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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级的新同学们，经历高考，你们终于在这

个秋季跨进了北方工业大学这座梦想学府！初来乍

到，大学对于你们充满着神秘与新奇，大家一定迫切

想了解这个你们即将生活、奋斗的地方，下面请允许

小编带你一起游工大，揭开这里神秘的面纱。

我校共有五座教学楼，从南到北依次陈列在学校

的中心路上。高低不同，大小各异，且每座教学楼都

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蕴藏着不同的文化气息，值得

我们每一位学子为之骄傲，为之动容。

我校最具“权威”的第一教学楼，坐落于学校的

中心地带，里面有各级校领导办公室及各个相关部门

的活动指挥中心，全校的重大决定基本上都是从这里

发出去的。与大家最为相关的还属一教东侧的教学服

务大厅，它是学校教学信息的发布中心，也是为每位

同学提供教学服务的基地。大学四年，同学们打印成

绩单、选课、退课都少不了与之接触。除此之外，计

算机网络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医药费报销室等等与

学习、生活有关的部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当然，

我们亲爱的校报办公室也位于其中，掌管校报运行的

各个环节。

在学校的南端，是彰显学校活力的第五教学楼，

没有人能够忽视它高大的身影。五教是最能体现学校

“文理兼容”特色的教学楼，这里有文法、思政的办

公处，有模拟法庭、有语音教室，还有许多理工科的

实验室，包括闻名遐迩的“城市道路交通智能控制技

术实验室”。

在“权威”与“活力”之间，便是充满学习气氛

的第三教学楼。在三教东侧，弧形的自习室内，时时

刻刻诠释着“博学笃志”的奋斗精神。同时，三教报

告厅每年举办的活动，更是吸引着每位学子，只要你

想秀出自己，三教永远欢迎你。

与校北门相对的是第二教学楼。二教是我校历史

最悠久的综合性教学楼之一，众多的小教室使得它在

各教学楼中“一枝独秀”，为班级内的同学交流和聚

会、各类考试等提供了理想的场地；此外，二教西侧

的“文化礼堂”也为各个社团之间的交流、迎新提供

场所。与五教的高大相比，二教用它的深厚底蕴见证

着北方工大的成长。

为学校镇守北方的是第四教学楼。依傍在四教主

楼之畔的钢铁走廊，不仅为东楼增添了艺术气息，更

象征着我校学子的铁骨铮铮。四教主楼是全校最高的

建筑，站在最高层可以俯瞰北方工业大学的全貌。主

楼里各式各样的建筑模型，彰显着它的智慧与力量。

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那图书馆可以说是北方工

大最有力量的建筑。图书馆一层是报刊阅览室、书库

和电子阅览室；二层是借阅大厅、借还书服务台 , 也

是图书馆的入口；三层是新书阅览室；四层是科技阅

览区和建筑阅览室；五层是经管和语言阅览室；六层

是文史和政法阅览室；七层是科技阅览室。每一层，

都为学生提供了舒适的阅读与学习空间；在图书馆中

随处可见图书查询机，让你在书海当中准确定位你想

要的那本的“经纬度”。图书馆东侧的报告厅，是全校

举办盛大晚会的地方，各种精彩都会在这里为你呈现。

都说“看病难、看病贵”，可到了咱们北方工大

的校医院，这些都要被重新定义。一般常见病，持学

生证和病历手册挂号看病，医药费直接减免 80%；若

是其他病需要到大医院进一步诊疗，可先至校医院办

理转院手续，同样也会节省一大笔开支。身体一直健

健康康固然是好，但若不得不与病痛作斗争时，不要

忘了，有咱校医院在背后守护着你。

翻越了书山，游过了题海，大学里的社团为大

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让大家得以施展拳脚，

真可谓令人“心向往之”。校报、学生会、艺术团，

意气风发，挥洒才华；学习、艺体、实践等各类社团，

各展其能，使人乐在其中。社团，不仅可以使大家

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也可以跳出“院系体系”，接

触到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同学，结交更多的朋友。

但要在社团活动中有一番作为必然要投入一定的时

间精力，同学们一定要平衡学习与社团活动之间的

关系，不可顾此失彼。

每当夜幕降临，北方工大的校园内总会出现一

批批提着浴筐、趿着拖鞋的人们——没错，他们

就是传说中的“洗澡党”。浴室开放的时间是周一

至周六晚 15：00——22：00，周日休息。笔者就

曾在周日时全副武装冲向浴室，在紧闭的大门外

徘徊许久，最后幡然醒悟，在路人“惊异”的目

光中尴尬地原路返回。此外，还要提醒大家注意

的是，洗澡不要去得太晚，每晚十点浴室关门之

前都会响铃提示，洗澡慢的同学要抓紧时间“结

束战斗”，不要等到顶着满头满脸的泡沫却无水可

用时才追悔莫及。

说起咱们学校里最年轻的楼宇当属学生综合服务

楼了，2013 年 9 月份才投入使用。笔者仍然记得初

入学的时候，原小广场只是一片被高墙围住的空间，

而今的服务楼可是一片新天地。

学生服务楼总建筑面积近 13000 平方米，共计 5

层，其中地下 1层为教职工餐厅，所以大家吃饭的时

候，如果在这儿碰到老师千万不要惊讶。地上共 4层，

其中一、二层为学生基本伙食堂，引进了先进的智盘

餐饮快速结算系统，是其他食堂所无法比拟的。同学

们可以自选喜欢的菜品、主食，一起结算，这大大提

高了同学们打饭的速度。三层为学生服务中心，校团

委、武装部、心理咨询、勤工助学等各个学生口职能

部门都在这里采取了大厅式服务，方便同学们解决学

习生活中的各种的问题。三层的大厅设有座椅，已经

成为学生自习和晨读的好去处，还有免费的饮品提供。

四层是学生文化活动的中心，这里建有多功能厅，举

办大型文艺演出活动，还不定期的放映电影。此外，

这里还有多个学生活动室，方便学校舞蹈队、话剧队、

合唱团、主持人队排练节目。学生服务楼可谓功能齐

全，设施齐备，从吃到学，从练到演，不用出楼门就

能满足同学们各种需要，相信新生同学们今后也一定

是这里的常客。

综合楼前的小广场自建成后，当仁不让地坐上了

我校学生露天活动场所的第一把交椅。 白天，人来

人往，熙熙攘攘。夜晚，拉风的滑板与轮滑，散步、

纳凉的人们，让小广场依然热闹非凡。小广场与毓秀

园连通，一面是现代的宽阔广场，一面是清幽的苍松

古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来到北方工大，不要打开电脑就直奔 DOTA、

淘宝，要时常记得看看我们的校园网。在校园网首

页上，“综合新闻”会第一时间报导校园内的大事小

情，“通知公告”会传达各类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信息。

这些新闻与公告总会不定期更新，建议经常去看看，

掌握第一手资讯。此外，校园网上还有很多有价值的

信息：在“学院设置”中，各学院会将近期的动态更

新到学院网站上。在“人才培养”中，选课、查询成

绩等教务相关事项都要在“教学信息网”上完成，课

程通知、课件及网上作业都离不开“多模式教学网”，

大英网上的“大英在线”里有许多的经典电影。在“校

园文化”中，“学工办”、“团委”等组织的网站可以

为大家提供学生工作和团委及其团学组织方面的重

要信息，及相关规章制度和心理健康教育。在“图书

馆”中，同学们可以查看海量电子资源、观看学术视

频以及查询图书馆书目等。学校会在以后会针对选课

系统、作业系统和图书馆系统等的使用对同学们进行

专门培训，使大家的大学生活更加便利，充实。

（宋宣燃 黄庆庆 崔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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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工业大学校报为我校党委宣传部主办，于 1992 年创刊，

前身名为《北方人》。现为对开四版双旬报，主要面向全校师生发放，

并与外校校报相互交流传阅。22 年来，校报一直兢兢业业地担起

传播北方工大校园文化的重任——汇总学校的大事要闻，品评社

会的时事民生，呈现校园的精彩活动，铭刻学子的心路历程……

在积极为学校和学生服务的同时，校报也为我校争得了多项荣誉，

曾在全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选和北京市高校校报好新闻评选中斩

获的奖项更是不胜枚举。

那么，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校报这个充满凝聚力的团队是如

何高效运转的呢？

目前，校报划分为六大部门：记者团，编辑部，美编部，摄

影部，发行部，企划部。

记者团是校报的动力炉，主要负责提供新闻稿件，以及每期

选题的编写，亦能负责专门采访。他们的生花妙笔是校报稿件的

主要来源。这个大组织能提高个人写作水平，开阔眼界，更能锻

炼个人采访能力，提高自信心。

编辑部如同中枢系统一样的存在，主要负责审核归纳。进入

编辑部会带来关于审核文章方面的锻炼，更能提高个人的文学品

味，积累关于编辑工作的经验。美编部主要负责每期报纸图片的

筛选，PhotoShop，InDesign，版面调整工作。选择美编，也就

选择了提高自身审美能力和图片处理能力的部门。文字编辑与美

术编辑的职责是将来稿统一整合、校对、排版，是衔接“文字”

与“报纸”的桥梁，也是把稿件“原材料”精心烹饪成一桌桌“饕

餮盛宴”的大厨。

摄影部的摄影师们负责扛着专业范儿的“拍照神器”奔波于

各大重要会场、事件之间，用手中的镜头巧妙地捕捉下校园里的

精彩瞬间，为校报的新闻报道锦上添花。

发行部则是连接校报与读者的重要纽带——将刚刚印制出来

且凝聚着整个团队心血的一张张精美的报纸，迅速及时地发放到

老师和同学的手中。他们负责每一期报纸的分发工作，看似简单

实则是非常重要的部门，校报在学校里的传播得归功于发行部的

不辞辛劳。

企划部掌管着校报的各项活动，如春游秋游、年度颁奖晚会等，

尽心竭力地为同学们服务……进入这里不但可以参与各种活动的

策划讨论，制定各种出去玩的方案，更可以出去走走，锻炼身体！

每学年伊始，校报都会开展招新活动，期待着才华横溢的工

大学子加入。在这里，你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亦可以设

计出精美绝伦的版面，拍摄出唯美梦幻的图片……校报，对内是

莘莘学子的生活引路者，对外是北方工大的新闻发言人。现在，

校报这扇窗也为你打开，只为让整个北方工大看到你的文采飞扬！

北方工业大学校报招新已经开始，欢迎各位同学加入校报大

家庭！

报名方式：

发送“姓名 + 学号 + 联系方式 + 意愿加入的部门”至校报官

方平台。

1. 关注并私信新浪微博“北方工业大学校报”；

2. 关注微信平台“北方工业大学校报”（xbncut），并私信之；

3. 发送信息至校报公共邮箱：xbncut@126.com；

4. 校报拟定于九月底启动迎新工作，届时可于学生活动广场

直接报名。                             （崔潇宇  宋宣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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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到来，2014 级的新生将正式成为北方工大的一员。北方工

大可以说是美食云集的好地方。学校目前有 10 个食堂，包括基本伙一、

二、三食堂，风味四、五食堂，清真食堂，国教餐厅，意浓西餐厅，

学生餐厅，以及教工食堂。接下来，身为一枚吃货的小编，将为大家

网罗学校美食。现在，开启你的“乐享美食”模式，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美食之旅。

★ 简单大方，物美价廉的基本伙食堂

基本伙一、二食堂位于学生服务楼一、二层，三食堂位于国际教育

中心大楼一层，九公寓旁，紧邻小操场。

“基本伙”，顾名思义，是为了保障基本的餐饮供应。所以，宽敞明

亮、价格公道的基本伙食堂备受工大学子的喜爱，里面的菜肴也是百吃

不厌的“标准配置”——如酸酸甜甜的西红柿炒鸡蛋，清清爽爽的香辣

土豆丝，香味浓郁的酱鸡腿……可以说只要你想到的家常菜，这里都有。

各种面食，点心也是你不容错过的。酷热盛暑，在食堂你还可以吃到冰

镇西瓜，新鲜的西红柿、黄瓜等果蔬，特色凉菜会让你回味无穷。

除此之外，食堂的硬件设施也是一流的。一、二食堂配备自动付款

机，挂式高清电视。如果赶上盛大赛事，一、二食堂还会延长开放时间，

为大家提供观看赛事的场所。就像今年巴西世界杯，小伙伴们坐在一起

看球赛，一起欢呼，一起喝彩。这酷爽，简直无法想象！

★ 菜系四方，地道美味的风味食堂

风味四食堂位于国际教育中心大楼二层，五食堂位于学生服务楼南

侧，紧邻四公寓。

风味四食堂集结各地风味美食，你可以吃到云南的过桥米线，杭州

的小笼包，陕西的特色面点等等的地道小吃。为什么四食的同学总那么

多？因为想在一堆喜欢吃的东西中选出一个最喜欢吃的，真真要费上一

番脑筋。风味五食堂当然也毫不相让，这里有自己的招牌，不管是瓦罐

料理，卤肉盖饭，素炒拌菜，还是麻辣烫，刀削面……没有你想不到的，

只有你还没有品尝过的！无不让人大快朵颐。呼朋唤友来这里品尝美食，

那是赞不绝口。

★ 民族风味，好吃不贵的清真食堂

清真食堂位于学校的家属区，教学服务楼东面。清真食堂和普通食

堂一样，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继承以往传统，在为回民同学们准备了丰盛的清真餐之外，也逐渐

发展出各种特色美食。这里的占地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食堂细心地为

回民同学开辟出一片属于同乡的“小天地”：回民同学专用的就餐位，

大家可以共同聊天、吃饭，让回民同学在异地他乡也能够找到一群好朋

友，感受到别样的温暖。此外，这里的菜色也算是重量级的，紫米馍馍，

鸡丝面，大块牛肉饭……道道都是分量十足，并且价格相对合理。小编

每次到这里都是与小伙伴同吃一份饭，这样还是会吃的很撑。如果你是

大胃王，不妨来这里挑战一下！

★ 星级享受，赞不绝口的国教餐厅

来到北方工大，没有在国教吃过饭可以说是你的损失。国教餐厅位

于国际教育中心大楼三层，是一家服务一流、菜色一流的学校餐厅。国

教餐厅是学校宴客的首选地方，平时也是对学生开放的。国教餐厅的饭

可说是以精巧，细致，口感佳而出名的。在晴朗的早上，到国教餐厅吃

早饭，小笼包，肉夹馍，油条，豆腐脑，炒肝，炒饭，茶叶蛋……丰盛

的早餐会让你眼花缭乱，再加上各种小菜。小编常会订几个闹铃，只为

早起吃上国教丰盛的早餐。在这里吃上一顿早饭，会让你深深地体会到：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在中午和晚上到这里吃饭，餐厅会免费提供大米

粥或者酸辣汤，不同热菜、凉菜同样会让你“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 花式美味，聚会首选的学生餐厅

学生餐厅，位于综合服务楼二层，紧邻四公寓和校园超市。学生餐

厅的布局还有点餐的方式都与饭店一样，同时还设有雅间。在这里，我

们可以品尝到口味独特的家常菜，还有烤串、烤鱼、麻辣香锅等美食。

此外，这里的炖菜味道十分不错，是这里的特色菜。在菜单上有时会更

新菜品，或者人气菜，这些菜都是值得一试的。这里的美食品种多，色

味俱全，服务和饭店完全一致，同学聚餐、朋友聚会大部分都会来这里。

人均下来约有 30 元，可以说是经济实惠。

★ 异域风情，小资情调的意浓西餐厅

意浓西餐厅位于学生服务楼一层，与五食堂相对。在这里，你可以

体会到异域风味，学校的留学生朋友们常在这里聚会。邀三五密友闲坐

小叙，亦可点上一杯香浓的咖啡静坐独酌，在恬淡浪漫的氛围里，听西

式烤肉、意大利面与刀叉的窃窃私语……这里的披萨，汉堡，意大利肉

酱面，菠萝炒饭都是经典美味。悠闲的就餐环境，细心的服务，会让你

感受到一种小资情调。相信美食的照片已经让你口水直流了，那就快到

餐厅逛一逛吧。              （芦岚  崔潇宇/文  杨奕辰 李然/图）

执笔论天下  校报聚英才

（芦岚  崔潇宇/文  杨奕辰 李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