里的竞争。如果张小请周莎去
看了电影,那么李伍必定会请周莎去K歌；如果李
伍送周莎一束玫瑰，那么张小必然会送周莎九十
九朵，还要和着《九十九朵玫瑰》的乐曲——然
而，无论是对李伍还是对张小，周莎都是给他一
个甜甜的微笑，一点也没表现出欣赏谁多一点的
意思。
张小首先着急了，心里暗自琢磨：李伍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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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

我与维族同学的交往

她有一种维族姑娘素有的素质，能歌善舞是她的天性，天生的美丽大方是她的亮点；热情善良是
她的光点，她就是我的民族朋友——帕提古丽·阿不拉。
（一）相识
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平凡的日子。
那天，我作为辩论协会的一员，去观看我们办参加的辩论赛。当嘈杂的会场开始平静下来时，我
发现我的旁边有一个女孩还没有座位，于是，她就坐在了我的旁边。
“你好”，她操着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向我打招呼。我很惊讶，但也是很有礼貌的向她问好，然后
便是一会随便的谈话，我们彼此认识了。
（二）交往
两三天后，我给她打了一次电话，很尴尬的是发生了。我在电话里说找帕提古丽，但对方却问我
找哪个帕提古丽。我很纳闷，她告诉我她们宿舍有四个帕提古丽，我恍然大悟。多亏接电话的帕提古
丽就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我明白了维族人名的一点奥妙。
就在这次通话后的第二天，她来我们宿舍了，给我们带来了自家的馕和蜂蜜，还有茶叶，并且告
诉我们应该怎样吃。用茶水浸软的馕就着蜂蜜好甜哦！
以后的日子，古丽便会经常来我们宿舍，给我们带来好吃的东西，教我们跳舞、唱歌。当我们学
着她的样子扭脖子、说简单的维语时，每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宿舍也忘不了买些好东西约她来玩。我们班去年元旦联欢时，我们请古丽一起参加了，她给
我们表演了节目，优雅的舞姿赢得掌声不断。
就在今年开学不久，我们把一个玩具小熊送到她眼前时，她很激动，我们得到了许久的感动。
“三·八”那天，她给我们买了正宗的抓饭，我们吃着、喊着、笑着，好开心！
（三）所得
和古丽交往的日子，我们了解了许多有关维族的习俗。每次见面时的贴脸成了一种正式而又不乏
乐趣的礼仪。我们也发现古丽的汉语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当然，我们只会说几句维语，以后会努力
学的。
（四）未来
整天挂在嘴边的民族团结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我相信我们的交往会越来越密切，关系
会越来越好的。民族互爱的景象在新大的校园会屡见不鲜的。
（五）希望
希望所有的同学能达成一片，没有民族偏见与歧视；希望我们的校园一生和睦；希望我们的祖国
一生和平！

（供稿：曹娜娜 生态 05-1 班）
9

毕业天地
1.择业时考虑专业还是兴趣？
目前热门专业，一般来说能找到与专业相适应的工作。而较冷门的专业或者长线专业，则不容易找到对口专业的
工作，最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求职。如不太清楚本专业当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你可以向学校有关部门查询
往年的情况。如果往年一直不太好就业，应考虑根据自己的兴趣求职。当然如果对专业很感兴趣，成绩优秀，也可以
坚持自己的专业。
2.、你的性格适合做什么工作？
毕业生择业时，在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和兴趣以外，还应分析一下自己的性格适合做哪些类型工作，再根据用人
单位的招聘岗位来判断是否适应自己的发展，以下几种类型适应从事的工作可作为你择业时参考：
①操作型：此类人天生手脚灵活，喜爱并摆弄研究物品，适合选择能够进行具体操作的一些工作，如网络建立与
维护、市场售后服务等有较高动手能力的职业。
②研究型：此类人喜欢独处，抽象思维能力强，善于用象征符号和观念思考问题，爱好智力活动，适合选择科研、
电脑程序设计等工作。
③舌辩型：此类人语言能力强，喜欢慷慨陈辞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言语应对灵活敏捷，适合选择教师、推销等
职业。
④创业型：此类人头脑冷静，踏实务实又敢于冒风险，心理承受力好，韧性强，乐观自信，适合选择债券、管理
及自主创业。
3.、以下五种类型人在单位中都不太容易受到重视，看看你是否属于其中一种呢？
一般来说，一个应届毕业生从第一天开始工作，直到能够完全胜任工作大约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如果得到企业悉
心培养直到受到企业的重用，一般需要一至两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应注意自己每天在单位的表现。
而以下这五类心态不平衡者则不易受到重用：
①踌躇满志型：这种类型的人往往认为自己能够轻松胜任工作，一旦实际工作中出现变故，则立刻失去斗志，变
得怨天尤人、随波逐流。
②唯唯诺诺型：这种类型的人对新工作怀着紧张和畏惧的心理，无条件服从公司或上级的指示、意见。工作过程
中注重“做”，忽视工作的预期效果。
③无所谓型：此类型毕业生大多家庭条件优越，对工作本身和待遇持无所谓态度，这样在工作中易出现因责任心
不强而导致工作效果不理想，甚至出现失误的情况。
④犹豫不决型：一些专业性不强或供过于求的大众化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工作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能完全地投
入到工作中去。
⑤待遇至上型：此类型毕业生择业时以待遇为第一考虑，如果对现在的待遇不满意，在工作中会露出负面和消极
的情绪。
4、用人单位在面试时看重毕业生哪些方面的素质？
用人单位在面试毕业生时，除注意毕业生在校学习成绩、现实表现以外，还看重毕业生的责任感、团队协作精神、
事业心、灵活应变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独立性、自信心、压力和承受力、礼貌与成熟、在专业领域的特殊才
智等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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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园地

倡议书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新疆大学将在今年的九月份迎
来国家行政部门对我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这是五年一度的国家级、权威性的
评估。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将会促进高校不断明确办学指
导思想，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基本建
设，提高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
办学效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在评估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学校的主
人，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体现着评估的内
容，我们每个人的言行都决定着评估的结
果。我们学校确定的评估目标是优秀。因
此，我们要以饱满的热情和爱校精神积极
配合好学校的评估，树立起机遇意识、责
任意识、大局意识。
我们倡议全院各班为评估努力。评估
成败，关乎匹夫。我们应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加强基础文明和行为规范的养成
教育，自觉参与评估有关的各项活动及学
风建设，科技文化活动，努力展示新大的
风采。
作为新大一学子，我们应谨承团结、
奋进、求实、创新的校风，努力学习、刻
苦工作，为我校九月份的迎评工作添柴加
火、添砖加瓦。
作为新大一名学生，我们应从点滴做
起：早操，不迟不旷，抬脚动步，精神抖
擞，紧按节奏，动作到位，锻炼身体。上
课，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听讲、做好作
业、做好实验，勤奋，独立，有创新，有
发展。集体活动，踊跃参加。政治学习，
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提高思修，忠党爱
国。众志成城，将我们的和谐校园展现给

九月份的迎评专家。
作为一名团员或党员，我们要以“三
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以“八荣八耻”为
行为准则，做好模范带头作用。表现出我
们新一代大学生的血气方刚，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敢于砥砺人生，叫板时代的人
生态度。
作为一名知识青年，我们要培养创新
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造就新一代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期已过半，为了提高大家学习的积
极性，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为迎接教
育部评估做好准备，特向所有大学生朋友
们倡议：
1、 提高早操出勤率。一日之计在于晨，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
去做更多的事情，抓紧这段时间很重要
也很有必要。
2、 提高上课出勤率。学习不仅是学生的本
职工作，这同时也是尊重教师劳动成果，
对自己负责的体现。
3、 提高晚自习出勤率。及时复习所学知
识，探索新知识，可以提高学习水平，
积极应对各种考试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
要方式。
4、 提高班会出勤率。有利于班级统一管理
和团结。
5、 提高团课出勤率。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
团日活动，提高思想觉悟，深化团员先
进性教育。
6、 提高活动出勤率。大学生的业余活动应
该是丰富多彩的，参加集体活动也可以
促进同学间的友谊，同时锻炼自己的各
方面能力。
7、
资环学院勘查 05-1 班
地信 03-1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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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

新疆——土特产品

核桃：又名胡桃，是世界著名的四大干果之 一，被公认为“长寿之果”。核桃仁含脂肪 65-70%、蛋
白质 15-27%，碳水化合物 16%，还含有 维生素 A、B、C 、E、K 胡萝卜素 、核黄素、 硫胺素、
尼克酸和钙、磷、铁、锌、钾、镁、铜、 钴、硒、碘等多种元素。核桃油含不饱和脂肪酸、 亚油酸、
亚麻酸和 18 种烯酸。核桃油是一种优质食用油，在食品工业中用途广泛，在香料工业中 也具有很高
价值。叶城县是新疆重要的核桃产区， 栽培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年总产量在 1200
吨左右。
沙棘：资源十分丰富，在喀什生长历史悠久。沙棘营养丰富，果味酸中有甜，内
含多种维生素和其他活性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以沙棘为原料，制 成
的各种饮炒，深受人们欢迎。
伽师甜瓜：喀什甜瓜有近百个品种，其中数伽师甜瓜（因产地在伽师县而得名）
为最佳。伽师甜瓜历史悠久，早在清朝时代就被列为贡品，后来经过不断改良，瓜质越来越好。紧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伽师县具有适宜甜瓜生长的独特气候与水土条件，因而香甜可口，肉厚汁丰，风
味别具，营养丰富，甜度达 11-19 度。当地瓜农和维吾尔族群众有贮瓜过冬的习惯，在喀什几乎一年
四季都可以吃到美味的甜瓜。

新疆地毯 素以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而驰名于世。它是新疆传统的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维吾尔
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新疆地毯图面织工精致细密，毯面光泽平滑，色调鲜丽，以暖色为基调，图案为多层边框，几何
图形内填入丰富而多变的纹饰，结构严整富有韵律。新疆地毯十分注意将同类色或对比色并置排列，
在对比中充分显示各种色彩的个性。新疆地毯原来以染毛线的染料上色，多为植物和矿物制成的天然
染料。现在改用化学活性染料，色彩更为鲜艳，着色牢固，经火不褪。新疆地毯之所以质地精良，除
了由于采用手工打结、编织，图面织工精致细密（先后经过十数道复杂的工序）之外，还得力于用来
织毯的羊毛质地优良。新疆地毯原料采用著名的半粗毛与和田羊羊毛。这种羊毛粗而不粘，坚韧而富
于弹性，具有耐拉、耐压、光泽好、强度大的优点。 将其或悬挂于厅堂之壁，或展铺于室内走廊，
顿令满室生辉，凭添美观大方的气质。
新疆美玉 自古以来以产美玉而闻名，其中又以和田玉最负盛名。和田玉质地细腻，晶莹美丽、
温润光洁、坚实缜密。和田玉又以"白如截脂，黄如蒸粟，红如鸡冠，紫如胭脂，黑如点漆"者为上品，
其中的优质品羊脂玉乃是世界上罕见玉种。和田玉深藏在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过去
等山洪暴发，将山中的玉石冲入河中，待河水落浅时，乡民来到河滩拣捞玉石。如今已采用凿山开矿
采玉。
玉雕产品为形象类别丰富多彩，具有强烈的民族情趣和特殊的艺术魅力。现存故宫博物馆的大型
玉雕《大禹治水》，就是 新疆尽献给乾隆的一块万 斤重的和田玉雕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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