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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2017“创
新创业”全国管理决策模拟
大赛总决赛在浙江嘉兴落
幕。由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企
业管理学院徐绪堪老师指
导、学生万家榆、吴铭栋、郭
士锴组成的“天从人愿”团
队，荣获全国总决赛特等奖。

本次比赛由教育部高等
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指导，全国管理决
策模拟大赛组委会主办，共
吸引了全国700多所高校参

与。经过常规赛、淘汰赛、半
决赛的多轮评比筛选，最终
选拔出 96 支优秀代表队进
入总决赛。经过模拟经营和
现场答辩，共产生特等奖 9
个，一等奖 36 个，二等奖 48
个。

据了解，自 2008 年起，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学子已连
续八年晋级全国总决赛，共
获得 2 个特等奖，5 个一等
奖，1个二等奖的佳绩。

（胡井军 郑施 喻星）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全国管理决策大赛斩获特等奖

本报讯 日前，由共青团
中央、中华全国学联主办的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机器人创业赛在哈尔滨
工业大学举行。常州纺织服
装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参赛并
荣获三等奖。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浙江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吉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和华南理工大学等 53 所高
校的 123 件作品报名参加，
参赛人数达 700 多人。经过
严格评选，常州纺织学院入

围创业计划赛 40 强，成为全
国入围决赛的三家高职院校
的其中一员。

据了解，此次常州纺织
学院代表队由 2016 级机电
一体化专业、计算机网络专
业、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
张晶、张宗时、吴佳岳、高鹏
4 名学生组成，该校机电学
院、科技苑社团指导老师杨
华担任指导老师。参赛队员
在备战期间艰苦训练、锐意
创新，比赛期间团结协作，最
终取得佳绩。

（常纺宣）

常州纺织学院

全国机器人创业赛获佳绩

本报讯 近日，常州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全
国文明家庭成员余美芳，带
领学校“馨缘种子社”的大学
生，来到常州市武进区净慧
颐养中心看望老人。

当天，大学生不仅给老
人们送去绿豆汤和西瓜等消
暑食品，还陪他们聊家常，帮
助打扫卫生。看着这群忙碌
的年轻人，老人们都很感动：

“这么热的天还记得来看我
们，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

颐养中心院长樊红娟告
诉大学生，敬老院的老人大
多无儿无女，无法享受天伦
之乐。她希望大学生们常来

这里，陪这些孤寡老人聊聊
天，让他们感受、体验亲人般
的问候。

据了解，常州轻工学院
“馨缘种子社”成立于今年 3
月 15 日，余美芳任社团指
导老师。作为全国文明家
庭成员，余美芳组建社团的
宗旨就是希望大学生能“做
慈善事业的行动者，做爱心
奉 献 的 传 播 者 ”。 成 立 至
今，成员们积极参与各类社
会公益活动，已多次到敬老
院看望老人、陪老人过节、
为捐献器官的快递员家属
献爱心等。

（李颖）

常州轻工学院

大学生走进敬老院慰问老人

2017 年江苏高考录取工作
陆续收尾，在常高校又将迎来不
少新鲜面孔。对于即将开始的大
学生活，准大学生们自然充满期
待。这不，各校刚组建没多久的
新生 QQ 群，就分分钟被各种问
题刷屏了，好不热闹。别看新生
年纪小，提的问题可是千奇百怪，
有的甚至连答疑的学姐都忍俊不
禁。于是，学姐学长给他们起了
个可爱的称呼——“萌新”。

那么，“萌新”们到底最关注
哪些问题呢？大学生记者团也

“潜”入各校新生群一探究竟，来
看他们的调查。

很实在：
“萌新”们最关心宿舍

条件、军训苦不苦

从大学生记者团调查的数据
来看，“宿舍”是被提及最多的关
键词，占提问总数的 70%左右。

“宿舍是几人间”“是否有空调和
独立卫浴”“生活用品是否需要自
己准备”⋯⋯在常大、江理工的新
生群中，时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还
有的甚至细致到询问铺位是否是
上床下桌。有新生表示，宿舍是
休息的主要地方，住宿条件的好
坏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另外，近
年来，因舍友关系不和导致惨剧
发生的新闻屡见不鲜，这让新生
在舍友选择方面多留了个心眼。
在常工院的新生群，就有人提出
是否可以自行安排宿舍，希望自
己能有更多的自主权。

紧随“宿舍”问题的，是新生
入校后首要面对的“大挑战”——

军 训 ，超 过 60% 的 学 生 给 予 关
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得知大
学军训跟高中军训相比，更苦更
累，但多数新生仍然表示期待和
向往，想在这堂“大学第一课”中
结交新朋友。

此外，所学专业难易程度、未
来前景、考研等学习类问题，也是
新生较为关注的方面。

有点“怪”：
有问男女生比例的、还

有问“狼人杀”社团的

除了常规问题，很多“萌新”
还有稀奇古怪的想法。

江理工新生群，一位来自机
械学院的男生问，平时能不能看
到女生？这让群里答疑的学姐有
些诧异，“江理工的女生比男生
多，而且我接触到的很多都是女
生，我所在的工科班就有 24 个女
生，学生会、学通社也是女生居
多。没想到他会有这个想法。”不
过，她也表示很“心疼”这些机械学
院的男生，“毕竟都是‘和尚班’”。

新生王鑫比较活跃，他在群
里问道：学校是否有“狼人杀”社
团？这一问，好多新生积极响应
起来。“狼人杀”是近两年兴起的
桌游，深得青少年喜爱。小王说，
自己很喜欢“狼人杀”，一群小伙
伴聚在一起，无论是否相识，都能
沉浸其中。“不仅能享受到游戏的
欢乐，也能结识许多新朋友。”对
此，群里的学长答道，虽然学校暂
时没有这个社团，但是大家如果
感兴趣，可以在开学后约一局。
当然，“发烧友”们以后也可以自

己创办这类社团。

挺尽心：
校方赠送开学“大礼

包”，还告知快递收货地址

“萌新”问题虽然层出不穷，
但无不怀揣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
向往。而校方也纷纷运用新媒
体、QQ 群、微博、宣传册等方式，
尽心尽力为新生们答疑解惑，帮
助他们尽快了解大学。

常州大学的新生们，在收到录
取通知书的同时，还会获赠一份

“大礼包”，里面包括新生报到指
南、大学生安全防范手册、学生境
外学习手册、高校学生资助材料等，
十分详尽。此外，该校还推出“晒出
你的幸福感”“我要上开学典礼”等
线上活动，拉近与新生的距离。

江理工的官微上，由校方整理
的《在江理工的衣食住行篇》获得
新生的大量点击、点赞。文章不仅
介绍了学校附近的商业圈、学校内
的特色餐厅，还周到地把不同快递
的收货地址都罗列了出来。

常工院在新生录取情况出来
之后，各二级学院就会提前确定
一位高年级优秀学生作为新生班
的班导师助理，并进一步组建学
院和班级新生 QQ 和微信群，在
群内分享诸如转专业、新生宿舍
情况、入学须知等内容。另外，校
党委宣传部跟学生工作处、后勤
管理处和相关二级学院合作，组
织学生社团负责微博、微信的答
疑，及时发布录取情况、通知书发
放等信息，并安排学生在线实时
接受新生咨询。

即将踏进大学校园，“萌新”们都关注啥？

宿舍、军训被问最多，还有的关心男女比例

本报讯 填志愿是挑学校还
是更看重专业？选报专业是出于
就业考虑还是遵循兴趣爱好？暑
期，常州姑娘、南通理工学院大二
生小都和同学关于“高考填报志
愿”的一则调查显示，仅 22%的考
生在专业填报是出于“真爱”。

调查面向常州新桥高中和泰
州二中的 100 名高考生，实际收
回有效问卷 90 份。结果显示，
55.6%的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觉得
迷茫，67.8%的考生对填报志愿心
中没有数。

大 学 优 先 还 是 专 业 优 先 ？
56.5%的考生选择理想的大学，
43.5%的考生则选理想的专业。
与此相对应的，在“一流大学的二
流专业”和“二流大学的一流专
业”之间二选一，55.7%的考生选
择前者，44.3%的考生选择后者。

来自新桥高中的蒋同学，在
名牌院校和热点专业选择上，倾
向后者。她说，学校只是提供了
一个学习的环境，给将来就业铺
路的说到底还是专业。如果学校
暂时不满意，四年后可以通过考

研来圆“名校梦”。这也代表了相
当一部分同学的观点。

在 专 业 选 择 上 考 虑 什 么 ？
75%的考生表示一切从就业出
发，22%的考生纯粹是兴趣使然，
3%的考生是听从家长或亲戚朋
友的建议。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学校地域选择上，43.5%的考生
倾向于省内学校，“饮食文化接
近，交通便利”，这两点导致了江
苏考生在志愿填报上凸显“恋家”
情结。 （都梦绮 高敏 戚冬琳）

常州籍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

仅两成高考生专业填报是兴趣使然

大 学 生 记 者 团
明上晖 沈曹凤（江苏
理工学院） 陈梅 王
超（常州工学院）潘玉

（常州信息学院） 刘
慧（常州大学）虞海燕

（常艺校）
记者 杨曌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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