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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学生意见征集座谈会
   

座谈会于 2014 年 4 月 2 日在学院五楼会议室召开。院党委书
记饶虹、副书记赖忠泉、各年级辅导员及本科、研究生各专业学
生代表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学生代表就课程设置、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 20 多条意见和建议，饶虹书记和
赖忠泉副书记对意见进行了说明，有些建议将向有关部门或分管
领导反馈。
饶虹书记代表学院党委承诺将根据学生提出的意见建议，尽
快逐条逐步落实到位，进一步提高学院的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
办好学生、家长满意的教育，促进学院又好又快发展。

我院老师在校第六届青年教师大
奖赛斩获佳绩
在近期结束的我校第六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中，经学院
选拔推荐、学校决赛，我院林隆强老师喜获一等奖，许一婷老师
和冯浩羽老师喜获二等奖，取得了本院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
据悉，本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全校共有 42 名教师参加决
赛，经过现场讲课和专家评审，最后评选出 10 名一等奖获奖教师
以及 15 名二等奖获奖教师。

本报讯 大学期间就承接
了麦当劳、新浪等客户的多家
VCR 生意；和同学合作创建福
州市醒时造梦文化有限公司，
并担任总经理；2014 年荣获福
建省第二届大学生“创业之星
标兵”称号……他就是我院 10
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杨龑。
“刚开始并没有想太多，只
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的”, 谈及
创业理由，杨龑表示一切属于
水到渠成。他大一大二的时候，
就在校外实习，做一些和摄影、
摄像相关的工作，大三时，开
始在外面接一些单子。由于与
自己合作的公司希望他们能够
正式注册，因此他便注册了醒
时造梦这个公司。
公司注册后，主要着重于
视频和营销策划方面。虽然遇

到过不少问题，但由于团队成
员初期都是自己同专业的同学，
他们总是彼此加油打气。杨龑
一直相信一句话，“当自己的
知识不能满足自己的野心的时
候，就要静下心来充实自己。”
因此，为了公司发展，他努力
在商业管理的方面进行恶补，
阅读相关书籍或者是向一些资
深的前辈进行指教与交流。
问及为何能够抢到这么多
单生意时，杨龑表示，“其实
没有抢啦。”他告诉记者，他
们最初为一个电台做了一个节
目，结果这个节目被新浪看到
了，觉得不错并主动联系上了
他。新浪的节目播出后，又正
好被麦当劳给看中了，于是麦
当劳也找来了。然后，一单又
一单的生意便来了。 不过，杨

龑觉得，在维护客源上，应该
要像维护自己的朋友圈一样，
“不要把他们当做客户，要把
他们当做朋友一样去交流。”   
在团队管理上，杨龑则一
直相信，“要让跟着自己的人
看到你在付出和努力，才有理
由相信你，跟你一起熬过苦日
子”。因此，在遇到团队成员
有不同意见时，他会选择就事
论事，让大家彼此说出自己的
意见和观点，然后以少数服从
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
2014 年，凭借着醒时造梦
公司，杨龑获得了福建省第二
届大学生“创业之星标兵”称号。
问及获奖感受时，他表示
“当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
得特别地惊讶，当然也觉得特
别地欣慰，觉得自己的付出和

努力都得到了认可。面对刚开
始创业的时候自己只是抱着尝
试的心理，获奖之后觉得很高
兴。”
在他看来，获奖不仅仅给
他带来了更多人对自己的肯定，
而且更能使他在自己选择的道
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每个阶
段该做的事情，过期了虽然可
以做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要学会在每一个阶段做自己该
做的事情，做不让自己后悔的
事情。”
杨龑建议大学生：“在大
学期间，最重要的就是实践，
自己缺少什么就要锻炼什么，
但是要因人而异。用心生活，
感恩前行。”
（本报记者：方彤 周晓芸）

台湾著名学者莅临我院讲学
        我院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
才项目是我校与台湾著名新闻
传播类专业院校——世新大学
携手合作，经省教育厅严格评
估，获批的两岸高校本科层次
联合培养人才项目（简称：闽
台合作项目），于 2012 年秋季
以“3+1”办学模式，联合招收
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
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广告学
等四专业本科生。近日，作为
该项目日常交流的一部分，台
湾著名学者莅临我院讲学。
2014 年 5 月 6 日晚，台湾
世新大学新闻系主任彭怀恩教
授主讲的“新媒介对台湾媒体
的冲击”讲座在我校举行，学
院 150 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
彭怀恩教授在此次演讲中
主要回顾台湾媒体过去几十年
的发展历程，并分析新媒介影
响下的台湾媒体现状。彭教授
认为，当今台湾的媒体多为财

团所拥有，不利于台湾媒介生
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因此，他
提出大陆媒体在未来转型过程
中，要引以为鉴，注重扶持公
营媒体。
2014 年 5 月 13 日晚，台
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陈清河教授主讲的“台湾媒体
发展的借鉴”讲座在我校举行，
学院 150 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
陈清河教授首先阐释了台
湾当前的媒介环境及媒体人应
具有的媒介素养。他认为，作
为一名优秀的传媒人，要具有
千里眼、顺风耳、敏感的鼻子、
拉练的嘴巴、公关的右手、创
意的左手以及平稳的双脚。
随后，陈清河教授结合从
业经验，借媒介科技决定论谈
台湾媒介环境。 此外，他还谈
到台湾媒体运营面临媒体营收
稀释、新旧媒体定义未明、在
地服务市场受限、数字媒体内

忧外患、公信难存、意识型态
群众切割以及法规延滞等问题。
2014 年 5 月 20 日， 由 台 湾
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夏春祥副
教授主讲的专业主题讲座在我
校举行，部分师生参与讲座。
此次讲座夏春祥教授以“从
客观之知至认同之知”为主题，

（图为彭怀恩教授讲授课程）
对什么是口语传播、口语传播
与播音主持的区别、将来播音
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同学毕业后
工作的社会面向等问题展开了
精彩的讲解与论述。期间，同
学们踊跃发言，与夏春祥教授
积极互动，共同探讨相关的专
业知识。

我院 2014 年春季入党积极分子
开学式顺利举行    
2014 年 4 月 12 日上午 9 点 2014 年春季入党积极分子开学式
在传播学院院办五楼会议室举行。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饶虹、副书
记赖忠泉、教务主任黄鲤忠和各级辅导员出席本次开学式。此次
开学式给入党积极分子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学习思路，为同学们
在接下来的党课培训中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院学生吴荣奎当选第六届中国
（福建）高校传媒联盟副主席    
2014 年 3 月 29 日 -30 日，由中国（福建）高校传媒联盟主办，
我校团委承办的第六届中国（福建）高校传媒联盟年会暨换届竞
选大会在我校顺利举行。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等
省内 31 所高校的校媒学生记者参加了此次年会。经过激烈角逐，
我院 2012 级广播电视新闻学学生吴荣奎当选第六届中国（福建）
高校传媒联盟副主席。

我院学生欢度女生节
“男生化妆拍照”“穿女仆装跳舞”……3 月 6 号，我院女生
节愿望卡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南区展出，吸引了许多同学的
围观。女生们表示这些愿望卡很有爆点，男生则大呼“伤不起”。
这些心愿卡是传播学院 13 级学生为迎接女生节而组织该院 13
级女生写下的。女生填完心愿卡后，学院每名 13 级男生需抽取一
张心愿卡，在三月七号当天完成心愿卡上的愿望。此次活动沿袭
了传播学院以往每年的传统，一张张花样百出的新鲜心愿卡的出
炉让同学们纷纷表示拭目以待。
“我觉得这次活动太有趣了 !”2013 级学生林雨杉笑着说。据
了解，她们宿舍的愿望是要求抽到心愿卡的宿舍以床号对应位置
为单位写情书，并评选出写的最好的一个人。当时写下心愿卡的
时候，室友们都被这个心愿逗乐了。3 月 7 号当天，林正东等人
所在的宿舍抽到了该心愿卡，并递上了四封情书。当被问到抽到
心愿卡的感受时，林正东告诉记者，抽到这种心愿卡属于能接受
的范围内，并说“比起那些要求穿裙子化妆的，我们宿舍幸运多了”。
13 级学生严鸿宇宿舍抽到的心愿卡则是为女生买零食，一向
尽职尽责的他一大早就直奔超市，为女生采购了大包小包的零食。
“我把货架上的薯片一个味道的拿了一包，还拿了我最喜欢的水
溶 C100”，他对记者说，“她们收到零食时候很开心，走了老远
还能听到她们的笑声，这让我觉得总算是值得了”。
  
据悉，这次我院女生节主要举办了三个活动。除心愿卡之外，
还有摄影展和跳蚤市场，作为今年独具创新的新节目。
   
（本报记者 方彤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