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旨在提高贫困大学生生存、交际、创新等综
合能力的“提高贫困生能力”项目 12 月 31 日
下午在君武馆报告厅举行启动仪式。

该项目为贫困大学生提供计算机培训、英
语培训、公务员考试等服务，组织贫困大学生参
加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对他们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
“提高贫困大学生”活动此前已在云南、贵

州、广西等省区的 8所高校开展，项目第一期已
于 2004年结束，在广西开展的重点对象是民族
师范类院校。目前开展的第二期从 2005年 7月
开始至 2007年 7月。（梁萍）

我校启动“提高贫
困生能力”项目

1 月 1 日，为期 5 天的“生活·
自然·诗意”美术作品展在广西区博
物馆拉开帷幕。

此次画展由广西大学、广西大
学设计研究院和西大学人画院主
办，共展出我校谭伟伦、黄健、温以
才、陈庆珠、梁文江、周华、闭理由、
饶涛、唐方文、陈丹、陈振强、叶萍、
海源、苏朗等 14 位教师 200 多件书
法和绘画作品，是高校教育工作者

与高校企业联手合作、为繁荣文化艺
术所做的努力，同时也是建设“文化
广西、和谐广西”的有效载体，对于
积极营造先进文化，推动校园文化发
展有着积极意义。副校长黄维义教
授及历届老领导们出席了开幕式。

期间，“陈庆珠风景画展”也在
广西区图书馆展出，这是陈庆珠老师
举办的第十二次个人画展。
（周婷婷 覃冠玉 /文 黄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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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中国学生动感
啦啦队健美操锦标赛暨 2006
年世界啦啦队大赛选拔赛，动
感啦啦队大学普通院校组，规
定套路第一名：广西大学！自
选套路第一名：广西大学！
……”

2005 年 12
月 29 日晚，以
“为北京奥运
加油喝彩”为
主题的 2005 年
中国学生动感
啦啦队健美操
锦标赛在中山
大学 銶梁 琚礼
堂落幕，我校健
美操队不仅获
得规定套路和
自选套路的两
项冠军，还获得
“最佳明星队”
称号。在个人方
面，教练黄梅被评为“最佳教
练”，队员王川、黄蕾分别获
“明星运动员”、“健康之星”
称号。让人欣喜的是，我校附
中在动感啦啦队规定动作中

学组同样摘得冠军，让人看到
了未来的希望。

本届大赛是中国大学生
健美操艺术体操协会举办的
一次有广泛影响力的赛事，代
表着中国校园啦啦队和健美

操最高水平。全国近 70 所大
中院校、上千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大赛分动感啦啦队、竞技
健美操、健身健美操、健康活
力健身操等 4个项目，每个项

目又分初中组、高中组、大学
普通院校组和大学专业院校
组等 4个不同级别。

据悉，各组别的冠军队将
有资格代表中国大学生、中学
生啦啦队参加今年 4 月份在

美国奥兰多举行的
“2006 年世界啦啦队
大赛”。

我校健美操队一
直得到学校的关心和
扶持，队员们也以集体
利益为重，正是这种团
结一致的凝聚力铸就
了我校健美操队新的
辉煌。

我校于 1986 年组
建首支健美操队，当年
便荣膺全国邀请赛第
四。1991年，我校健美
操队狂取首届全国大
学生健美操比赛团体
和 6个单项桂冠，并在

随后实现了辉煌的 “五联
冠”。成立 20年来，我校健美
操队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在历年的健美操大赛中从未
跌出三甲。（彭浩繁）

标题 1

我校啦啦队健美操
在全国大赛中喜摘三金

1月 4日，以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副司长郑增仪为组长
的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学校安全
工作检查组一行 3 人到我校
检查。检查组在君武馆第一
会议室听取了校党委书记余
瑾、副校长唐立照有关学校
安全工作方面的情况汇报
后，还实地检查了学生宿舍、
图书馆与学生食堂。

我校一贯重视学校的安
全稳定工作，把安全工作列

入学校安全文明校园建设和
推动学校改革、稳定、发展的
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建章立
制，强化长效管理机制；坚持
综合治理，齐抓共管，常抓不
懈；坚持建设与整改相结合，
不断优化校园安全环境。经
过多年努力，我校先后被评为
“自治区文明单位”、“广西
高等学校安全文明校园”、
“全国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先进集体”。

（兰北 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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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原教育部副部长张天保、教育部
办公厅副主任林士梁到我校调研，在唐纪良校
长、李继兵副书记陪同下实地考察了法学院、文
化与传播学院、图书馆及综合实验大楼。在君武
馆第一会议室张天保、林士梁还听取唐纪良校
长关于我校近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情况汇报，并
与校领导一起座谈高校热点问题。（兰北）

原教育部副部长
张天保到我校调研

我校举行“生活·自然·诗意”
美术作品展

广西国家助学贷款新闻媒体
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1 月 10 日下午，由自治区教育厅
主持召开的广西国家助学贷款新闻媒
体座谈会在我校君武楼第二会议室举
行。13家新闻媒体、驻邕 8所高校以及
中国银行广西区分行的代表出席了座
谈会，与会者主要就国家助学贷款工
作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管
理重点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教育厅车芳仁副厅长首先通报了
2005年我区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工作
进展情况。2005年我区国家助学贷款
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截止去年 12月 31
日，全区 32所自治区属高校的国家助

学贷款合同审批金额首次突破两亿
元，实际发放金额首次突破一亿元，实
现了“双过亿”，近 20000 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获得了帮
助。

会上，我校黄维义副校长介绍了
我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有关情况。到
2005年 12月 31日止，我校新增获得
国家助学贷款学生 3657 人，获得审批
合同金额 5497.7万元，实际获得贷款
发放金额 2460.3万元。获审批金额及
实际发放金额均占全区总额的约四分
之一。（廖园）

1月 7日上午，我校“三农”科技服务网大
学生志愿者行动启动。

此次活动由我校团委与广西科技厅联合举
行。启动仪式后，我校青年志愿者们将接受“三
农”科技服务的相关培训，于今年 3 至 4 月份
分赴区内各县市开展服务活动。首批大学生志
愿者将主要由我校农、林、动三个学院的青年志
愿者组成，他们将发挥专业特长，以一流服务把
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信息带到广西“三农”科
技服务网的试点单位和服务站，同时也将及时
反馈服务网点的相关信息。（徐丽）

我校“三农”科技服务网
大学生志愿者行动启动

1月 1日，我校师生以无偿献血的方式来
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当天上午，我校设立了无偿
献血点并确立了献血日，今后每个月第三周的
星期六，采血车将开进我校东校园，接受师生的
无偿献血。（徐哲）

我校设立献血日

12 月 31 日下午，2005年国家助学奖学金
在君武馆颁发，我校 1209名学子获得总金额达
172.2万元的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奖学金分为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助
学金两种形式。国家奖学金的资助对象为在校
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学生，资
助额度为每人每年 4000元；国家助学金的资助
对象为在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学生，
每人每月 150元，每年发放 10个月。（施茜茹）

我校千名学子喜获
2005年国家助学奖学金

检查组组长郑增仪副司长（中） 在我校党委书记余瑾
（左）、副校长唐立照（右）陪同下检查学生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