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又是一年绚烂的夏季，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有一群好同

学好伙伴即将分离。斗转星移，弹指之间，那些在一起努力

的岁月如同白驹过隙般悄然从指缝溜走。

一起走过的几年，北京开放大学秉承“学有所教，有教

无类”的办学理念，践行“服务终身学习，引领开放教育，

成人学习之美，助力职业发展”的使命，遵循“好学力行，

弘毅致远”的校训，为培养具有自主学习和自我发展能力，

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而努力。

一起走过的几年，学校致力于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

首都人民满意的新型大学”，积极采取多样化手段，利用现

代化网络媒体，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努力服务好每位学生。

一起走过的几年，我们一同参与了“奔跑吧，同学”大

型真人秀活动、微信摄影大赛、优秀学生评选、校园卡拉OK

歌唱比赛、书画大赛、学位授予仪式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收获了累累硕果。

近期，我们组织进行了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校园活动展播

评选活动，呈现在这里的是近年学校和系统教学单位组织的

部分特色学生活动，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前言

北京开放大学
优秀校园学生活动展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又是一年毕业季，

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个熟悉的场景。

课堂上，同学们吸收书本精华，

分享专业知识，渴望收获。

课堂下，同学们畅谈远大志向，

品味多彩人生，心怀梦想。

毕业在夏季这个最美丽的季节，

带给人的总是最美好的期望。

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有你，有我，让我们记录下这一次次美好的校园生活。

这精彩纷呈的一幕幕，

都是你们留给母校和老师的最美好回忆！

亲爱的同学们，

让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恩告别这一刻。

让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

期待新的开始。

梦想在前方，青春不散场！

结语

北京开放大学
优秀校园学生活动展



北京开放大学
2016 年优秀学生表彰暨
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北京开放大学

6 月 4 日上午，北京开放大
学隆重举行 2016 年优秀学生表
彰大会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近 300 人参加了仪式。学校对获
得 2015 年度北京开放大学吴晗
奖学金、华夏银行奖学金以及优
秀毕业生获奖代表进行了隆重表
彰，并为 2015 年获得学士学位
的学生代表颁发了学士学位证
书。黄先开校长向获得表彰的优
秀学生和获得学士学位的同学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会上，专业责
任教师陈岩副教授、西城分校工
商管理专业张紫薇同学分别代表
教师和优秀学生在会上发言。学
生亲友也参加了仪式，场面温馨
感人。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为树立优秀学生榜样，提高在校生学习
热情，搭建毕业生与在校生交流学习经验，
分享学习成果的平台，我校于 2016 年 6 月在
“北京开放大学学生之家”微信公众号上开
展了“观看毕业季专题、写开大学习感言”
的毕业季网上专题学生活动。共有 9 个教学
单位，1200 名学生参与，访问量达到 14868
人次。7 月，北京开放大学 2016 年毕业季专
题学生活动圆满结束。经评审，共评选出教
学单位组织奖 5 名，学生个人评论奖 140 名。

“观看毕业季专题、写开大学习感言”
   毕业季网上专题活动

北京开放大学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为展示我校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增
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校在“北
京开放大学学生之家”微信公众号上开展了“我
的大学”摄影比赛活动。共有 12 个教学单位，
1 个校内学院，8623 人次参与活动，上报学生
作品 687 个。经评审，共评选出教学单位活动
组织奖 9 名，学生优秀作品奖教学单位组 20 名，
专业组 32 名。广告专业、艺术设计专业和表演
专业获奖学生还获得了专业替代实践环节学分
奖励。

“我的大学”微信摄影比赛

北京开放大学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为配合我校首届燕京奖教金评选活
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营造爱岗敬业的校园氛围，传递正能量，
凝聚精气神， 2016 年 6 月 -10 月，北
京开放大学在全系统内开展了“鲜花献
给您——我心中最美的导学教师”微信
投票评选活动。本次活动共有 28 个分
校、56 名导学教师参与投票评选活动。
共计收到投票 30 余万张，评选出一等
奖 9 名，二等奖 18 名，三等奖 15 名及
优秀奖 14 名。设计制作完成《守望梦
想——北京开放大学首届燕京奖教金获
奖导学教师事迹汇编》，并将优秀事迹
在学生之家微信公众号上以专题的形式
推出，反响良好。

“鲜花献给您 - 我心中最美的导学教师”   
   微信评选活动

北京开放大学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奔跑吧，同学”是东城分校主办的大型系列户外真人秀活动。活动以不
同主题开展了四站，分别为“顺义站——践行核心价值观，传递青春正能量”；
“东城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承国学之经典文化”；“平谷
站—传承国学文化，跑出青春悸动”；“东城站——积淀国学底蕴，提升文化
素养（元旦特辑）”。活动还将会在开大系统其他院校继续进行下去。

此项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提升了同学们的综合素质，更有
助于在开大学生中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铸牢同学们的精神支柱，
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中进一
步深入人心。

东城分校

大型系列真人秀“奔跑吧，同学！”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2017 年 5 月， “朗诵者——讲述身边的故事”活动在北京开
放大学东城分校拉开帷幕。共有百余名同学参与了此次活动。活动
分为朗诵赛与才艺赛两个环节。在朗诵赛环节中，共分三队，每队
三人，每队所朗诵的内容需包含：我的故事、我的校园、成长之
歌三个部分。比赛最终共评选出个人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团体奖
一二三等奖各一名。

东城分校

朗诵者——讲述身边的故事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为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以立德树人为导向，朝阳分校从
2013 年开始，规范学生活动组织工作意见，制定学生活动奖励办法，举办
了一系列学生校园文化活动。

2017 年 5 月，朝阳分校在校体育馆举办“舞动青春”第五届成人大学
生卡拉 OK 比赛，全校本、专科学生共计 60 多人参加。经过激烈的初赛、
复赛，10 名优秀选手进入决赛。最终决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
奖 4 名。此次比赛充分展示了朝阳分校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活泼、蓬勃向
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朝阳分校

  朝阳分校举办
“舞动青春”第五届学生卡拉 OK 比赛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2016 年 5 月 21 日，石景山分校携手石
景区业余大学共同召开了创新创业教育启
动大会，以崭新的教学模式为两校学员上了
一堂生动体验课。启动大会上，学校号召学
员除注重专业学习外，更要注重培养个人创
新意识及提升自身各方面的素养，以适应社
会发展新形势。

随后，石景山分校教务处朱国庆主任发
表了题为《追逐梦想，扬帆启航》的创新创
业教育演讲。大会结束后，与会的领导、师
生都给予这次活动很高的评价。

石景山分校

追逐梦想 扬帆启航
——石景山分校创新创业教育启动大会开幕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为弘扬民族文化，活跃校园文化气
氛，提高我校广大师生的书法绘画摄影
水平，展现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平谷分校于 2015 年 4 月 -6 月举办了师
生书画大赛。

活动历时 2 个月，经过有效动员、
严谨设计和有序组织，共有 80 多名师生
参加大赛，收到书法类、绘画类、设计
类作品 104 件。经过专家评审，共选出
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
组织奖 2 名。大赛结束后，对评选出的
优秀作品进行了展示和表彰。

平谷分校

平谷分校第一届校园书画大赛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2016 年 11 月 26 日，房山分校隆重举行 2016 年国开奖学金、优秀毕业生、微信征文个人
评论优秀奖颁奖暨毕业典礼。学校领导、获奖同学、16 秋毕业生及导学教师出席仪式，典礼
由教务处主任苏华主持。

房山分校顾春森校长对获奖的同学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学习和工作
上继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对顺利完成
学业的毕业生们表示祝贺，并对他们提
出了殷切的期望。

获奖学生和优秀毕业生代表分别讲
述自己在北京开放大学房山分校的学习
感悟。他们纷纷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在
今后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利用所学知
识为房山区经济建设服务。

房山分校

房山分校召开 2016 年颁奖暨毕业典礼



2016 年 6 月 26 日上午，由门头沟分校学生会发起组织，校方统筹协助举办的大型活动“门城湖健
步走比赛”在门头沟永定楼下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报名参赛选手 76 人，但实际参赛队伍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所有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意
气风发，彰显了门头沟分校激扬青春，锻炼健康体魄的精神。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学习基础不同的成
人学生们，在徒步中欣赏到了美景，加深了同学友谊。途中，
一些活泼的孩子和银发的老者也积极加入，为健步走活动增
添了更多健康的气息。

这次活动是门头沟分校学生会成立以来，学校和学生会
组织的首次较大规模健身活动 , 旨在营造朝气蓬勃、团结向
上的校园风气，丰富学生业余生活，将北京开放大学门头沟
分校打造成一所充满活力的
成人高校。

门头沟分校

健步门城湖 激扬青春梦
——门头沟分校学生会举办大型健步走活动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2015 年 11 月 27 日，北京开放大学密云分校和西城分校共同开展学生校际合作活动。 活动中，两
校学员深入密云县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蔡家洼村，参观了蔡家洼村工业园区和农业生态园、幼儿园等。
通过实地走访，了解了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经
验、问题与解决方案。 

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学生们对行政管理课
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为完成最后的社
会调查报告积累了坚实的素材和资料。同时，
密云分校与市校、兄弟分校教师开展交流合作，
共同探讨在校学生的需求；对实践环节指导的
经验与问题进行总结思考；如何加强行政管理
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此次校际合作活动为
各分校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提供了有益尝试。

密云分校、西城分校
共同开展学生校际合作活动

密云分校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自 2011 年成立至今，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学生通过竞聘活动加入顺义分校学生活
动中心。学生是活动中心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正是因为他们的倾情参与，发挥主观
能动性和积极性，使得校园课余生活丰富多彩。

此次活动分为竞聘演讲和无领导讨论两个部分。由工作人员为竞聘学生分组，并
给出案例，15 分钟后派代表总结陈述。会后，根据招新竞聘的情况，由提问组汇总，

选拔出各部人选并公示，择日在学
生活动中心全体会上宣布结果，发
放聘书。通过竞聘，提高了学生的
表达能力与个人基本素质。

此类招新竞聘活动，不但发挥
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使
校园课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同时
也为其他学生起到了表率作用，带
动其他同学积极向上。

顺义分校学生活动中心招新竞聘活动

顺义分校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西城分校学生在北京市 2015 年高等学
校学历继续教育大学生英语口语竞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会计专业专科学生杜利巧和
行政管理专业专科学生聂晓林均获得专业
组个人三等奖，会计专业本科学生刘雁程
获得本科组参赛证书。

成绩的取得与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师生们的辛苦付出密不可分，这既是对参
赛选手和指导老师全力以赴、精心备赛的
回报，也是学校多年英语教学与改革结出
的丰硕成果。

北京市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
大学生英语口语竞赛

西城分校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为了让更多的闲置书籍得到充分利用，宣武分校携手华博创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心扶智”项目倡议全校师生“捐出身边闲置的书籍传递给需要的人”，号召全体
师生为“爱心扶智”项目中的贫困孩子献出爱心。

宣武分校的领导和师生们对本次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校领导多次号召，询问
活动进展；师生们纷纷将家中闲置书籍带来捐赠，有的老师捐献了新买还未拆封的新
书，有的学生捐赠书籍太多，只能分次带到学校。学校将所收到的爱心书籍送交到“爱
心扶智”项目孩子们的手中。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爱心传递，知识传承”，留下一份温馨，书香永存，惠
泽后学，让更多的孩子从图书
中受益。此次图书捐赠活动让
图书发挥更大的价值，使更多
的贫困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宣武分校

为爱分享 共同成长
——宣武电大学生会 2017 春爱心捐书活动



北京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为了开辟直属学院与学生沟通互动的新渠道，丰富学生业余生活，
促进学院 2017 年春季招生工作，学院办公室于 2017 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组织了微信公众号第一期有奖竞猜活动。

此次活动共设计 5 道灯谜题和 5 道关于直属学院招生情况的问答
题，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11 日 -2 月 12 日，同时面对北京开放大学、
直属学院全体师生以及所有关注“北京开放大学直属学院”微信公众
号的用户开通答题。答题者通过该篇推送页面下方的“写留言”功能
发送答案参与活动。

直属学院将从参与答题的全部用户中抽取 15 名作为活动获奖者并
予以奖励。“北京开放大学直属学院”微信公众号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公布开奖名单、奖品及领奖方式。

直属学院

【有奖竞猜】正月十五闹起来
  ——直属学院微信公众号第一期有奖竞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