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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学学生生干干部部怎怎么么当当？？

近日，小编邮箱收到了很多

同学的邮件，他们希望了解一些

关于学生干部的情况：当上了学

生干部对自己的发展会带来怎

样的帮助，当学生干部要具备怎

样的能力，同学和老师眼中的学

生干部又是怎样的。这期我们就

围绕“学生干部”来讨论一下。

李莉(烟台大学)：我在学校

中担任着一些职务，总的来说，

一名学生干部要比一般同学累

得多，学习和工作都要兼顾。学

习是硬件，虽说大学不像小学中

学那样，职务由学习成绩定，但

作为一名学生，学习是本职。另

外，学习上太吃力会让大家对你

的 能

力 产 生 疑

问。其次，学生

干部要有很强的协调

能力，因为学生干部是学

生和老师之间的桥梁。经常会

有老师给你布置一项任务到学

生中去完成或者学生有要求、意

见让你反映给老师、学校，如果

要顺利完成，就要具备很好的协

调能力。谈到当学生干部是否可

以给自己的发展带来帮助，我想

这是肯定的。在工作的过程中你

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更多的

事。无形中，你为人处事的能力

就会得到提高。再者，工作中肯

定需要策划一些活动，这时，你

就要拿出自己的计划、想法并付

诸于行动，这又会使你的组织能

力、创新意识得到锻炼。

赵颖(烟台职业学院)：做学生

干部要顾全大局，处理问题应果

断、干净。但也有同学竞选存在着

比较功利的目的，毕竟学生干部与

老师、学校的接触比普通同学多，

关系也比一般同学好，学校有什么

锻炼机会或组织的活动，学生干部

可以最先得到这些信息，得到更大

的锻炼，到毕业时，这些就成了找

工作时的资本。

刘茜(烟台大学)：面对竞争

激烈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同学开

始注意到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

可喜可贺。那种“两耳不闻窗外

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习原

则恐怕有些吃不开了。

黄芬(山东工商学院)：我参

加过两次学生干部的竞选，第二

次才成功。竞选的初衷是希望自

己与人交往、处理事情的能力有

所提高，同时也可以帮助同学解

决一些问题，没有更多的考虑。

当上了干部后，慢慢地看到了一

些“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自己

多少也有了一些私心，希望将来

在档案上可以留下一笔，找工作

时比别人多些优势，多些机会。

我是不是有些“落俗”？

李澳(山东工商学院)：我是

“普通百姓”。学生干部们每天东

忙西忙，忙的好像都是些上传下

达的事务性工作，真正为同学们

组织的活动并不是很多。我希望

他们多为同学们做些实事，把大

家的生活安排得丰富些。比如宣

传干部应将系里的事多向外宣

传一下，让其他的系甚至外校多

了解我们一些；学习部可以组织

一些与同学本专业有关的社会

实践活动，提高我们的学习兴

趣，文体部可以利用周末请些能

唱会跳的同学教教大家，扫扫

“舞盲”。

黄芬(鲁东大学)：学生干部

是竞选出来的。参加竞选的人要

通过学生代表大会的投票选举

产生，竞选中的演讲是获胜的关

键，其实大部分人并不认识你，

演讲时的印象往往起着决定性

作用。

山东工商学院刘永久老师：

在我们的教育中，中学很少有学

生可以参加社会活动，到大学终

于有了这个自由度。我主张大学

生的“学习”定义应该广泛，除了

书本知识，专业知识的学习以

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另一个

重要方面。当学生干部可以使他

们的团队精神、创新能力得到培

养。工作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工

作观念锻炼了他们的思辩能力，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

有现在的学生独生子女较多，个

性强，这有碍于对学生团队精神

的培养，而学生干部要从事工

作，就要设法将自己与大家融在

一起，全面的对待人和事，削减

他们的自负心态。”

★2010年12月30日上午，鲁东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十几名学生在得知鲁东大学幼
儿园校园积雪还未及时清扫的情况下，主
动带上扫雪工具，赶赴幼儿园帮助他们清
扫校园积雪。扫雪过程中，同学们争先恐
后，干劲十足，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积
雪被全部清扫干净，保证了校园道路的畅
通和幼儿园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此次扫
雪中，同学们不顾严寒和疲劳，扫雪工作及
时、认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高度赞扬，同
时也展现了土木学子吃苦耐劳、乐于助人
的优良作风。

★2010年12月30日下午，山东工商学
院国际商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寒假社会实践
出征仪式在逸夫楼二楼报告厅举行。国际
商学院院长牟俊山在总结讲话中阐释了国
际商学院“面向未来、分类培养、精心育人”

的教育理念和“国际化、复合化、专门化”的
人才培养定位，并对寒假社会实践提出了
希望：一要实践学习，把社会当作人生大课
堂，在实践中提升自我。二要克服困难，锤
炼自我，完善自我。三要牢记责任，自觉维
护学校、学院的声誉，以实际行动彰显我院
学子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四要
严守纪律，安全第一，要树立“安全为首”的
思想，服从安排，不断增强安全意识，切实
保证实践活动安全顺利完满完成。今年国
际商学院寒假社会实践共组建7支实践小
分队，分别是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和考察团
队、振华商厦调研团队、枣庄支教团队、食
品健康调研团队、大学生就业问题调研团
队、情系企业——— 校友走访团队、企业走访
参观团队。他们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在社会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2010年12月30日晚上，鲁东大学化
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为了能办好元旦游艺宫
活动，让同学们过一个生动有趣的元旦节
日，举行了游艺活动筛选。三十多名组织游
戏的同学在生化楼聚集，准备了十分钟左
右，逐个进行演示。游戏内容丰富多彩，从
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同学们的创意。游戏开
始后，各组同学从内容设置、时间规定、完
成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实际演示，眉目清楚，

内容充实。特别是组织化学实验活动的一
组，生动体现了该院的特色，受到同学们的
赞扬。演示结束以后，对存在的问题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进行了落实，强调组织过程中
要注意安全、要生动有趣，同学们都说：“要
努力改进，积极举办好这次活动！”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悲风秋画

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
变。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
怨。何如薄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人生若只如初见，所有往事都化

为红尘一笑，只留下初见时的美好，

忘却也许有过的背叛、伤怀、无奈和

悲痛，是这是何等的人生境界啊！

诚然，人生若只如初见是的那般

美好该有多好啊。每个人最初遇见的
那种温馨、自然和真诚，那种回忆始

终令人难忘。为什么在人的交往中会

有那么多的误会、不解、猜测和非议
呢？淡淡如水的情怀不就已经足够了

吗？就像未曾谋面的网友，每次上网

遇见时互相打个招呼，心中存有彼此

的牵挂，不也是意见很美的事情吗？

我想，“君子之交淡如水”便是如此吧。

汉朝班婕妤曾是汉成帝的宠妃，

却遭赵飞燕的妒忌，进谗言而被打入

冷宫。婕妤“妾身似秋扇”的哀怨是何

等的凄凉啊。杨贵妃本与唐玄宗两情

相悦，“比翼连枝”，可到头来不还是

落得个“宛转蛾眉马前死”的下场吗？

若早知道迟早都要分离，倒不如保持

初见时的那种若即若离的美好。

有人说的对：得到了往往就不会

去珍惜，得不到才是一种境界。就像
初见那种淡淡的情怀时让人坦然，让

人心安的。一句心灵的问候便足以让

人一生难忘。因此，对于人生，淡然一
点往往会是风轻云淡，太过执着则会

越陷越深。活好当下不是很好吗？因
此，我情愿对友情、爱情、恩怨、得失、

钱财都看的淡一点，情愿初见时的美

好永远定格。

人生若只如初见，擦肩而过后留

下忧伤的回忆。也许在我们认识的人

中曾经有过误会，有过争吵。当你转

生离开时总会想起初见他时那份美

丽。或者，哪天，在某个地方突然再见
多年未见的他，一下子回到了初见时

的情景，那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呢？

我只希望多年后遇见，互相问

候，好吗？

人生若只如初见
烟台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贺春雅

大学生之间产生矛盾主要原因
一是，许多独生子女学生习惯以自

我为中心，习惯别人围着自己转，不
懂得如何替别人着想。其二，不少学

生遇到人际矛盾不知如何处理，要
么憋在心里越积越深。

第一，男生与女生之间的矛盾，

这是由人类性别的天然差异所派生
的一对矛盾。

第二，男生与男生之间以及女生
与女生之间的内部矛盾，这是由同性

相斥异性相吸的规律派生的矛盾。

第三，性格内向的学生与性格

外向的学生之间的矛盾，这是由人

的先、后天形成的心理素质所派生
的矛盾。

第四，学文科出身的学生与学

理科出身的学生之间的矛盾，这是

由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所派生的矛

盾。

这些矛盾有的显而易见，有的

不易发现，但却同样的存在。各种矛

盾纵横交错，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

一个复杂矛盾网络。矛盾的表现形

式多种多样，千差万别。

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难免会

出现摩擦、矛盾、冲突，造成关系紧

张，思想上不愉快。和同学闹僵之

后，如何重新交往，是摆在大家面前

的一个难题。其实学会交往是人生

中的重要一课，处理同学关系不可

简单粗暴，不能委曲求全，既要体谅

别人，又要维持自尊。

大学生如何处理好同学关系

◎校园资讯◎

致同学们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真的很高兴能在茫茫

人海中相聚烟大，也许我们未曾相

识，但我相信，当你读了这封信后，

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对于大学，我们有共同的生活感

悟。

进入大学以前，作为懵懂的高

中生的我们，对大学这所象牙塔充

满了向往与期冀；终于，在经历了

高考的风风雨雨后，我们破茧而

出、羽化成蝶，进入了自我心中梦

寐以求的大学；但是，进入大学以

来，我们是如此的彷徨与无奈。学

习动力减少了，奋斗目标在我们心

中也开始淡忘了。同学们，还记得
那一次次为誓言而泪流满面的面

容吗？还记得那一回回为奋斗而汗

流浃背的身躯吗？还记得……来自

五湖四海的朋友，你们的梦想在哪

里？你们还在用网络打发寂寞的时

光吗？当太阳又一次落下西山，当

时针再一次转过表盘，我们又是怎

样走过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

四年？看似很长却又短暂，人

生须臾三万天又是一个怎样让人

痛心的数字，你想让自己的大学生

活过的精彩充实，还是想让时光白

白流逝？想想自己走过的上学路，

想想自己经历的坎坎坷坷，大学的
茫然断然不应出现在我们人生的
轨迹中。

走进烟大，我们并不应该感到
迷茫与怅惘；走进烟大，我们需要

扬帆远航。大学是我们我们每个人

梦想的殿堂。安谧的三元湖畔，有

多少烟大学子在那里走过，朗朗的
读书声打破了破晓的宁静，塔楼上

的钟声叩击着我们每个人的心

扉——— 珍惜我们的美好时光，让大

学四年过的无怨无悔。

走进烟大，我希望我们能够真

正的享受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大

学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你可以选择

加入学生会，让自己真正的忙碌起

来，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你亦可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社团协会，通过展

示自己的才能来丰富自己的大学

生活。对于大学，我相信只要你能

够真真正正的认识自我，我们的大

学生活将会拥有灿烂的明天。

同学们，我和你们一样，都正

站在人生新的起点上，不要再为那

无聊的事而黯然神伤，不要再为网

络游戏而梦断廊桥。无论你在哪

里，无论你是谁，请铭记：我们是学

生，我们的本职是学习，学习我们

生存的技能。不需要任何理由，不

需要任何借口，找准自己的目标，

去奋斗、拼搏吧！

同学们，朴实无华的语言，希
望能引起你们的共鸣，唤醒那些还

在迷茫中的人们，让我们对大学生

活充满感激之情，让我们的青春无

怨无悔！

烟台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张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