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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豪迈大检阅
特色教育大展示

吉林动画学院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运动员检阅仪式侧记

详见T04版

本报讯 9 月 29 日，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
运动场上青春洋溢、热闹非凡，吉林动画学院第十一届
田径运动会隆重举行。明媚的秋日阳光、师生们的欢声
笑语和振奋激昂的声声鼓点，组成了九月绿茵场上最
华美的乐章。

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校长郑立国，常务副校长胡
维革，副董事长、副校长刘欣等学校领导出席并观看了
运动会。

当日上午 8 时整，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正式开始。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各学院代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
向我们走来。16 支方队在学子的欢呼声和期待的目光
下完成检阅，他们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展现着学院风
貌，融汇而成的是整个吉林动画学院的非凡风采。检阅
结束后，庄严的《国歌》在运动场上奏响。

胡维革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提出我校建校十七年
来，始终秉持着“自尊、自强、创新、创造”的校训精神及

“五负责”理念。将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
目标之一。他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本着“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的精神，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准则，
赛出成绩、赛出风格、赛出友谊、赛出团结，展现我们吉
动的精神风貌和吉动人的道德风尚，夺取体育比赛和
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随后，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庄重宣誓。运动员们将
遵守纪律，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团结协作，
勇于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裁判员们也将践行体
育职业道德，履行裁判职责，尊重客观，秉公裁判，严格
把关，准确评判，为本次运动会作出最大贡献!

宣誓过后，董事长、校长郑立国用洪亮的声音宣布
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开幕！整个运动场顿时沸腾起来，
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击鼓声让整个氛围变
得紧张热烈。运动健儿们挥洒着青春的激情与汗水，勇
于拼搏、突破自我，传递着勇气，他们给予我们的感动
远比成绩要丰富的多。

本届运动会共设比赛项目 29 项，近千名师生参
赛，凉爽的气温并没有降低师生参与比赛、投入比赛的
热情。400 米接力上，同学们传递勇气、互帮互助；跳高
跳远运动员们挥洒汗水、拼尽全力；铅球比赛、拔河比
赛上他们个个摩拳擦掌毫不示弱，引起观众们一浪接
一浪的呐喊助威声。各个学院的团体操是赛场上的亮
点，充满活力的舞姿、风格突出的造型、默契的团队配
合、欢快动感的背景音乐无一不展示着吉动学子朝气
蓬勃的青春风采，给参加运动会的师生们带来了令人
难忘的回忆。

下午 4 时，比赛结束。所有方阵再次在运动场上集
结，接受着属于自己的荣誉。副校长王春利在闭幕词中
表示，运动会上全体运动员奋力拼搏、努力争先，用实
际行动展现了吉动人“强体魄、增合力、促和谐”的风
采；全体裁判员、工作人员坚持原则、公正判罚、恪尽职
守，表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全体师生员工遵守大会纪
律，精神饱满，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营造了和谐热
烈的比赛氛围；各单位积极争创“精神文明单位”，各个
文艺节目表演节目引人入胜，为运动会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在这短暂的一天时间里，所有吉动人都充
分发扬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竞技精神和

“自尊、自强、创新、创造”的校训精神，比赛秩序井然、
组织严密，竞赛成绩硕果累累，促进我校体育教学工作
跃上了新台阶。伴随着激昂的校歌声，本届运动会顺利
闭幕。

这个九月，是竞争的九月，是激情的九月，是收获
的九月。运动会是短暂的、赛场上的胜负是暂时的，但
自强不息的精神却是永恒的。各学院领导亲自带队、师
生员工积极参与、全体同学的大力支持促成了此次运
动会的圆满成功。充分展示了吉动人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永不服输、争创第一的昂扬心态。 （李卓昕）

青春运动季 活力迸发时

我校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隆重举行

董事长、校长郑立国宣布吉林动画学院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开幕。

副董事长、副校长刘欣等校领导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常务副校长胡维革在开幕式上致辞。 校长助理、通识教育学院院长王首民主
持运动会开幕式。

获得运
动会团体总
分前六名的
代表队在颁
奖仪式上。

获得运
动会文艺表
演奖的代表
队在颁奖仪
式上。

大会组
委会向获得
精神文明奖
的代表队颁
发锦旗。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吉林动画学院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隆重开幕。
本版摄影 刘庆发

奋力拼搏青春绽放
精彩瞬间

吉林动画学院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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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豪迈大检阅 特色教育大展示
———吉林动画学院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运动员检阅仪式侧记

迎着秋日的阳光，伴随着收获的季节，9 月 29 日，吉林
动画学院的全体师生迎来了欢快精彩的第十一届田径运动
会。运动会上，激情豪迈的运动员检阅仪式让人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此次检阅不仅仅是一次体现我校体育教学成果
的大检阅，更是一次体现全校精神风貌、展示特色教育的大
检阅。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运动员检阅仪式上各方队的精彩
表现吧！

看！国旗手们气宇轩昂、精神抖擞，他们矫健的
身姿，飒爽的风采，体现了吉林动画学院的

精神风貌和吉动人永远把祖国放在第一位的爱国情怀；“小
红帽们”英姿飒爽、严阵以待，她们象征了吉动人“创新、创
造”的精神品质，体现了吉动人“自尊、自强”的精神风貌；飘
舞的刀旗显示出新时代的活力与青春。

看！影视造型学院迎着秋风，迎着朝阳，踏着矫
健的步伐，扬起自信的脸庞，走在学研产一

体化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每一步都充满胜
利的希望。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影视造型学院是一颗正在
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与服装与服
饰设计的结合，将迸发出更灿烂的艺术花火！

看！国际交流学院朝气蓬勃、雄姿英发！看他们
矫健的步伐，那是力量的体现；看他们坚毅

的笑容，那是自信的昭示。他们带着坚强与自信，如雄鹰翱
翔万里晴空。他们禀承“国际化，开放式”的办学理念，他们
是清晨的太阳，拥有无限的活力与能量。

看！多元的Coser 形象代表着动画艺术学院走向
世界的勇气，也代表着吉林动画学院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决心。动画艺术学院代表队活力迸发、青
春无限。用最优秀的动画人才吹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嘹亮号
角，用最有生命力的作品描绘动画艺术学院美好的未来。

看！在全国“互联网 +”大赛中代表学校一举夺
魁的漫画学院代表队青春奔放、热情洋溢，

一展漫画师生风采。万千高校勇夺魁，国风漫画惊南北。吉

林动画双金奖，互联网 + 显锋芒！

看！梦步虚拟，点亮现实。虚拟现实学院的李连
秀院长与沈立胜院长手持电脑，用他们精湛

的专业技术，开拓并引领着虚拟现实学院走向时代的前沿。
身着宇航服的同学，描绘着 vr 世界的奇妙色彩,带你走进一
个身临其境的宇航员太空世界。

看！“胸中有乾坤，脚下自铿锵”，产品造型学院
是一支充满活力、勇往直前、具有创新力的

队伍，是一个团结向上、温馨和谐的集体。莘莘学子们在红
点设计大赛、IF 设计大赛、东莞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等展赛
活动中取得骄人的佳绩。

看！整齐的步伐伴着嘹亮的口号，文化产业商学
院跨越式地迈向新征程。他们坚定“专业 +

专长”、“技能 +管理”的培养模式，培养各行业的高端应用
型人才，打通国内与国外的连接桥梁，铺厚学生的文化底
蕴，“厚德、笃学、博采、尚美”的校风助推每一位文商人走向
行业的顶峰！

看！青春拥抱梦想，电影成就辉煌。电影学院人
用毅力表演人生的歌舞，用汗水折射朝阳的

光芒。他们一个个英姿勃发、精神饱满。嘹亮的口号是凯旋
的赞歌，坚定的脸庞是最美的妆容，他们会在生命的舞台上
用艺术演绎青春的绽放！

看！民航学院迈着强劲的步伐行进在运动场上，
他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是我校进军民航

教育后的首批学生，也是吉动大家庭的又一新宠，必将在吉
动这片沃土上放飞希望、茁壮成长。他们心系蓝天、情系吉
动；他们只争朝夕、丰满羽翼。今天胸怀航空梦想，明天必定
展翅飞翔！

看！电视与新媒体学院那一群意气风发、精神抖
擞的运动健儿！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逞飒

爽英姿，一代天骄。整齐的步伐踏着他们的坚定，灿烂的微
笑写着他们的热情，嘹亮的口号体现着他们的实力。在这一

组快闪中，真实再现他们的日常：他们用相机记录美丽瞬间，
他们用话筒述说缤纷世界，他们用手机捕获变化资讯，他们
用文字记录古往今来。

看！游戏学院代表队英姿勃发、团结协作，展示
着奋发向上的决心。瞧！他们露出坚定的目

光，面带笑容，这是他们自信的表现。四年游戏人，终生吉
动人！

看！设计学院迈着整齐的步伐，手持红色心形气
球行走在运动场上，“天马行空，创意经验；设

计学院，魅力无限”是他们的设计灵感和学院精神。他们风华
正茂、飒爽英姿；他们意气风发、激情豪放。呼啸的长风在为
他们加油，鲜艳的彩旗在为他们鼓掌！

看！广告学院代表队，他们用“不做总统，就做广
告人”的豪情壮志，秉承“谦逊、专业、团结”的

团队精神，以“大师讲堂、重磅展赛、项目实践”促进学生专业
能力提升。

看！产业公司的方队活力四射、激情迸发，自
2008 年，吉林纪元时空集团、吉林炫通公司

相继成立，围绕影视动漫、互联网 + 等文创产业进行交叉布
局，实现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未来，他们将登上“世界创意
文化产业”的巅峰，他们将问鼎“世界文化品牌”的桂冠！

看！吉林教育集团代表队勇于拼搏、不断进取、无
私奉献，为学院创造良好的办学条件，对学院

各项事业给予无私的支持！在此，我们对教育集团多年的关
怀与帮助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看！教职工方队目光坚毅、步履坚定。他们是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他

们以教书育人和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为
己任，秉承“自尊自强、创新创造”校训精神，传承“厚德、笃
学、博采、尚美”优良校风，在创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百年
名校奋进征程中昂首阔步、砥砺前行！

（闫琦）

董事长、校长郑立国等校领导在运动
会开幕式上检阅运动员队伍。

设计学院表演大型团体操“一起奔放”

首次亮相田径运动会的民航学院代表队。

漫画学院代表队。

设计学院代表队。

吉林教育集团代表队。

影视造型学院代表队。

国际交流学院代表队。

产品造型学院代表队。

电视与新媒体学院代表队。

文化产业商学院代表队。

动画艺术学院代表队。

教职工代表队。

电影学院代表队。

虚拟现实学院团体操表演。

动画艺术学院团体操表演。

影视造型学院古朴典雅的人物扮相。 电视与新媒体学院团体操表演。

广告学院团体操表演。

大学生记者团聚焦赛会精彩瞬间。

游戏学院团体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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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总分排行榜
名 次 单 位
第一名 电视与新媒体学院
第二名 动画艺术学院
第三名 游戏学院
第四名 设计学院
第五名 广告学院
第六名 产品造型学院
第七名 虚拟现实学院
第八名 电影学院
第九名 漫画学院
第十名 民航学院
第十一名 影视造型学院
第十二名 文化产业商学院
第十三名 国际交流学院

精神文明奖
名 次 单 位
第一名 虚拟现实学院
第二名 动画艺术学院
第三名 民航学院
第四名 设计学院
第五名 游戏学院
第六名 文化产业商学院
第七名 广告学院
第八名 产品造型学院

文体表演奖
名 次 单 位
第一名 设计学院
第二名 漫画学院
第三名 虚拟现实学院
第四名 电视与新媒体学院
第五名 动画艺术学院
第六名 民航学院
第七名 影视造型学院
第八名 电影学院

奋力拼搏 青春绽放 精彩瞬间
———吉林动画学院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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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发 雷 靳 荆泽旭 杨 越
耿泽宇 秦 昊 徐熙承 候镇坤

宋秀奕 谢君颂

董事长、校长郑立国在拔河比赛中为参赛队呐喊助威。

“同学们辛苦啦！”董事长、校长郑立国等校领导亲切看望各代表队师生员工。

跳
远
赛
场
，凌
空
飞
燕
。

董事长、校长郑立国等校领导兴致勃勃地与师生员工合影。

齐心协力，奋勇前行。

接力赛场，尽显团队力量。 步调一致，才能赢得胜利。

田径赛场上惊现“空中飞人”。

自尊、自强，奋力搏击。

你追我赶争上游。 飞越新高度。场边观众热情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