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华伟)欢
聚一堂，共庆祖国 69 岁的生日；
载歌载舞，共迎 2018 级新同学的

到来。9月 28 日晚，以“青春绽放
梦想起航”为主题的黄淮学院
2018 喜迎新生欢度国庆文艺晚
会在北区运动场隆重举行。党委
副书记王冰、副校长王东云，相关
职能部门和各学院领导、老师与
近 6000 名 2018 级新同学一同观

看了晚会。
晚会在我校青年

教师和校礼仪队共同
带来的走秀节目《最
美的舞台》中拉开序
幕，最美的舞台，绽放

多样的精彩。不要因
为走的太远，就忘记
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舞台剧《勿忘初心》很
好的诠释了“初心”二

字。舞蹈《那年剪短发》让师生领
略了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
演兵场的气势。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豪情壮志。“你
是我无法言语诉说的爱，当我在
原地无助徘徊，你告诉我理想必
须热爱。”由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
同学创作的歌曲《写给黄淮》点燃
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温暖了每个
人的心。朗诵《抗战家书》让大家

怀着敬畏之心重温了烽火燃烧的
年代里那一封封绝决且充满深情
的家书。当代舞《鸿蒙之处》以天
中八大文化之一盘古文化为背
景，让新生们感受到了驻马店厚
重的文化底蕴和神秘的传奇色

彩。
晚会现场，校团委微信公众

号“青春黄淮”以“青春绽放 梦想
启航”为话题开通了互动平台。
“此生不悔入黄淮，一心做好黄淮
人。大爱我的黄淮！”“与最美黄淮
一起度过我的青春年华”“遇见黄
淮，是我最幸运的事！”“一日是
黄淮，终身是黄淮”......一条条留
言承载了 2018 级新生对青春的

宣言、对学校的热爱和对祖国的
真切祝福。

伴着观众热烈的掌声，晚会
在歌伴舞《圆梦新时代》中圆满落
下帷幕。

简

讯

★近日，国际教育学院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机考认证中心正式启动，并举行了第一次考
试，该中心为豫南地区唯一一处机考中心，国际教
育学院会计学 2016 级、2017 级的 4 名学生参加了
FI 课程考试。

（国际教育学院 李 锐）
★9 月 24 日晚，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信息工程学院于

北区操场举办了“弘扬传统文化，共度中秋佳节”主题活动。

活动融合师生情谊、展示学院特色，彰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使同学们感受到中秋节和谐美好的文化魅力。

（信息工程学院 陈倩倩）
★9 月 18 日晚，音乐学院在音乐厅举办了“我们的未

来，是星辰大海”为主题的迎新晚会。此次迎新晚会的成功举
办，为 2018 级新同学更快的融入音乐学院这个大家庭，更好
的开启大学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音乐学院 贺英俊）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师生消防

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9 月 25 日下午，驻马店市消防支

队消防宣讲员为动画学院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知
识讲座。

（动画学院 杨永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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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秋
你了解多少？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虎勇)9 月 15 日，第 52 次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在我校举行。本次考试共计 1575 名考生，36 场
次，从上午 8:00 开始到 18:00 结束，考试取得了圆满成功。
学校对计算机等级考试工作高度重视，为确保考试顺利

进行，学校成立了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详细制订了工作方案，
教务处、网络管理中心、信息工程学院、后勤管理处、保卫处

等相关部门分工合作，联动负责考务工作的各个环节。考前，
信息工程学院对考务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和参加监考的教师
进行了集中培训。同时，系统管理员利用课余时间加班对所
有考试机房的硬件、软件和网络状况进行了全面的维护、安
装和调试，确保考试系统运行平稳。
考试期间，省市招办领导在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巡视了

各个考场和保密室，各考场监考人员按时到位，监考认真负
责，严格按监考指令操作，考场秩序良好；各项考试工作环节
严谨、规范、周密，省市招办领导对我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的组
织安排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校圆满完成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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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喜迎新生文艺晚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冰)为维护校园稳定，于近
日，我校积极开展了多形式
的“扫黑除恶”宣传教育活
动。
我校高度重视此次宣

传活动，通过扫黑除恶专题
讲座、校园电子屏、展板、橱
窗、条幅等形式广泛宣传。
同时，将河南省扫黑办印发
的《党政领导干部扫黑除恶
应知内容》、《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普及读本》发放到各单
位部门、各二级学院，向广
大师生员工广泛宣传。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

宣传教育活动，向师生员工
告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给社会带来的
危害，宣传打击黑恶势力和违法犯罪活
动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增强师生员工
远离黑恶、遵纪守法的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会斌)经过几个月来的紧

张编排，由我校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参与创作的
丝弦道新编剧目《困拔贡》，于 9月 18 日晚在平舆
文化艺术中心成功首演，引起热烈反响。我校副
校长张艺迪和市、县文广新局领导，广大戏曲爱
好者及平舆县各界群众共同观看了演出。
《困拔贡》讲述了平舆县丝弦道创始人万道同

被土匪绑架遇险一事。整场演出故事生动感人，
人物个性鲜明，舞台绚丽多姿，唱腔动听悦耳。
演出结束后，文化界人士在平舆县文化艺术

中心会议室召开了丝弦道新编剧目《困拔贡》研

讨会，副校长张艺迪，驻马店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吕启东，驻马店市戏曲评论家刘绍云、王申，平舆
县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闫振洲，天中历史文化
研究所教授郭超等对剧目进行了专业点评。编剧
陈超、导演王小更、作曲陈岭等主创人员谈了各
自的创作体会和感想。
张艺迪在座谈会上对《困拔贡》的成功演出表

示祝贺。他希望剧组的同志们按照专家们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充实提高，把这一剧目打

造成艺术精品，在挖掘和传承传统音乐文化方面
做出更大的成绩。张艺迪表示，学校将和地方加
强合作，共同努力，把繁荣驻马店传统音乐艺术
这一事业做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
应有的贡献。

宗教知识应知应会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

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
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
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中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与家人团聚。远在他
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中
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
息。中秋节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
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
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

《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
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
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
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
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
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
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
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北宋京师、八月十五夜，满城人家，不论贫

富老小，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在南宋，民间
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意。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自明清以来，中秋节
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
等特殊风俗。如今，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
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1.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
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我国宗教事务、宗教团体不受外
国势力支配。
2.我国实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
我国实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在普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进行宗

教教育。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3.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能信仰宗教
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共

青团员同样不得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学生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信教、不传教。
4.合法的宗教活动的条件
合法的宗教活动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场所合法，宗教活动应当在经过政府

核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经政府宗教事务所部门认可的场所进行；二是主持活
动的人员身份合法，宗教活动必须有宗教团体认定的教职人员或符合规定条件的
人员主持；三是宗教活动内容合法，不得影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不得
损害公民身心健康。
5.大学校园宗教活动 " 四严禁 "、"两不得 "内容
大学校园中不允许宗教活动（神学院除外），具体规定是 " 四严禁 "、" 两不得

"，即：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方针，严禁在教学活动中传播宗教，严禁在

学院举办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成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严禁学生参加非法的宗教组
织和宗教聚会活动；不得开设带有传教性质的课程，不得组织学生到宗教活动场所
开展教学和实践活动等。

6.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干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严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散布和宣扬有神论，严禁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

和国家宗教政策、法规的怀疑和不满。
7.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是违法的
基督教徒私设聚会点是违法的，必须依法进行处理。
8. 坚决拒绝、依法制止附加宗教条件的境外资助

外国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和开展宗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