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诗画里  食水云间”
第十九届饮食文化节

寝室文化节活动 第三届学生冰上趣味运动会

“舞蹈风暴  王者较量”  
   校园舞蹈大赛

“音你而声”金话筒
主持人大赛

“器”逢对手
乐在其中  器乐大赛

“与声俱来 音你而在”
校园十佳歌手大赛

“礼承古韵 仪表新世”
礼仪模特大赛

肩负时代使命 启航艺术青春

这个冬天，饮食文化节带着多样

的美食和精彩的活动再次归来。本次

饮食文化节由校团委、后勤管理处共

同主办，饮食服务中心、校学生会联

合承办，历时 23 天，共有水果拼盘

大赛、学生烹饪大赛等八项活动。

“果色果香”水果拼盘大赛环

节中，各式各样的新鲜水果在同学

们的手下变得姿态万千。最佳窗口

和“招牌菜肴”美食评选活动在格

致园、子衿园、丽泽园三个食堂同

时开展。食堂各窗口精心准备的招

牌菜肴摆放在展览桌上，同学们排

成长队有序进入美食品评区进行品

评。在学生烹饪大赛环节中，来自

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各施所长，烹制

体现多元文化的美味佳肴。

最终，政府管理学院团队获得一

等奖，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软件学

院团队与数据科学与技术学院团队获

得二等奖，现代农业与生态环境学院

团队、电子工程学院团队和生命科学

学院团队获得三等奖。

本次活动有助于同学们加深对

饮食文化的认识，为广大同学提供

了一个锻炼能力、展示个性的平台，

对形成良好的校园饮食文化氛围有

促进作用。

 为了丰富学生的寝室文

化生活，促进寝室成员之间

团结互助，构建和谐校园，

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营

造安全、卫生、文明、和谐

的育人环境，机电工程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中俄学院、

西语学院举办 2019 年寝室文

化节活动。

 在寝室文化节活动中，

参赛选手介绍了寝室成员并

分享了他们的生活故事，一

张张温馨的照片，一个个点

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室

友之间的情谊和同学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选手们以寝

室为单位进行才艺展示，通

过合唱、小品等多种表演形

式，表现出各自独特的寝室

文化。他们精彩的演出，引

来了阵阵掌声，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通过各个环节的

层层选拔，各学院最终评选

出获奖的优秀寝室。

 此次寝室文化节丰富了

同学们的寝室文化生活，展

现了同学们积极健康的精神

风貌，引导同学们热爱生活、

热爱校园，建设文明健康、

积极向上的寝室，营造良好

的寝室氛围，提高寝室安全

卫生意识和团队精神，共创

温馨和睦的寝室环境，加强

了校风建设。 

 为深入开展“百万青少年上

冰雪”和“三亿人参与冰雪”活动，

全面增强大学生身体素质，进一

步推动黑龙江大学冬季体育运动

的发展，我校举行了第三届学生

冰上趣味运动会。

 简单的开幕式后是我校特色

冰雪体育项目和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表演。雪地球、越野轮滑方队

精神抖擞，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独

特魅力的满族冰嬉表演将现场气

氛一度推向高潮。

 表演结束后，比赛正式开始。

这次运动会的项目分为冰上接力

( 团体 )，20 米往返跑（团体），

蛇形绕柱，冰壶投准 ( 团体 )，拨

球过桩，单脚支撑，冰爬犁和跑

冰八个项目。在 20 米冰上接力往

返跑团体项目中，选手们奋力向

前并快速折返。在 30 米跑冰个人

比赛项目中，每一位滑冰高手都

熟练运用着高超的滑冰技巧。冰

爬犁项目中四人为一组，分别坐

在冰爬犁上。面对种种突发情况，

选手们没有慌张，沉着地调整方

向，控制速度，继续比赛。

 尽管寒风凛冽，但按捺不住

黑大青年的炽热之情，掩盖不了

黑大青年的拼搏之心。一首冰与

火之歌唱响了黑大学子的激情，

让他们的青春活力在冰雪天地里

尽情释放。 

12月 15日，由校团委主办、

校学生艺术团承办的校园舞蹈大

赛在音乐厅举办。绚丽的舞蹈，

璀璨的灯光，各参赛队伍的表演

精彩纷呈、各有千秋，用充满青

春活力的舞姿给观众带来一阵阵

视觉上的冲击与享受。旋转的舞

步伴着动感的音乐，舞蹈的韵味

与欢快明朗的现场气氛让音乐厅

成为一个青春闪亮的舞台。

街舞战队带来的《十面埋伏》，

将中国风与炫酷的街舞巧妙融合。

留学生战队演绎的俄罗斯舞蹈《卡

林卡》，体现了俄罗斯年轻人对

美好爱情的憧憬。金鲁宁的《飞

行》洋溢出舞蹈带来的青春活力。

肖悦编舞《Look At Her Now》碰

撞出绚丽火花。

经过激烈的角逐，新闻传播

学院刘子鉴荣获冠军，信息管理

学院肖悦、电子工程学院赵也赫

获得亚军和季军。中俄学院林楷

熙、法学院闵依然、电子工程学

院王硕等获得“十佳舞者”称号。

民族民间舞战队获得团体组一等

奖，古典舞战队、留学生战队获

得团体组二等奖，两组街舞战队

获得团体组三等奖。

校园舞蹈大赛的圆满举办，

激发了同学们追求热爱、追逐梦

想的热情和信心，为校园文化增

添了生机与活力。

欢歌笑语，追逐梦想；多彩校

园，闪亮青春；魅力主持，初显锋

芒 ；喜悦盛开，济济一堂。11 月

27 日晚，第十八届“金话筒”主持

人大赛在音乐厅拉开了帷幕。自 11

月 3 日火热开赛以来，经历初赛、

复赛的激烈角逐，共有 16 名同学

脱颖而出，成功进入决赛。

比赛开始前的动感舞蹈点燃了

现场的气氛。接下来是“黄金搭档”

环节，参赛选手根据赛前抽签顺序

两两搭档，为观众们带来精心准备

的模拟主持节目。在普通话大测试

环节中，16 名选手依次上台进行针

对词语、多音字辨析和绕口令的测

试。配音环节更是掀起了比赛的小

高潮，四组选手带来了多部经典动

画的配音秀，他们惟妙惟肖的表演

赢得了台下同学们的赞扬和掌声。

在最后的“即”限 90 秒环节中，

各位选手以过硬的主持技巧和可圈

可点的应变能力为现场观众呈现了

一场视听盛宴。

最终，新闻传播学院龚嘉欣和

赵千慧、西语学院于子轩脱颖而出，

分别获得了校第十八届“金话筒”

主持人大赛的冠亚季军。

本次活动的举办，加强了学风

建设，营造了积极向上、健康文明

的校园文化氛围。

12 月 11 日，我校音乐厅里丝

竹阵阵、琴声悠扬。琵琶、竹笛、

钢琴等各色器乐汇集一堂，你方唱

罢我登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不一样的乐器却带给大家同样美

妙、和谐的享受。由校团委主办 ,

校学生艺术团承办的校器乐大赛，

经过海选、初赛的激烈比拼 , 最终

有十五组选手进入总决赛。

选手张悦馨带来笙独奏《傣乡

风情》, 传统的民族乐器演奏出独

具韵味的民族风情，张雯则带来一

曲琵琶独奏《霸王卸甲》, 赋予了

舞台更多青春的活力。第二轮的团

体赛中 , 由李东旭、于楠等带来的

《战马奔腾》把我们带到了祖国边

疆的辽阔草原上；由兰天阳、周玮

等演奏的《爱尔兰小调》则以悠扬

的旋律展现出西方民族浓重的生活

气息及浪漫风情。

经过激烈的角逐 , 来自艺术学

院的张雯获得个人组一等奖 , 新闻

传播学院的翟海滔和艺术学院的周

玮获得个人组二等奖 , 水利电力学

院的姜沣哲等七人获得个人组三等

奖 ; 二胡齐奏《战马奔腾》和管乐

五重奏《爱尔兰小调》获得团体组

一等奖 , 笙齐奏《冬猎》获得团体

组二等奖 , 钢琴竹笛合奏《绿野仙

踪》及钢琴小提琴合奏《一步之遥》

获得团体组三等奖。

“器逢对手 • 乐在其中”校第

三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器乐大赛

的圆满举办 , 为黑大学子提供了一

个展现才艺的舞台,营造了“向真、

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静静的按下电源开关，屏

幕的色彩越来越亮……”伴随

着优美的歌声，由校团委主办、

校学生艺术团承办的校园十佳歌

手大赛在音乐厅进行总决赛。由

12 位战队导师演唱的《光之翼

+lion》燃爆全场，节奏鲜明的音

乐迅速将观众带入现场氛围。李

昊展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用低沉细腻的嗓音唱出了父亲深

沉的爱和时光的冉冉流逝。党一

点带来的《梦里花》，驱散了追

梦路上的迷惘和彷徨。苏国彬带

来的蒙古民歌《莫尼山》，使一

幅鲜明的图画在人眼前铺展开

来。韩晴用她精妙的演唱技巧为

我们带来的《盛夏光年》，使人

久久不能忘怀。

经过两轮决逐，最终信息管

理学院韩晴荣获本次比赛的冠

军，新闻传播学院郭放、东语学

院陈薪羽获得亚军和季军。艺术

学院熊彬、中俄学院李上、现代

农业与生态环境学院陈念洲、新

闻传播学院苏国彬、东语学院党

一点、哲学学院周凡祺、艺术学

院孟庆尧获得“十佳歌手”称号，

其中李上荣获最佳人气奖。

“与声俱来 • 音你而在”校

园十佳歌手大赛的圆满举办，

为我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热爱

音乐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

我、互相切磋的平台，同时营造

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丰

富了校园文化活动，展现出了黑

大学子的青春风采。

伴随着耀眼的灯光与炫酷的

音乐，由校团委主办，校学生艺

术团、校礼仪模特社团承办的礼

仪模特大赛在活力四射、青春洋

溢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此次活

动历时 35 天，共有 21 个学院的

近百名同学参加比赛，最终有

20 名选手进入总决赛，为广大

师生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总决赛分为时代更迭秀、风

韵旗袍秀、热辣泳装秀、典雅礼

服秀四个环节。第一轮选手们身

着各个朝代的经典服饰展现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第二轮

女选手身着旗袍，搭档的男选手

身着中山装，尽显民国风情；第

三轮选手们身着泳装，展现了大

学生的青春活力；第四轮选手们

配以端庄典雅的晚礼服与西服，

以优雅的仪态引得现场掌声连

连。

来自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

刘源和古丽巴努获得冠军，新闻

传播学院的刘昀杭和盛雨欣获得

亚军，艺术学院的王雨晨与电子

工程学院的田佳琪获得季军，经

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菲罗兰等

14 名同学获得最佳礼仪奖及各

单项奖项。

我校第三十二届校园文化艺

术节礼仪模特大赛的成功举办不

仅活跃了校园气氖，更丰富了广

大同学的课余文化生活，为同学

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展现了黑大青年的靓丽青春，坚

定了黑大学子的逐梦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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