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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广角镜

―――――――

※ 活动摘记※
¾

11 月 4 日，资环学院学生会体育部举行了一场全院型的棋类比赛。

¾

11 月 8 日,我刊编辑部王志秀和易丽霞参加了新闻与传播学院庆祝记者节系列活动之
“快乐记者·闪耀校园”
。

¾

11 月 11 日，分团委宣传部成员完成综合楼六楼第四版黑板报宣传工作，这次黑板报的
主题为“激昂青春，我的大学生活”
。

¾

11 月 11 日，我院学习部在生地楼 209 播放电影《谍中谍》。

¾

11 月 12 日，我院学习部组织了一场学术报告，由巴图尔教授为同学们讲解了关于塔里木
河的治理等问题。

¾

11 月 13 日，资环学院院办和生活部召开扫雪动员大会，让各班认识到冬季扫雪的重要性，
会后，各班认领了雪区。

¾

11 月 20-21 日，生活部分发扫雪工具。

¾

11 月 15 日，我院环保知识竞赛止步复赛。

¾

11 月 15 日，生活部的话剧《求医途中》代表资环学院参加‘12﹒9’晚会的节目选拔。

¾

11 月 17 日，分团委宣传部成员，制作“06 级新生民汉交流联谊活动”照片剪展，在此共
展出 40 张精彩照片，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

你有自己独特的创意吗？你苦恼自己的创意没人欣赏吗？《天山之子》封面有
奖征集活动仍在继续，期待你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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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换届通知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和走访，根据学院领导，老师，及广大同学的意见和建议，为了保
障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我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确定第四届分团委学生会主席团名单如下：
学生会主席兼分团委副书记：尹传明
分团委副书记：尼加提•穆沙 李怡
学生会副主席：买买提江•阿木提 王宽
李鹏 米合古丽•卡米力
学生会各部部长及副部长名单如下：
办公室主任：陈 凯 资环 05-1
副主任：杨 丽 资环 05-1
宣传部部长：梁志鹏 资环 05-1
副部长：令鹏彦 资环 05-1
组织部部长：闫 冬 地信 05-1
副部长：帕夏古丽 资环 04-2
纪检部部长：张其超 资源 05-1
副部长：合伦别克 资环 04-2
学习部部长：郑素进 生态 05-1
副部长：唐英 资环 05-1 古丽米热 资环 04-2
生活部部长：郭 亮
环科 05-1
副部长：寇豫扬 资环 05-1 玉山江 生态 05-2
体育部部长：胥小波 资环 05-1
副部长：陈涛 资环 05-1 叶尔兰 地信 04-2
文艺部部长：古丽米热 地科 03-2
副部长：张媛 地信 05-1
社践部部长：姚明川 生态 05-1

“民汉交流晚会”总结
为促进民族生与汉族生友谊发展，团结共进，加强民汉文化交流，营造新老生相知相助的氛围，
地信 05-2、生态 05-2、地信 06-1、生态 06-1 四班班委经商讨后，决定举行一次联谊晚会。经班主任
及院领导同意，终定于 2006 年 11
月 14 日在
新大图书馆负一层，20:00 举行资
环学院民
汉交流晚会。
会上，四位主持人激情澎湃，
演说更是
热情无限，各班出的节目缤纷多
彩，有搞笑
的，有深情的，有奔放的，有内敛
的。有翻江
倒海的气魄，也有如花似水的温
柔。其中的
文化氛围何其浓烈，让汉族生们一
览少数民
族的无尽风情！其中的幽默风趣何其夸张，让民族生们倍觉新生的活泼可爱！节目中穿插的互动游
戏别出心裁。同学们积极参与，更有学生会学长、学姐以及老师们的加盟，
现场气氛十分火暴，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中，在欢乐的奏鸣曲中，彼此的心都更贴近了。
虽然那晚会已然结束了，但那欢笑却在每个人心头回荡！我们铭记了彼此，我们了解了彼此，我
们在以后的路上都记得那样一个夜晚，那样一种感觉。汉族生与民族生是心心相系的，是不可分开
的。我们本来便是一体，在这次晚会中，我们奏出了共鸣，发出了同样的笑声，感受着同样的感受，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晚会的成功不言而喻，我们共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了解了彼此的文化，感受到彼此的气息，相
信在以后，我们会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明天！
生态 06-1
3

我院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 20
﹕30 在生地楼三楼举行了一场
生动而又别开生面的民汉交流
会。与会人员分别是一二三年级
的民族代表，本次会议由大二团
支部书记李怡主持。
会议首先由李怡简略对本次
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作了介
绍。紧接着由分团委副书记刘敦
利向与会人员作了自我介绍。
会议过程中，大家分别作自
我介绍之后，由各民族的代表谈
了各民族的特点，风俗习惯。例
如哈族与维吾尔族的区别，维吾
尔族的节日等。会上最特别的是
来自湖南的梁敦敦同学以自己
的亲身感触，描述了湖南维吾尔
族的生活习惯，风俗的变化。这
些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此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最后，主持人将话题转移到
乌鲁木齐，并让来自内地的同学
讲述自己对乌鲁木齐的民族情

况和生活习惯的认识，评价和感
触。与会人员，特别是来自内地
的同学都能积极发言，会议进行
得非常激烈。
会议尾声，主持人作了总结，
她指出：自己要对自己的民族有
深刻的了解，要担负起本民族的
重任，热爱自己的民族。当遇到
外地人或陌生人向你问起你的
你的民族时，能够侃侃而谈。
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取得
了圆满结束。这次会议进一步拉
近了民汉学生之间的距离，加强
了汉族学生对新疆少数民族的
了解。总的说来，此次会议不管
是对现在还是未来都有相当深
远的意义。
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让汉族
同学多了解少数民族的各种风
俗和习惯，有利于减少汉族学生
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一些不
必要的矛盾，有利于增进汉族学
生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友谊，

更有利于新大校园内各
民族学生间相互团结和相互
学习。
从长远方面来讲，通过类似
的会议将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学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建立友谊，
直到他们进入社会，这样的友谊
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团结，发展，
都是很有意义的。加强了少数民
族与汉族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
这样可以更进一步的加强少数
民族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不管
是对他们，还是对他们的子孙后
代来说，都意义深远。新疆是一
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只有通
过向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给与
少数民族充分的受教育的机会，
才能使少数民族在进入社会的
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和贡献于整
个新疆的全面发展和发展。可以
说这样的会议是值得我们多次
尝试的，相信“团结”这支队伍
会不断地壮大的！

＄＄＄＄＄＄＄＄＄＄＄＄＄＄＄＄＄＄＄＄＄＄＄＄＄＄＄＄＄＄
迷人的地域风情
新疆地域广阔，印象最为之深刻
的应是满地黄沙，大漠辽阔。我却不
知新疆这块略显贫瘠的土地下，却依
旧深藏着无数令人惊叹的文明。
在参观博物馆时，我很好奇。我
对古迹和距今千百年的古物是没有
亲眼见过，它们的久远让我视之为神
圣。博物馆白色纯底，肃然而神秘，
里面堂亮而安静。一进去，就是模拟
的新疆地形图。江河、丘陵、城市、
荒漠凸凹穿插，再加上人工开辟的美
丽绿洲，显得美丽而充满生机。

博物馆陈设繁多、包罗万物。我
们随着工作人员一路观看，工作人员
向我们一一介绍。
从古到今，几
千年的文物纷纷入眼，大到原本仿真
的千佛洞，小到远去已久的祖先们衣
食住行之物，书中所讲述的唐三彩和
陶器，以及古代的文字等都让我们惊
叹不已，接着我们参观了干尸，我们
惊奇的楼兰美女，童婴和男性干尸都
被玻璃窗全方封闭。他们距今千百
年，的确是几乎失去形状，我突然觉
得残忍，但却依旧觉得他们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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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过来，我了解到了许许多
多，从古到今，从朝代的不断颠覆，
从丝绸之路的通达，从南北内外疆域
的不断纷争，从较大地域的差别都时

时呈现出了不同的古代风情，灿烂文
化; 中国世代居住的十三个民族生
活也千差万别，模拟的生活片段逼真
可见。从维吾尔，回族，塔塔尔，哈
萨克到满族，蒙古，俄罗斯等民族的
服饰，房屋布局，生活方式充分体现
了新疆民族风情的多种多样。
我突然爱恋起天山脚下的这块
土地，知道得越多，越觉得它的神秘，
我很佩服居住在此的祖先们的智慧。

我真的无法想象他们创造的千佛洞，
我无法明白他们为了摆脱灾害而如
何场造出的各种器械，我也叹服于他
们的手工，唐三彩，绣织品，自创文
字，精美而细腻。我有好多好多的疑
问，我疑问他们的生活，我疑问他们
的生死观念，我也疑问那些贵族为自
己创造千种万种神奇的方式和理由，
我还疑问于他们陪葬时的残忍。我
的有些思想是无法转弯了，有许多也

显得让我无法接受，但我想这毕竟是
文化，所以他们才会很神秘的吧！
我的好奇心越来越重了，我只想
了解更多，我时常想，也许就在我走
过的脚下，也许就在我的身边，曾经
的曾经，也有着灿烂的文化，迷人的
地域风情，也有着人们还未知的神秘
呢！

＃＃＃＃＃＃＃＃＃＃＃＃＃＃＃＃＃＃＃＃＃＃＃＃＃

漫天的飞雪自天堂而下，来到了人间。她是神的天使，她带着上帝的旨意来慰问子民，她
裹胁着爱，缠绵着恨。她给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纯洁。但我们更应在上雪之余去扫雪，防止她给
我们带来不便。
星期三的下雪通知了我们，星期四的停雪命令了我们。星期四上午我们地信 06-1 班全体同
学怀着对雪的敬意，不畏早晨的严寒，甚至有许多同学饿着肚子，依然带着工具准时到了卫生
区清扫积雪。
也许是对雪
也许是第一次清扫积雪，
的崇敬，同学们大都是热情极
高，没有沮
丧的，没有气馁的。不管是男
生，还是女
生，个个面带微笑，时不时还
爆发出一阵
大笑。开始时，男生让着女生，
尽量让女生
干轻的。但过不久，便有“巾
帼不让须
眉”的硬是从男生手中抢着工
具干的。其
干劲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个男
生。你铲一
回儿，我铲一会儿，轮番上阵，
不但不累，
不冷，还加快了扫雪的进度，
提高了效
率。你看，刚才还是一大块的冰面，现在已经完全瓦解了，只剩下零星的小块懒散的躺在路面
上，只等着用铲子将它清除出路面了！
很快，我们的任务只剩下一小块了。生活委员看出女生有些冷，而且没活干了—尽让男生
干了！便让女生先撤出了战斗阵地！女生笑着冲向饭堂。谁知最后的任务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此处冰面与地面已完全咬合在一起了!但群雄岂能怕虎！而且这是最后的冲刺了。随着“梆，梆”
的敲击声，冰面快速缩小，直到完全瓦解成碎块！任务完成！回头望一眼战场，它已恢复了柏
油路面的原貌。同学们静静地走了，天依然阴沉，小雪又在飘洒，预示着下次扫雪不会遥远，
再看可爱的雪花带着浪漫的情调萦绕在我周围，我感到，扫雪也是一种快乐！一种令人赏心悦
目的快乐！
地信 06-1
赵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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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感悟★
馨香岁月
人的每一次付出就像是空谷中的喊话，没有必要期待有谁可以听到，那悠远的回声就是对
我们自己最好的回报。正如高考，我们经历了无数次风雨的洗礼，最终跨入了新大的校门。
以前没进大学的时候，对大学很憧憬，带着几分雀跃和几分期待，我终于跨进了它的门槛。
刚入校时，真的很不适应，一切都与高中时不同，有许多空闲的时间都由我们自己支配。忽然
会记得初中时代，我常常自己窝在家里看书，母亲怕捂出病，就叫我陪她出去，可我已习惯在
家，不喜欢出去，而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是由自己支配，做什么事都必须与人交流，有着很大
的转变。使原本孤独，封锁的心大胆的敞开了。
在这渴盼却又陌生的地方，到处洋溢着一张张青春的笑脸，也许是每天都扎在题海里，内
心已有些麻木了，我就这样静静的淌在我流水般的日子里。
宿舍里的女孩子都是新疆的，办事爽快而干脆。在这个温暖的小集体中，有什么事都会引
起大家的关心，我的身体不是很好，舍友们都很照顾我，真真切切使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大
家庭。总之，我感到暖陶陶的。
一个上晚自习的夜晚，我的两个舍友忽然兴致大发，一起进了体育场，她们两个快乐的做
着侧翻，我在一边静静的看，淡淡的月色下，一切物体似乎都被镀上了一层银白色，女孩子扬
着微笑的脸庞，就像是回到已被遗忘的纯真年代。
一阵风掠过，吹散了我们宁静的思绪。
又一次雨过，淹没了我们坚定的足迹。
来到大学，就像是接受挑战，接受一个进入社会的挑战。我们在小的时候都会摔倒，每次
摔倒我们会哭，也会有一双温暖的手将我们扶起，那时我们是幸福的，天真的。再后来呢，我
们大了，也常摔跤，但我们会隐藏自己的情感不轻易展示给别人，而是自我保护，让自己不受
到伤害。
而书籍却给了我们一个审视自我，保护自我的屏障。学校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图书馆，我喜
欢静静坐在那里面，感受书的香气，有时会想像自己在书海中畅游，品味《吉檀迦利》，品味
《雪国》，品味《天涯故事》，在大师的作品中穿梭，与书之精灵对话，
学校里有许多社团，宿友们一致参加了环协。我也
参加了这社团，
这个星期日环协组织队员去乌拉泊水库，这一切对于我
来说都是新鲜。
我也希望自己能为环境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不知道那些
不环保的人有没
有想过有一天地球被海水淹没是什么样，总之我会去坚
持我所作出的努
力，也许我所能做的事微不足道，可是许许多多的微不
足道不就是一片
汪洋了吗？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总会使地球变绿一点吧。
时间如旅人，岁月的脚步匆匆，有时真不敢相信我已步入了大学校园，在入校的短短时间
中，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事和人。过去家中上学时会和妈妈说“我走了”，妈妈要出去
时我会叫她过马路要小心，她总会以为我是小孩，而现在打电话，我让她注意身体，她却没说，
温馨会通过无线电传递，大学还是让我获得了以往不同的东西。
时间一旦逝去是不可能挽回的,我们在岁月中穿梭,只能一直向前,无法重复过去,大学是一
个新的里程碑,在岁月的长河之中,我们注定会遇到种种酸甜苦辣,但是经历后,我们会变得更坚强,
更成熟。在大学里,我细细品味着这份馨香。
生态 06-1
高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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