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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北林大培养十万余高级专门人才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郑超）日
前，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宋维明在
新生开学典礼上说，北京林业
大学林学、风景园林学科在全
国高校排名第一，相关学科跻
身世界大学农学林学学科全球
百强。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
十万余名高级专门人才，承担

了国家林业等行业领域无数重
大的科技研究与创新任务，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科技支撑
和服务力量。
据了解，北京林业大学今年
录取 3393名本科新同学、2073
名研究生新同学和 87名来自世
界各国的留学生。

宋维明校长说，学校成立于 校。学校建有 5个国家级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后的 实验室及研究中心，30余个省
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著 （部） 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
名的首都八大学院之一。在上 心。林学、风景园林学科在全国
世纪 60年代就成为 88所国家 高校排名第一，相关学科跻身
重点高校之一。进入新世纪，学 世界大学农学林学学科全球百
校又成为首批 211全国重点大 强。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十
学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 万余名高级专门人才，承担了

人大校园一卡通加载公交卡功能
北京晨报讯 9月 9日，中国
人民大学 2017级新生开始报
到，总人数为 8624人，其中本科
新生 2824人，硕士研究生 4264
人，博士研究生 906人，国际学
生 564人，另有北京市双培计划
本科新生 66名。新生中男生
3452人，女生 5172人，男女比例
为 40.03%和 59.97%。
据了解，网络预注册通过技
术手段将迎新报到手续前置，有
助于提高新生报到工作的效率

和准确度。新生在入学前就可以
获得绑定个人信息的银行卡、电
话卡，到校报到即可领到制作好
的校园一卡通，今年特别加载了
公交卡功能。
从 8月 10日开始，人大新
生预注册网站平台开始接受新
生预注册和上传照片。截至 9月
7日，已有 99%的本科新生、90%
的硕博士新生和 97%的双培计
划新生完成网上预注册。
截至 9月 6日，已有 6252名

首届国际语博会关注语言康复

新生完成新生住宿习惯调查，
2814名新生预订了被服，2820
名本科新生填写了本科新生调查
问卷，2760名本科新生家长填写
了新生家长调查问卷，6975名新
生通过平台提供了代办银行卡的
身份证信息，3056人完成了新生
入学前安全教育学习通知，174
名家庭经济困难本科新生提交了
“绿色通道”入学预申请，32名家
庭经济困难本科新生申请了奖励
性贷学金。 孙浩爽 文盈盈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丰伟

日前，首届中国北京国际
语言文化博览会“语言康复
与人类健康”论坛在中国职
工之家举行。作为首届语博
会“语言科技与人类福祉”国
际语言文化论坛的分论坛之
一，论坛聚焦人类健康关注
语言康复。
宏）

日前，朝阳区语言文化教育成
果在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
文化博览会主会场和朝阳分
会场呈现。
分会场在展示区级“亲子
诵读大赛”、
“校园新媒体主持
人大赛”等各类比赛的基础
上，重点展示了麦子店街道社
区教育实体学校、阳光课堂、

缝制环保书皮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日前，“绣我中华 手艺无
疆” 小巷三寻环保书品及汉声
阅读系列活动走进人大附中丰
台学校小学一年级的课堂。 学
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缝制
融入海南苗绣、陕西澄城刺绣、
新疆哈萨克族刺绣的环保布质
书皮， 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华传
统文化课。
（丰伟宏）

老年大学、社区活动中开展的
各项语言文化活动。舞台演出
节目以语言文化为基点，配乐
朗诵《长征》、话剧《六月山栀
雪》讲述了新时代学生的爱国
情怀，英文诗朗诵《当你老了》
则是国际化区域老年人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的集中体现，
精彩的节目赢得满堂喝彩。

双榆树一小：虚拟科学探索实验室落成

十八里店学区开展“爱的教育”公益活动

开展“跳蚤市场义卖”爱心捐助
活动。学区、学校以及社会各界
为杨爱文小朋友筹集了 20多
万元善款。
在大家的关爱下，在医生的
救助下，杨爱文在昏迷四个月后
终于慢慢苏醒，创造了医学的奇
迹。教师节这天，在陈春红理事
长的大力支持下，十八里店学区
再次开展“爱的教育”公益活动，
教师率先垂范，以爱育爱，利用
休息日，带领学生代表将义卖筹

得的瓜果、纸巾、气球、洋娃娃等
赠送给杨爱文同学。孩子们在一
起游园、畅谈、唱歌，陪着杨爱文
同学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在本次爱心活动中，十八里
店小学、牌坊小学、新升小学、西
直河小学、小武基小学再次为杨
爱文同学捐献了 3607.60元善
款。十八里店学区师生、家长代
表的善举，得到社区人们的啧啧
称赞，有的游园群众也主动参与
到慰问活动中来，为爱心助力。

300 余名新生正式开启都院新篇章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刚）日
前，北京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工大建国饭店
三层宴会厅举行。300余名新生
和学校相关领导、中外教齐聚一
堂，共同见证了新学期的开始。
北工大副校长吴斌的致辞拉
开了典礼的序幕，他向都柏林学
院新同学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
欢迎和诚挚的祝贺，介绍了学院
的成长史、卓越的办学成就和独
特的办学优势，希冀同学们能够
珍惜两校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
用创新活力激发青春激情，与都
院老师们共同书写下都柏林学
院新的历史篇章。

据介绍，该论坛由北京市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
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支
持，声望听力连锁服务机构和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康复学院
承办。来自全国各地语言康复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
表 150人参加了论坛。

2017 朝阳区语言文化成果展举办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刚）9
月 10日教师节当天，十八里店
学区五所学校的师生、家长代表
一起，走进鸿博公园，与重病恢
复期儿童牌坊小学杨爱文同学
一起游园。
据了解，几年前，牌坊小学
一年级学生杨爱文在一天夜里
发烧陷入昏迷，这一“睡”就是
四个月，急坏了她的家人。当时
在十八里店学区管委会陈春红
主任的发动带领下，各校积极

国家林业等行业领域无数重大
的科技研究与创新任务，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科技支撑和
服务力量。我们美丽的校园校
舍绚烂多姿，精致大方，为同学
们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优美良好
的环境，成为北京高校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都柏林学院教务长 David
Fitzpatrick谈到，UCD是爱尔兰
最大的，也是最多样化的大学，它和
北京 -都柏林国际学院共同组成
了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新生们可以
享受到最好的爱尔兰和中国教育，
体验多元文化，结交世界友谊。
都柏林学院教师代表 David
Hallit把都院比作桥梁，一个让
学生从孩子成长为成熟的社会人
的桥梁，并为新生提出了 8条小
建议，他幽默风趣的发言活跃了
现场的气氛，也为学生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
典礼上，学院在校生代表张
之陶作为过来人，倡议新生不忘

青年人应有的理想和情怀，珍惜
并合理规划大学时间。同时，学院
特邀校友刘浩同学返校，为学弟
学妹分享经验。电子信息工程新
专业的张紫晨说：“都院开放、国
际化的氛围最具魅力，电子信息
工程虽然是新专业，但是它的师
资力量，就业前景也不容小觑，我
期待看到四年后理想的自己。”
典礼最后，都柏林学院副院
长 Ailish为新生代表赠上 UCD
入学围巾，标志着新生成为了具
有双重学籍的都院人，预示着他
们正式步入大学新生活。其他新
生也纷纷戴上入学围巾，正式开
启了他们的都院成长之旅。

北京晨报讯 新学期开学
典礼暨第三届科技节启动仪式
上，双榆树一小的“联动云端科
学探索实验室”正式落成。同
时，双榆树一小正式挂牌中国
科学院中国科普博览示范基
地，海淀区科普教育基地。
据悉，实验室由学校、中
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北京市科委、海淀区科协联

合设立，共分为动物王国、植
物乐园、养殖观察、实践体验
四个模块。依托计算机网络，
学生们既可以与科学家面对
面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观
察和实践，培养科学兴趣，锻
炼科学思维，拓展科学视野。
科学实验室落成后，将作为
一个开放空间，向周边院校
开放。
（徐虹）

石景山区表彰百余优秀教师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佳）

教师节前夕，石景山区教委举
办庆祝第 33个教师节暨表
彰大会活动，为全区 19个
“教育先进单位”、191名“优
秀教育工作者”颁发获奖证书
并予以表彰。
获得“教育先进单位”的
包括北京市第九中学的 19
个单位，获得“优秀教育工作

者”的包括北京市京源学校董
艳杰等 191名教师。石景山
区委书记牛青山对教师们寄
予殷切期望，他勉励全区教育
工作者在全面深度转型，高端
绿色发展的重要历史进程中，
主动找准位置，积极发挥作
用，推动教育内涵发展、特色
发展、创新发展，打造区域教
育品牌。

八成留美“
海归”零实习就业经历
北京晨报讯 近日，蔓藤
教育与美国大学生实习职位
匹配公司 DCI签署独家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DCI将为蔓
藤推荐的中国学生（J-1）和
留学生（F-1）提供北美实习
机会。同时，蔓藤教育还将与
DCI合作推出新项目——
—短
期集训营业务以及全新在线
学习服务平台课程，满足更多
中国留学生的实习、就业需求。
《2017年中国留学生美国
就业白皮书》调研结果显示，目

前国际学生在美国就业的难度
越来越大，仅有 20%的中国留
学生能够获得美国工作机会。
这些学生在留学期间几乎都
有过至少一次实习经历。
调研还显示，在“海归潮”
中，留美“海归”中竟有超过
80%是毫无美国实习、工作经
历的“裸归”，他们与国内大学
毕业生就业竞争时并不具备
明显优势。鉴于此，蔓藤教育
将与 DCI合作，共同为中国学
生提供全系列各种实习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