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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2013 级迎新晚会暨 2011
级入学两周年文艺晚会顺利举办

记者团团长：陈汝琳

学 院 动 态
我院研究生陈昕
摄制的纪录片《戏梦》荣获“最
佳人文纪录片”奖
在前日公布的 2012 年第十二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
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评选纪录片获奖目录中，我院 2011 级
艺术专业（广播电视）硕士学位研究生陈昕摄制的纪录片《戏
梦》榜上有名，荣获“最佳人文纪录片”奖。

我院谭华孚教授当选全国高校
新闻传播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
委员
2013 年 5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 2013 至 2007 年度全国高
校各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我院院长谭华孚教授当
选全国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

我院学生俞雅雯荣获第五届福建
省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高校组
硬笔比赛特等奖
日前，在省教育厅，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第五
届福建省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中，我院 2012 级广播电视
编导专业（闽台）学生俞雅雯获得高校组硬笔比赛特等奖。
在此次比赛中，各地高校共选送 3648 件作品参加全省评
审。共评出特等奖 100 名，此次大赛对于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文字和书法艺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咦？图书馆大礼
堂怎么那么热闹呀”、“那是
传播学院在举办迎新晚会呢，
张容玮女神也在呢！”12 月
8 日晚，我院在旗山大礼堂举
办以“相约青春，传播梦想”
为主题的 2013 级迎新晚会暨
2011 级入学两周年文艺晚会，
被网友称为“福师大女神”的
张容玮担任该晚会主持，晚会
还采用独特的抽奖方式抽奖，
赢得热捧。
我院党委书记饶虹、院长

谭华孚、副书记赖忠泉以及各
年级辅导员等出席了该晚会。
晚会一开场，我院党委副书记
赖忠泉便在观众群中抽取三等
奖。随着主持人等人在台上抽
取“腹肌”“豹纹”“臂贴”
等词汇后，离赖忠泉最近的符
合关键词的同学便可赢得移动
充电器。其中，因“腹肌”一
词得奖的男生当场掀开衣服检
验真实，引来女生尖叫。
简单的抽奖环节后，一群
帅气阳光的男生带来的开场舞

蹈拉开晚会帷幕。接着 ,13 级
播音班（闽台合作）的全体同
学表演了一场古韵与现代交融
的歌舞表演《前门情思大碗
茶》，带领观众领略老北京的
风味。随后，在节目《I GOT A
BOY》中，被网友称为“福师大
女神”的张容玮佩戴猫耳耳饰
出场，带领众美女们跳起韩国
热舞。之后，歌曲串烧、民族
舞集锦、朗诵和影视配音、小
品等节目，也引得了现场观众
热烈的掌声。

据悉，该场晚会以书记饶
虹、院长谭华孚、副书记赖忠
泉和 13 级新闻传播班的同学共
唱《同一首歌》结尾，持续近
2 个小时，受到了该校学生的
热捧，并得到东南网的报道。
微博名为“严鸿宇 1994”的网
友发微博称，“原本以为拾光
已经是最美的奇迹，直至今天
我才知道，书写奇迹的正是我
们传院学子。传播无处不在，
旗山更见精彩 ”。
（记者：周雯珊、景梦晶、张
云东）

我院辩论队夺得榕城三校杯新生辩论赛赛冠军
本报讯 近日，我院辩论
队继夺得 2013 级新生辩论赛冠
军后，再次于福州大学、福建
工程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三个
学校的新生代表队就“谣言止
于智者还是止于法制”辩论大
赛中夺冠，获得了传播学院辩
论队有史以来的最佳成绩。
我院 2012 级广播电视新闻
学（闽台合作）专业的学生林
育丰是学院辩论队的队长。他
告诉记者，开学初他们便通过
开展学院新生辩论赛选拔人才，
并选出了 17 名备选人员。经过
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们最终
从这 17 名新生中筛选出了 8 人，
2 人担任一辩，4 人担任攻辩，
2 人担任四辩。
为了备战校新生辩论赛，
林育丰等人专门给这些新生进
行了赛前培训，并将该培训戏
称为“头脑风暴”。林育丰介
绍说，“平日里我们思考一个

问题可能不会太深入，而头脑
风暴则是对于一个问题进行深
度地剖析的训练过程。一开始
也没有给他们辩题，先跟他们
说了一个话题，然后让他们自
己思考，深入延伸，再把大家
的观点总合起来。”
和其他学院打辩论赛、学
院内部模拟赛……这些训练是
这群新生每天晚上的集训内容。
作为辩论队二辩，13 级广播电
视编导（闽台合作）专业的吴
淑娟和该团队的三辩，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的学生林雨杉配合
训练，但由于两人不在同一个
宿舍，一天到晚都需要请假，
在活动室里开会讨论。她还告
诉记者，因为每打一场模拟赛
就要换一个套题，因此他们常
常沉浸在想套题之中，经常要
想到晚上一二点，有时躺在床
上了都还在想。
11 月 2 日，我校新生辩论

赛正式开启。林育丰透露，因
为初赛是和公共管理学院进行
对抗，他们也是历年传统的强
队，所以我院派出了实力最强
的四名选手应战，并一路获胜，
最终夺得冠军。 关于四个选手
的定位，林育丰表示：一辩江
丹文（播音与主持艺术闽台合
作专业）的感染力比较强，表
现力也比较丰富，适合一辩的
开篇立论。二辩吴淑娟的攻击
性比较强，三辩林雨杉比较会
接着对方的辩答，再反利用过
来引出自己的观点，她们这样
一攻一守，默契度高，所以选
为攻辩。四辩林逸城（广播电
视编导闽台合作）属于表演型，
他的辩风和一辩丹文比较像，
而且配合得比较好。
记者还得知，在校赛决赛
中，我院四名辩手配合默契，
表现得到了学校辩论队指导老
师的认可，四名全被收入校队，

并作为新生代表参加三校杯比
赛。谈及这些成绩，林育丰一
脸自豪，他坦言，“这几年传
播学院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突围
进入决赛，过去几年运气不佳，
初赛没有遇到合适的对手，去
年则以一名之差惜别复赛。”
他觉得，传播学院辩论队是拥
有实力的，可惜此前运气不佳。
11 月 16 日， 校 新 生 辩 论
赛 夺 冠；11 月 25 日， 三 校 杯
辩论赛夺冠。说起这些成绩，
吴淑娟表示除了开心，还有就
是感受到一个团队的精神。她
透露，学长学姐们在赛前放下
了自己的事情，全心的为他们
培训，知道夺冠后，则哭了，
让她觉得很感动。她觉得，在
辩论队中不仅收获了辩论技巧，
更重要的是认识了一群一起拼
搏、像一家人的小伙伴。
（记者：高祥）

我院开展了“中国电视艺术家走
进校园”系列学术活动
从 2013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我院开展了“中国电视
艺术家走进校园”系列学术活动。活动内容有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主席赵化勇等京、闽电视专家学者的大型电视文献纪
录片《习仲勋》研讨会；著名影视理论家、中国传媒大学艺
术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博士生导师仲呈祥开展的主题为“文化自觉与艺术鉴赏”的
讲座；央视纪录频道一级编导夏蒙的“电视文献纪录片制作
艺术”讲座以及中央新影高级录音师孟建伟、中央新影高级
摄影师陈肯的“纪录片的画面与音响”的讲座。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李辉
来我院开展讲座
11 月 12 日下午，我院学生相聚研究生教室，参加由厦大新
闻学院李辉博士主讲的《施拉姆与传播学学科的制度》的讲座。
该讲座主要围绕为何需要反思学科，传播学学科身份的焦虑，
为何会开始这种追问，学科制度与整个社会制度的关系展开，
讲座中李辉博士与同学们充分互动，使不少同学受益匪浅。

福建省胡金定教育基金会“传媒
精英”资助金颁发仪式
11 月 23 日上午，福建省胡金定教育基金会“传媒精英”
资助金颁发仪式在我院五楼会议室举行，福建省胡金定教育
基金会理董事长胡金定教授，副理事长黄齐亮，院党委副书
记赖忠泉，院资助金专家组负责人连水兴老师，受助学生以
及学院部分师生参与了此次仪式。
本次仪式由赖忠泉副书记主持，颁发了“传媒精英”资
助金。我院 2010 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盘流恋带领的
“大学搜有聊”团队荣获该奖项，并代表发表感言。
（整理 周晓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