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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德育视阈下的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研究 

 刘维 李瑞奇 

 

 

 

                                                                                            

 

摘要：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

统工程，立足于高校德育工作“培养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核心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大学

生素质拓展的育人效应，是素质拓展工作的根本要

义和价值归宿。研究以高校德育工作为背景，尝试

厘清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在高校德育工作的内涵

和外延，明晰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品牌化、项目化、

立体化的发展趋势，探索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素质

拓展工作的改革和创新。 

关键词：高校德育视阈；大学生素质拓展 

2012 年是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联合

下发“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第十个年头。十年

来，在经验探索与科学总结中，高校素质拓展工作

以其实践性、兴趣性、能动性的特点日渐成为新时

期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助力和实体保障。大学生素

质拓展计划以大学生人力资源开发为着眼点，以人

生发展导航、素质拓展训练、建立评价体系、强化

社会认同为着力点，以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社会

实践与志愿服务、科学技术与创新创业、文体艺术

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等六

个方面为着手点，涵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

干问题，不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

理论课这一主渠道的重要支撑，更是对日常思想政

治教育这一主阵地的纵伸延展。 

    一、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内涵要旨 

“以人为本，德育为先”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旗帜性标语，在德育工作科学化、专业

化、精致化推进的当下，如何进一步依托显性德育

课程和隐性德育课程的功能发挥，将基础性德育课

程即认识性德育课程和活动性德育课程即实践性

德育课程进行有效衔接，实现德育知行同一的目

标，是高校德育工作在新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大

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更新与重组，正是对高校德育

工作在方法论层面的调适和发展，其有效地规避了

传统德育工作特别是认识性德育课程“主知主义”

理论灌输的窠臼，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注重“课内与

课外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

课堂的互动结合”，其不仅是对于新时期青年学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同步提升起着重要的平台

作用，也是对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的高度

推动和深度升华。 

    总而言之，新时期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立足于

内容多样性、关系多元性、展开多边性的特点，是

高校德育环境下不可或缺的集理论完备化和实践

系统化于一体的德育工作开展主载体。在内涵要旨

指向上，其以导航人生为工作目标起点，素质拓展

为工作实践抓手，评价体系为工作操作范式，社会

认同为工作育人落点，为高校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

工作提供更为科学灵活的实践保证，实现了社会实

践、志愿服务、科技创新、心理健康、社团活动、

技能提升、生涯指导等七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项

的集合推进局面，形成了大学生德育工作多边合力

的一体化进程，是不断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

学主渠道作用的创新工程，也是不断增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感染力的创新途径，更是进一

步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创新成果。 

    二、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发展趋向 

  （一）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在深度发展上品牌化 

    高校共青团作为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主推

力，其目标是实现在高校更广、更深层面展开素质

拓展工作，共青团工作以其极具特色的生命力、吸

引力、感召力，为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良性发展

提供了操作的可行性。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展开十

年来，如何融入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方方面面，将高

校德育工作“以人为本”的精髓注入素质拓展工作

中并助力人文精神的提升与传承，是当下素质拓展

工作应需考量的重要问题。其中，人文精神与人文

素养的培育需要走一条推精品、促精品、育精品的

品牌之路，将“三下乡”、“挑战杯”等全国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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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作为依托，凝练高校德育育人特色，将各类科

技创新、志愿实践等活动品牌化，在树立品牌的过

程中，不断突出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人本内涵和

人文特色，通过创建关乎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实践创

新息息相关的品牌素质拓展项目如“科技创新品

牌”、“志愿活动品牌”、“社会实践品牌”、“就业咨

询品牌”、“德育课堂品牌”等，将原有的繁杂、类

广、点多、线散的素质拓展工作进行资源整合和内

容品质提升，开展体现时代特色、青年特色和学校

特色的品牌活动，更好地提升青年学生参与热情，

促进德育工作专业化进程。品牌化突破了传统意义

素质拓展工作堆砌叠加的特点，既是对高校共青团

工作创新工作思路、引领青年成长有效补充，也较

好的达到了高校德育工作创新性的目标，就素质拓

展工作自身发展而言，使其更富吸引力、规范性和

有序化，更好的提高学生参与的能动性、活动展开

的连动性、学生接受的主动性。高校大学生素质拓

展工作品牌化过程既是一种经验累积的新思路，更

是新时期强化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深度的新途径。 

   （二）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在高度伸展上项目

化 

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要达到上层次、有水平、

定高度的目标，可以借鉴现代管理理念，以先进理

论搭筑管理基础，在项目决策提案、项目类型开发、

项目主体运作、项目制度保障等方面形成完善的项

目化管理体系。高校可根据学校特色、专业特色、

学生特色建立具有理工院校、文科院校、民族院校、

综合院校特色的项目化管理式大学生素质拓展特

色活动，建立起包括组织开展系统、参与人员广泛、

经费收支平衡、评估人员全面、项目价值实效的大

学生素质拓展项目化管理体系。如针对定位大学生

各阶段知识和能力提升的项目创新，根据学生需

求、素质拓展要求、社会诉求进行细致化的项目划

分和项目运作，东北大学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探索，将大学生能力拓展工作细划定位为六项能

力：表达能力、执行能力、思辨能力、领导能力、

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并力求打造出完善的项目制

度保障、健全的项目运作系统、成熟的项目开发团

队作为资源与师资保证，进行项目内创新、项目间

合作、项目外培训、项目中测评的专业化深入与团

队间并进的项目化管理模式。项目化管理天然构筑

了学生人生发展导航的进阶性，即循序渐进的针对

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时期大学生能力提升的要求，

分层次的科学促进大学生基本能力的养成；素质拓

展训练的精致化，即去粗取精的整合大学生素质拓

展训练的繁复性活动，按需求进行资源的高效整

合；强化社会认同的应用性，即有的放矢的满足学

生基本需要、提升社会适应修养、迎合时代发展的

实效能力。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项目化管理，在提

高工作精致化水平的基础上，更是对大学生素质拓

展工作高度的提升，促使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在横

向评价上更易操作、纵向高度上更具育人价值。 

（三）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在广度延展上立体

化 

    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实施要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对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更要满足大学生

就业创业和成长成才的客主体需求。大学生素质拓

展工作要在大学生中大力开展、广泛应用，在作用

广度上形成立体化的延展趋势。首先，素拓工作展

开要立体化，高校素拓工作要采用政策扶持上“自

上而下”与拓展实践上“自下而上”互动结合的运

行模式，要争取配套的政策支持和效应认知，在资

源利用上，要将学校资源与社会资源并行、将常项

经费和赞助资金并行、将学生工作队伍与德育工作

教师并行，要在树立品牌、融入德育工作各要素的

基础上，在项目化管理过程中梳理出立体化的工作

思路，以期确保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长效性发挥

和社会化认同的实现。其次，素质拓展育人对象要

立体化，高校要在素质拓展训练过程以全方位育人

和全员育人为出发点，充分定位特殊群体，培养精

英群体，走与校内各育人职能部门功能融入的创新

之路，将素拓的人力资源、活动资源作为优势资源

充分植入如资助育人、就业指导、生涯规划、人生

导航、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在强化素

质拓展功效的同时，达成更好的因人而异、因势利

导、因材施教的育人立体化目标。第三，素拓工作

评价要立体化，高校要建立起“学校、学院、班级”

三位一体的素拓工作展开格局，学校层面要以大学

生素质拓展中心为依托，从全局的层面负责拓展工

作的平台运作、过程管理以及评价考核，在评价考

核中要建立起实体的考核标准，如《大学生素质拓

展证书》等；学院层面可建立分团委素质拓展中心，

全体学生工作干部负责学院素质拓展项目的初次

考评与实施；班集体是素质拓展工作重心下移、取

得更广泛成效的基层力量和中心力量，可以通过推

进团支部素拓认证方式，调度素拓实施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更好的发挥其上传下达作用，为大学生素

质拓展工作完成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这一德育目

标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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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创新诉求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推进需

要课内课外、课上课下的结合，更要形成线上线下、

平面网络共进的全新局面，特别是在素质拓展工作

的广泛展开过程中，可以创新尝试网络宣传、网络

认证、网络铺开的新方法。高校团委可建立专业化、

品牌化且学生喜闻乐见的素质拓展网站，实现集宣

传、咨询、认证、评比、展示于一体的网络素质拓

展一站式服务和管理，通过多版块、多栏目，介入

微媒体如微博、微信等方式，更好的实现素质拓展

文化的形成与优化。新媒体条件下大学生素质拓展

工作的诉求，是发挥德育工作网络新阵地作用的资

源再开发，也是德育视角下高校大学生素质拓展工

作又一个十年的全新起点。高校大学生素质拓展工

作也要超越以往平面式的拓展活动标准，要以树品

牌、重精品的理念建平台，以集中式、项目化的方

法立平台，以立体化、全员性固平台，更要结合时

代特色和 90 后大学生的需求新平台，将零散的大

学生素质拓展工作进行统一整理并纳入高校大学

生德育工作的视野中，摒除为拓展而拓展的单一形

式，将实践植入“体验式教育”观，从而在体验中

服务于学生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更加生动而科

学地实现德育工作的感染力与吸引力要求。可以

说，在德育视角下的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为高校

德育工作贴近社会、贴近时代、贴近学生提供更具

多样性、丰富性和灵活性的途径和方法，为增强德

育工作的实效性构筑可更新、可补充的长效保障。

（团委供稿） 

 

参考文献： 

[1] 石变梅，张胜红.团体咨询对高校德育的启发

[J].高教与经济，2006（6） 

[2] 甘霖.论大学生素质拓展与青年人力资源开发

[J].中国青年研究，2003（3） 

[3] 叶云明.城市社区文化：大学生素质拓展的宝

贵资源[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4） 

[4] 陈娟，周静.关于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几点

思考[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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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提升女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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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女大

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突显出来。作为高校这一教育

部门，我们不能从社会因素和传统观念等方面进行

调整和改善，提升就业能力就是改善女大学生就业

难问题的一个有效的途径。高校在女大学生培养过

程中，不仅要从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中帮助她们确立

正确的生涯发展目标，还要从各个方面帮助她们真

正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建立完善的学习、提高和

实践的能力素质培养体系。 

【关键字】高校  女大学生  就业能力   

 

我国大学扩招后，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放

缓的双重情况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面临着

严峻的考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且有越来越难的趋势。而女大学生的就业

难问题在这一大形势下更是日益显现出来。而排除

社会因素和传统观念因素的考虑，女大学生的就业

能力也是我们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我们仅从

提升就业能力方面进行探讨。 

一、 何谓就业能力？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单纯指某一项技能、能

力，而是学生多种能力的集合，这一概念是对学生

各种能力的全面包含，是实现大学生自身价值，满

足社会需要的能力。 

在内容上，就业能力包括了学习能力、思想能

力、实践能力、应聘能力和适应能力等。学习能力

是指获取知识的能力，它是就业能力的基石；思想

能力是指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政治鉴别力、社会

洞察力、情感道德品质的综合体现，它是大学生思

想成熟与否的标志；实践能力是指运用知识的能

力，是就业环节中的点睛之笔，是各种能力综合应

用的外化体现；适应能力是指在各种环境中驾驭自

我的心理、生理的调节能力，它是大学生就业乃至

完成由学生角色向社会职业角色顺利转变的关键。
[1]
 

就业能力不是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具有相同的

能力特征。为了应对企业人才的需求，不同的学生

群体在就业能力培养中要有切实的靶向性，根据自

己的职业发展目标和自身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

特长等方面因素进行自我培养，对于就业问题相对

比较大的女大学生更是如此。 

二、 女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特征 

就业能力针对女大学生而言有其特有的特征

表现，正是这些特征表现决定了女大学生在就业过

程中与男大学生相比较来说的劣势部分。为了能够

帮助女大学生在自身的培养中查缺补漏，不断完

善，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女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特

征。 

1、 学习能力强 

随着大学扩招，越来越多的女生考入高校。而

近几年来女大学生的素质也令人鼓舞，据有关调查

显示，在很多高校中，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女

生学习成绩普遍优于男生。这说明学生在学习能力

方面是不逊于男生的。因此，女大学生在专业知识

的掌握方面是有足够的学习能力满足企业和社会

需求的。 

2、 思想能力普遍低于男生 

在思想能力方面，大部分女大学生与男大学生

相比，女大学生鲜少关心政治，对科技创新方面的

思维模式比较单一和固定，由于拘于本身弱势因

素，对于社会问题的判断也缺乏合理的认知。因而

创新能力、政治鉴别能力和社会洞察力相对较弱，

但对于理论知识扎实的文科女大学生也并不欠缺

富有逻辑和条例的思维能力。而总体看来，思想能

力还是普遍低于男大学生的。 

3、 缺乏实践能力的锻炼 

实践能力的缺乏不仅仅是女大学生的问题，也

是大学生这一群体中普遍性的一个问题。目前最为

困扰就业的因素之一就是“缺乏社会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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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践的缺乏直接导致了眼高手低的现象，很多

女生不愿在实习过程中降低自身的待遇，因而在实

践实习机会本就“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女生比男生

更难找到实习和实践机会。 

4、 应聘理论多，应聘能力差，缺乏自信心 

就职场应聘而言，很多女生懂得很多应聘时需

要注意的事项，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于应聘面试

过程中的礼仪规范，很多女大学生往往是说起来朗

朗上口，但在实际面试过程中，却容易因为紧张、

缺乏自信等各种因素不能发挥作用，导致面试的失

败。 

5、 适应能力普遍较差 

在很多女大学生的自我发展中，缺乏明确的发

展目标，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充分的规划，

对自己所要从事的行业没有一个合理准确的评估。

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刚进入企业单位后，就表现出对

新环境的不适应。加之不少女生的依赖感比较强，

缺乏独立性，在遇到恶劣环境的时候，通常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够适应。多数新生中出现心理问题的也

多是女生。 

6、 语言能力、形象思维、交往能力和管理
能力上有一定的性别优势

[2]
 

女大学生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不少女生在语言

学习方面具有一定的天赋，在那些对语言要求比较

高的企业中无疑是受到欢迎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

女大学生学会了通过营造自身良好的形象在职场

上获得更多支持。同时，女性特有的性格特点也使

她们在交际能力和管理能力方面获益匪浅。 

三、 提升女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对策 

1、 帮助女大学生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 

高校在对女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的

过程中应客观分析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特点，帮助女

大学生做好职业规划设计与辅导，进行“量体裁

衣”，根据她们自身的特点、兴趣，帮助他们制定

合理的生涯发展规划
[3]
，选择适合她们的职业发展

方向，进而确立一个可实现、能达到的生涯发展目

标。高校应给予女大学生更多、更详细的企业人才

需求的信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分析，帮助

女大学生对社会需求有正确的认知，形成正确的择

业观念，能够培养自身较好的心理素质，坦然面对

初次就业可能遇到的难题
[4]
。 

2、 扬长补短，提升女大学生就业自信心 

高校在对女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中应注意

要提升女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自信心。许多女大学生

在求职过程中时常受到性别歧视，性别偏好理论在

解释女大学生就业难时，是出于企业对女性非理性

的认识，比如认为女大学生的各方面能力普遍不如

男性而拒绝女大学生的求职。
[5]
很多女大学生在求

职过程中也会因此抱着消极的心态应对面试，缺乏

自信心，不能充分展示自身的优势，而失去了就业

机会。很多女大学生具有非常强的语言能力，往往

在诸如一些外资企业等对语言能力有较高要求的

企业中能够占据就业优势。高校在对女大学生进行

形象思维、交往能力和管理能力等方面培养中，应

不断加强，并且进一步提升水平，发挥女大学生表

达能力、交往能力等方面的特长，在比较欠缺的思

维能力方面进行专项的培养，通过开展思辨能力的

培养，增强女大学生的政治鉴别能力和社会洞察

力，形成自身具有特色，能够满足企业需求的能力

素质基础，从而建立自身的就业自信心。 

3、 整合资源，为女大学生实践和实习提供更
多机会 

学以致用能够使女大学生更好的吸收所学知

识。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女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

行实践和实习，高校应不断整合校企资源，多方面

寻找女大学生实践实习的机会。诸如可以在一些企

事业单位建立长期合作的社会实践基地，利用寒暑

假期为女大学生提供挂职锻炼岗位。在个别对性别

有要求的企业中，可以通过岗位的调整，为女大学

生争取更多的就业实习机会。 

还可以通过在高校内部建立就业实习基地，通

过工作助理的形式让女大学生有机会开展实践实

习，真正能够体验工作，感受工作，进而寻找自身

差距，不断完善自我。 

4、 开展有指导意义的就业模拟招聘会等活
动 

女大学生的一个非常强的性格特点就是善于

模仿和学习，能够在一个模拟的环境中充分表现出

与平时性格特点不同的一面，比如女孩子从小爱玩

过家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因而高校在提升女

大学生应聘能力方面也可以借鉴这一经验，通过组

织小型的就业模拟招聘会具体指导和提升女大学

生的应聘能力，把她们在就业指导课上认认真真记

在笔记本上的知识和理论在实践中模拟应用。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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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聘会中，应设立不同的难点和可能出现的状

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帮助女大学生学会分析和

解决难题，提高应变能力，从而提升她们的实际应

聘能力。 

5、 建立高校综合能力培养体系 

完善的综合能力培养体系才是提高和保证就

业质量的根本。高校应把学生能力的培养放在教学

课堂之外的第一位，建立起完善的高校综合能力培

养体系。 

建立女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测评体系，从入学初

始，建立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档案，帮助学生对自

身有明确的了解和认知，在大学期间能够有针对性

的选择各类活动，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加强高校综合能力培养的各项工作平台建设。

为了更有针对性的解决女大学生的就业难题，帮助

她们完成从高校人到企业人的转变，高校要根据企

业的岗位需要，帮助女大学生设定符合其特点的综

合能力培养计划。根据企业对人才的广泛需求，建

立学校第一课堂的能力培养的理论教学的课程体

系；搭建完善综合能力培养平台，如表达能力、执

行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组织各类培

训、团队建设、辩论赛、科普及科技类活动，通过

体验和实践提升各方面能力；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引

入企业人力资源的培训模式，为帮助女大学生从高

校人到企业人的过度提供助力。 

搭建大学生综合能力认证体系。很多在用人方

面有性别歧视的企业在评价应聘者综合能力素质

时多用固有思维认为女大学生能力弱，为了给女大

学生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从高校角度有必要搭建

一个合理、公平的大学生综合能力认证体系，对每

个求职的大学生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这不仅能

够给企业一个直观的综合能力评价，也为女大学生

在求职中的公平竞争提供了保障。（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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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开展素质教育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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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对高校人才培养和

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型

人才是我们面临的课题。本文以东北大学实施素质

教育和教育教学改革为例，阐述了新时期如何发挥

高校的育人功能、如何在高校开展素质教育以及如

何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方法和

途径。 

关键词：素质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创新 

 

东北大学是 1995 年教育部首批批准建立的 32

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十几年来，

学校始终贯彻教育部关于人才培养的方针政策，开

展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

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为适应社会发

展需要，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 》精神，东北大学更新思想观念，

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完善了人才培养体

系和素质教育保障机制，促进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实

施，为培养具有远大抱负和国际视野、基础扎实、

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

神和创业能力的拔尖人才、发挥学校的文化育人功

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更新教育观念、明确素质教育目标

和方向 

我国高等院校开展素质教育已历时多年，20 世

纪 90 年代，教育部以在高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取得

显著成效。2010 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以下

简称《纲要》），强调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

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国未来发展、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进

一步明确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提高国民素质、培养

人才的紧迫性，同时也将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提高到

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高度。《纲要》的颁布实

施为我们指明了目标和方向，高校实施素质教育应

遵循《纲要》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实施素质教育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思想

观念，不断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体制，不断促

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实施素质教育是社

会发展的需要，是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需要。

《纲要》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

实践能力。”实施素质教育要“以人为本”，坚持“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坚持服务社会，

坚持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融合的教育

理念。 

二、加强素质教育保障机制建设，确保

素质教育的顺利开展 

实施素质教育离不开保障机制建设，组织保障

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必不可少。东

北大学采用统一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齐

抓共管的方式，确保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东北大

学与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联合共建国家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基地设有联合基地建设领

导小组，各基地校分别设有基地联络员。东北大学

成立了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组织机构，设有基地

建设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分管教学的副校

长与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教务

处、宣传部、学生工作处、校团委、学生指导服务

中心、学生创新中心、计划财经处等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基地办公室（挂靠在

教务处）。为实施素质教育，规范管理，学校制定

了基地建设方案和素质教育管理规章制度，设立了

素质教育专项经费，促进和保障了素质教育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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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三、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建立有特色的

人才培养体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的兴旺、发展离不

开教育。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素质教育包括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业务素质教育

和身体心理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

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拔尖创新型人才。高校要实施

素质教育就应以人为本，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不断

推进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有特色的人才培

养体系。 

（一）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中提出教育发展应遵循“优先发

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的工作方针。东北大学以培养具有远大抱负和国际

视野、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

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拔尖人才为目

标，树立了以人为本，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教育思

想和教育理念，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结构、教学

内容、教育方法、课程设置、教材建设、优质教学

资源建设、质量评价、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进

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取得可喜成绩。 

多年来，学校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大力推进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构建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

式。近年来，学校制定实施了“跃升计划”，“协

同创新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等，努力培养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拔尖创新型人才。学校

本着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建立了多元化

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培

养方式，多渠道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

力。东北大学软件学院的赴日班、软件工程“1+3”

培养模式，中荷学院的国际班等均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东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建立协同创新

模式和机制，启动了“材料科学本硕博贯通英才实

验班”，促进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同步跨越，

开辟了高校与高水平研究院（所）联合办学、优质

资源共享、科教融合、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新途

径。由柴天佑院士牵头的自动化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模式，针对学生四年的学习设计了一套系统的培养

思路，学生从大一的启蒙引导、大二的各种实验创

新大赛，到大三的课程设计、大四的团队导师指导

毕业设计，通过一系列与专业密切相关的优质资源

的整合，开拓了一条拔尖创新型人才的成长之路。

通过“导师”、“博士生”、“研究生”、“本科

生”四位一体的教学科研相长模式，让学生尽早进

入科研环境，参加科研，接受学术熏陶，有效地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形成教学与科研良

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东北大学通过建设高水

平的跨校合作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为学生提供优质

教育，实施全方位、高层次、多形式的国内、国际

人才交流与合作，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拓展国际

视野，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开展课外科技活动，促进学生实践创新

能力的提高 

素质教育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的教育，是注重

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教育，是注重学生

个性健康发展的教育。东北大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搭建学生创新平台、科研

训练平台、营造科技创新氛围、形成校院两级联动

的组织保障机制。通过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课外科技

活动和科技竞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校以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以学校优势资源为支撑、

以教育教学改革为动力，构建了创新课程、创新文

化、科研训练和科技竞赛四位一体的本科生创新实

践平台，实施了创新学分，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多

元化评价激励机制，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培养

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三）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促进科学素质教育

与人文素质教育相融合 

过去我国的全面发展教育虽然也重视提高公

民素质，但更强调专业人才的培养，而今天我们根

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培养科学素质

和人文素质兼备的人才。 

东北大学重视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将素质教育

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

高素质融为一体, 以改善学生知识结构和能力结

构、促进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融合为目

标，通过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形成特色鲜

明、与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满足高

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学校在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

中设有素质教育模块，包括人文类选修课群、新知

识课群、创新创业及技能选修课群，规定学生需修

满 12 学分的素质教育类课程，其中含有 2 学分的

艺术类课程。全校设有人文选修课程累计达 2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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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涵盖文、史、哲、经、法、管理、艺术、自然

科学、社会学、创新教育等多个门类。通过开设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使学生们的知识得到了有

益补充，优化了知识结构、促进了学生思维，提高

了学生的文化素养、艺术修养和实践创新能力，促

进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发挥了大学育人

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对培养有理想、有抱负、有

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拔尖创新型人才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四）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重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通过实施质量

工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建设优质教学资

源、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本科教学质量评价和

监控体系等措施，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

量。此外，学校还重视教学信息化建设以及优质教

学资源建设和共享，通过课程资源平台建设、精品

资源共享课建设和精品视频共享课的建设等途径

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促进了人才培养工作的

顺利进行。 

四、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高 

学校注重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重

视校园文化建设，注重学生的能力拓展，加强学生

思想素质教育和心理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独立人

格和健全人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通过建立多元化文化活动平台，组织

社团活动、举办文化讲座和论坛、开展文体活动、

知识竞赛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培养学生的想象

力、创造力、创新思维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

力，让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知

行统一。 

五、加强理论研究与交流，促进文化传

承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调整和创新的时代，经

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元文化的交融、社会转型

的持续加速让我们面临更多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

通过不断的学习、交流、研究和探讨才能开阔视野，

提高认识，提高理论素养和教育水平，促进素质教

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建设强国，人才是关键，改革创新是动力。高

校实施素质教育要坚持走改革创新的道路，坚持以

育人为本、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为核心、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为重点、以课堂教学

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为途径，为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

型人才、发挥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弘扬民族文化

精神，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教务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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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程美华 刘青瑞 

 

 

                                                                                            

 

摘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未来国家发展战

略，其核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人才的培养

是其最基础的战略支撑。高校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摇

篮，更要肩负起创新教育的重任。从创新意识、创

新思维和创新人格三个层面剖析创新人才的基本

心理素质构成，论述在创新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对

创新人才培养的激发、塑造和促进作用。而在现实

的高校的教学实践中，从传统的课堂教育革新、课

外活动的多样性以及有效的整体性政策支撑等角

度，深入探讨在健康教育活动中培养创新人才的有

效途径。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创新人才；创新思维；创

新人格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和智慧密集型

为特征，依靠新的发现、发明和研究发展，核心在

于创新。创新人才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对其的培

养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学界关注的焦点。高等院校

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开展探讨创新人才的创新

心理构成及其形成条件,对于高校在心理教育中有

针对性地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创新人才与创新人才的心理构成 

高校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创新

人才。在我国，通常把创新人才定义为：具有扎实

的理论基础、合理的能力结构和健全的创新人格，

能以创新思维打破常规，创造新成果、新技术或新

方法，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俞国良教

授认为，创新人才主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和创新人格、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等三方

面特征。既阐述了创新人才应具备的智力因素，如

创新思维；又强调了其中的非智力因素，如创新人

格等。创新心理素质既体现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

素中，又是这两种因素高度统一的结晶。 

1. 积极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一种对任何未知的问题、未知的

领域不断探索、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的兴趣和欲

望，是对创新价值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创新需要

和创新动机，它是创新的重要心理素质之一。耶鲁

大学心理学家斯坦伯格( R. Sternberg) 发现，个

性中的兴趣和动机是使人们从事创造性活动的驱

力
[1]
。 

在创新活动中，创新意识表现为对创造新事物

或新观念的一种设想、意向、和愿望，包括创造兴

趣、创造动机和创造情感等因素。创造兴趣能够促

使人们积极探求新奇事物，是开启创新活动的引

线。创造动机能激发和推动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

动力因素，比创新兴趣力度更强，方向更明确。创

造情感是维持创新活动稳定进行的心理因素，只有

具有正确的创造情感才能使创造成功。可见，创新

意识人类意识一种积极的、有成果性的表现形式，

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前提是人们进行创造活

动的出发点和内在原动力。 

2．灵活的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方式，就是“以超常规乃至反常规的

眼界、视角、方法去观察、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

同的解决问题方案、程序或重新组合已有的知识、

技术、经验等，以获取创造性的思维成果，从而实

现人的主体创造能力的思维方式。”
[2]
创新思维的

这一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析：首先，

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变通性。对事物的观察具有

反常规、多视角性的特点，理解、研究对象能够打

破心理定势，随机应变，触类旁通。其次，解决问

题方案的独特性。对事物能够有不同寻常的见解，

或是重新组合已有的知识、技术和经验，或是提出

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处理程序，思维路线是开放

性、扩散性的。再次，整体思维活动的新颖性。无

论是在思路的选择上、在思考的技巧上、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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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结论上，总有一个方面体现出新的发现、

新的见解或新的突破，从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拓

性、首创性。创新思维直接体现了人的创造力水准，

人类所创造的成果，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外化与物

化。创造性思维是创新人才的创新能力的核心，

是个人乃至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一个国家

和民族整体创新的基础。 

3.健全的创新人格 

创新人格即具有创造性的个性品质, 是个体

在创新过程中心理活动特有的动力特征, 体现了

人的内在创造性思想和外在创造性行为的总和,是

一个人特有的、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创造性精神

品质。创造性人格相对于一般人格，对创造力有更

为积极的影响，它充满冒险性、好奇性、想象性和

挑战性。例如，有研究指出，自我实现和其他人格

变量如态度、动机、价值观、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

等，可以预测具有高创造性的智力超常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
[3]
。 

首先，身体的机能是源于生理遗传，个体人

格的形成离不开遗传生物基础，身体的遗传因素是

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次，在后天的学

习、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理想、信念、意志和价值观

因素, 决定着主体创新活动的方向和目的，它们共

同作用, 排除来自外界和自身因素的干扰。创新往

往是一种艰难的开创性活动,期间的困难和挫折不

可避免，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意志品质才

能支撑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意志是创新人才

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素质。由此可见，创新人才的

心理素质，是指人们从事创新活动时表现出来的个

性心理特征。它的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

是包含复杂构造的多种心理因素的总和。个人在先

天基础上，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的、在创新活动中呈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品质。 

综上所述，大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中包含了三

个系统：动力系统、维持系统和调节系统。创新意

识作为动力系统是创新活动的开启因素，表现在创

新个体对事情的好奇心和欲为性；创新思维作为维

持系统是完成创新活动的有力支撑，具体表现在发

散性、开放性、多边性和整合性；创新人格则是调

节系统，检查、修正、调整着创造性活动的过程，

表现在个体身上，主要是乐观、自信、反思和容忍

性上。三者的互动与统一，构成了创新人才基础的

心理素质。 

二、心理健康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关

联性 

对于心理健康与创新能力相关性（正相关或负

相关）的讨论由来已久。因为基于的理论以及考察

的事实的角度的差异，导致不同结论的出现，例如，

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心理健康与创造力是负相关的，

而从人本主义角度看心理健康与创造力是正相

关。。本文只从心理健康理论的角度分析。目前学

术界的多数学者也基本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即将适

应与发展作为评判心理健康与否的两个维度，尤其

注重发展维度，认为心理健康与创造力之间有着极

为密切的关系。心理健康为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挥

提供必要的认知、人格等心理条件；同时创新能力

也是现代人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和基本内容，并进

一步促进认知、个性及适应性等心理品质的发展。

“只有那些具有高自尊的个体才能获得高水平的

创造力”
[4]
。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形成健康的

心理品质、丰富的精神世界、使其正确认识和处理

创新过程中的成功和挫折、理想和现实等矛盾，从

而为培养创新人才提供内在的支持和保证。心理健

康教育在创造力个性的培养、完善健康人格等方面

都起着重要作用。 

1.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激活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创新活动创新的出发点和内在动

力，而创新需要则是产生创新意识的前提。根据马

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较低层次需求的匮乏，会直

接阻碍个体更高层次的需求的产生和增强，而这种

更高层次的需求，恰恰是创新精神的源动力。心理

健康水平的低下，完全可能抑制创新精神和创新意

识的萌发。需要满足的程度与心理健康的程度有确

定的联系，人们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自我实现

需要被激励时所表现的特征，是其能力发挥的最佳

状态。由此可见，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

育，其旨在为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提

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由于人的需要多种多样，心

理健康的状况也因人而异，这样创新精神与创新意

识的表现形式也势必多样化。 

心理健康教育可以采取系统的课堂讲解、具体

实践指导、组织一系列活动与游戏等多种形式，帮

助大学生个体正确认识自我价值，认识现实，克服

自卑感，培养个体对创新活动的正确认知，激发个

体对事物的求兴趣与欲望，树立造福人类的价值



                                                                                 |||理论研究与实践| 15

观，稳定创新目标，激活创新需要，培养创新欲望，

激发创新信念。 

2.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发展创新思维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认为，创新思维本质

上是由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组成的。在创新型人才

培养中，心理健康教育将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技

能教育有机结合，将心理辅导、健康教育、技能训

练等融为一体，以其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促进创

新思维能力的发展。 

首先，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辩证的聚合思维的

形成。心理健康教育启发个体全面观察和把握事物

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外界事物进行多角度，多层次、

整体性地理解，帮助学生依据已有的信息，运用各

种设想，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打破习惯惰性、思维

定势的束缚，朝着问题解决的方向，求得最佳方案

和结果。 

其次，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批判的发散思维的

形成。心理健康教育方式灵活多样，引导个体从不

同角度分析、思考现实问题，帮助大学生打开心智

枷锁，培养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既能培养解放与

张扬的个性，又能提高个体思维的灵活性与批判

性。 

3.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创新人格的塑造 

创新人格的形成既是先天的遗传，又有后天的

塑造，在个人、家庭与社会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的。

其中，学校作为“修正人格的工厂”，进行的系统

的教学教育活动，尤其是侧重非智力教育的心理健

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培养积极、稳定的个

性心理。积极稳定的个性品质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

获得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心理健康教育从帮助个体

释放心理压力入手，帮助个体消除烦躁的内心冲

突，缓解深层次的心理危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个体创新人格的形

成与培养。 

再次，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培养良好的情绪心

理。心理健康教育通过社会情绪学习活动等形式，

增强自我调节和控制情绪的能力；经常保持愉快、

满意、开朗的心境。保持静的头脑、维持创新能力。 

最后，心理健康能帮助个体增强社会适应力，

帮助建立协调的人际关系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人

际关系和社会适应能力能反映人与社会的协调程

度。使自己的思想、行为跟上时代的发展以社会的

要求。 创新人格和心理健康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

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健全的创新人格促进个体心

理自主和谐的健康发展，个体心理健康更是有助于

创新人格的形成。 

可见，健康心理是创新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

本心理条件，健康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培养和促进

创新性人才的快速成长。 

三、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促进创新人才培

养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未来国家发展战略，

其核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创新人才的培养是

其最基础的战略支撑。高校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摇

篮，更要肩负起创新教育的重任。但是高等学校内

部的心理支持系统建构的完善程度, 以及高校教

师在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应激水平上发挥

怎样作用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在心理健康教

育中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培养大

学生创新心理素质除了观念上的转变，还要在实践

上勇于探索、大胆革新。 

1. 完善心理健康课堂教育，培养创新人才 

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首先要经由一个外部

知识内化的过程，在大学教育中，课堂上的课程教

学就起到“转化”的桥梁的作用。目前来看，各大

高校的教育实践中，课堂教学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

主阵地，是创新人才心理素质培养的主渠道。师生

关系始终是教育改革的核心, 更是营造课堂心理

环境的关键因素。罗杰斯认为，有利于创造活动的

一般条件是心理的安全和心理的自由。心理学研究

揭示，身心自由是创新潜能实现的基本条件，而身

心的自由又来源于宽松、自由的环境。对传统课堂

教学模式的有效利用和改进，可以保证创新心理素

质培养的普遍性与实效性。 

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可以在已有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中加入学习与创新心理素质、创造力开

发、创造心理学、青年心理学等专门讲授创新心理

素质培养的章节，利用现有教学资源，节约教育成

本。 

其次，在教学方式方面，要打破这种“教师讲,

学生听，满堂灌，照单收”
[5]
的教学方法，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作为学生学习和科技创新活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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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营造民主、宽松的创新氛围，使学生由被动的

接受者转为学习的主动者，构建适于创新心理素质

发展的教学环境。 

2. 开展课外素质拓展活动，培养创新人才 

大学生心理创新心理素质是在各种社会实践

中形成、发展和表现出来的，在课外有目的的举行

各种活动，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通过丰富多彩

的课外活动，营造浓厚的创新心理环境，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自我体验

和实践活动中开发创新心理潜能，帮助学生克服创

新心理障碍，克服自卑心理、从众心理，提高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 

首先，建立大学生心理系统，帮助学生作出科

学自我评估。创新人才的自我塑造的第一步，就是

科学的评估自己。高校心理健康教研中心可以利用

互联网的便捷性和普遍应用性，建立网络心理测评

系统，另外配备专职教师对网上测评的结果进行解

释分析。 

其次，举办创新的相关讲座，发挥榜样作用和

名人效应。可以组织邀请一些相关的国内外知名专

家，通过讲述自己亲历的创新活动的经验和心得体

会，可以发挥榜样作用，促使大学生重新审视自我，

找准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唤起学生的创新兴

趣、激发创新热情、指引创新方向，启发和挖掘大

学生丰富的创造潜能。 

再次，有效利用学生社团开展创新活动。学生

社团立足于高校，团结着一大批兴趣相同的爱好

者，他们拥有很强的个性意识和人际交往意识。学

生和会员通过参加社团活动，不仅是对个人乐群性

的训练与提高，而且对自我人格的完善、潜力的挖

掘、自我认识和发展、创造性培养及综合能力的提

高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与其他专业建立联合创新实践基地。心

理健康教育对创新活动可以起到一个心理调节，创

意激发的作用。在实践中要与相关专业结合，才能

较好的完成创新活动。不同的学校要根据本校的实

际有计划地投入资金，进行教学设施的建设，包括

校园网、多媒体教室、创新教育基地等，为教学、

科研和创新教育活动提供物质基础；还要加强校外

实习基地的建设，为创新教育创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 

3. 建立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培养创新人才 

首先，完善政策支持。高校各级领导应充分认

识到心理健康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

在现阶段，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已濒临危险的边缘，

如不重视，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制定教学政策和计

划时，给予有利于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和

方针支持。 

其次，加强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师的创

新能力决定创新教育的效果。实现创新教育目标，

必须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造就一批创新型教师。

所谓创新型教师就是“指具有较高创新素质，并且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富有创造性，能够最大限度提高

师生创新素质的教师。”
[6]
高校应积极创造条件通

过培训以及提供必要的学习、交流和考察的机会，

开展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使广大教师乐于从事这项工作，提高责任感和服务

意识。人的创造性的张扬,人的创造性的普遍化,这

是时代的要求。创新人才将成为国际间、企业间争

夺的最重要资源,人们将把对教育和科研的投资视

为最重要的战略性投资。让我们积极顺应时代潮流,

从教育改革入手,为了培养和造就适合时代的高素

质创造性人才,在我们中间应涌现出更多的创造型

学校、创造型教师,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创新。 

再次，通过心理教育课程和活动的合理设置，

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规模化教育和创新人文环境

的形成。规模化教育程中个性的发展与创新思维的

培养是包括哈佛、耶鲁大学在内的世界一流大学探

索的共同课题。例如，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在

各个不同的专业领域之中，通过设立合理的课程编

排，学生自由选择课程，可以形成不同的课程组合、

知识结构与创新意识。以制度路径来鼓励和保障学

生自我探索，融入人性化与人文关怀，注重个性化

与多元文化发展。 

所以，高校要把心理健康教育和创新人才的培

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课堂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

康咨询，心理健康活动加强训练等形式，把心理健

康教育作为大学创新教育的组成部分，促进大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创新能力的提高。（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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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在高校贫困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的新思考 
 张哲 

 
 
 
                                                                                             
 
【摘要】拓展训练作为一种体验式学习，通过体验、

分享、总结达到提升心理素质的教育目的。在高职

院校的众多教育目标中，心理素质教育尤为重要，

仅从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无法解决心

理素质方面的缺乏和不足。对于高职院校中的贫困

学生群体，他们承受了来自家庭和周围环境及自身

生存需求更各方面的压力。在贫困学生中开展拓展

训练能够帮助学生实现正确的自我认知，建立积极

向上的心态，增强团队合作意识，不断提升自己的

心理素质。 

【关键词】拓展训练  高职院校  贫困学生  心理

素质教育 

 

近年来兴起的拓展训练作为一种体验式学习

起源于海上求生训练，用于训练海员的生存能力和

生存技巧，在不断地发展中，训练目标已经由单纯

的体能、生存训练拓展到心理、人格、管理等训练

领域。拓展训练是一种体验式培训，这种教育模式

是对人的思想、心理、意志、品质、能力的磨练、

提升和考验，以“体验感受-分享交流-总结应用”

的过程为主，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通过训练挑战自

己，开发潜能，培养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另一方面，通过团队合作的训练，能够增强自信和

信任他人的团队合作意识，感受团队的巨大力量，

并学会真正融入团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所长。 

一、拓展训练与心理素质教育的关系 

拓展训练融入了心理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多

学科知识，而心理学知识更是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

的培训体系中。拓展训练中心理学理论是提升心理

素质的理论基础，在实际的训练操作中也把心理学

应用的技巧作为提升培训效果的手段。其中主要的

几种心理学理论有： 

1、 人本主义理论 

心理学中的人本主义教育理论是拓展训练重

要的理论依据，是提倡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的教

育理论，根据人类自身的发展特点培养学生能够适

应变化，学会如何学习，促进个性充分发展。人本

主义理论倡导的不仅仅是在学习中增长知识，还要

与每个人的各部分经验交流学习，使个体的行为、

态度、个性以及行为发生重大变化的学习。而拓展

训练过程中学生为培训的主体，是知识的主动探索

者，也是技能的主动实践者，更是培训过程的参与

者，这正与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的精髓吻合。 

2、 行为主义理论 

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为拓展训练的“做中

学”的原则、团队合作学习及正面引导、适时激励

等理念和工作技巧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解释。行为主

义最关注的人的行为的改变，认为学习的本质就是

学习者行为的改变。而这种体验式学习模式中“体

验”正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环节，是具体的体验，

也是“分享交流”和“总结应用”的基础。正如拓

展训练中注重运用个体和团队的激励，让学生在拓

展训练中感受到荣辱感，从而增强团队合作意识，

进而完成学习过程。 

3、 团队动力理论 

心理学中的团队动力学理论为拓展训练提供

了团队学习的动力。所有的拓展训练都是以团队学

习的形式进行的，团队动力学把团队作为一种心理

学上的有机整体，并在这种整体水平上探索人的社

会行为的潜在动力，如团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个

体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等等。在很多

拓展训练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

的相互协作，同时团队动力也被视为训练中团队效

能发挥的基础和条件。 

二、高职院校贫困学生普遍缺乏的心理

素质 

在高职院校中贫困学生的心理素质不同于其

他类型高校的贫困学生，贫困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不

仅是物质的匮乏，还有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贫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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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分析显示，这部分学生的学习压力和精神压力

与非贫困学生比要更大，尤其许多选择高职院校的

学生更多需要的是学习如和掌握一门技术，培养自

身的生存能力，而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贫困使这部分

学生在性格、心理、观念上都发生了扭曲，很大一

部分人丧失了对自我发展和学习的原动力，这就造

成了他们贫困和能力的两方面的短缺，形成了自我

发展的障碍，由此可见心理素质对学生培养方面的

重要性。高职院校贫困生在心理层面普遍缺乏以下

几种心理素质： 

1、 自信心 

很多贫困学生要承受着来自家庭和周边环境

的压力，他们的求学之路异常艰辛，家庭的贫寒、

与其他学生相比较后的负向心理能量让他们整天

情绪低落，遇事退缩，表现出极大的自卑感，尤其

是在一些需要有个人表现的活动中，自卑和自尊的

心理矛盾尤为突显。即使在一些他们自身有特长的

活动中也因为缺乏自信心而表现怯懦。同时在接受

社会、学校和同学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出很

强的自尊心，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而

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与周围的同学做出更多消

极的社会比较后，产生较低的自我评价。 

2、 积极向上的心态 

    在贫困学生中悲观心理往往是一种普遍的心

态。家庭的经济条件差不仅仅是导致他们产生消极

心理的主要原因，还有对新环境的不适应，以及学

业遇到困难时的为难情绪。其中一部分学生在进入

大学后一年左右，在突然转变了学习和生活环境

后，因为与周围人更多的消极社会比较而丧失了对

学习和生活的原动力，尤其在还不能适应大学生学

习方式，在学业上遇到了困难的情况下，会用带有

灰色调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很难用积极向上

的心态面对其中的困难和挫折。 

3、 团队合作意识 

    许多贫困学生在校期间的人际交往很少，交往

朋友的范围也很小。大多数贫困学生有着极强的自

尊，对自己有较高的期望，渴望得到重视、关心和

爱护。而因为经济上的拮据，他们不愿意参加需要

花钱的群体性活动，也就无法在群里中感受朋辈之

间的关心，而高职院校中多数老师忙于教学和管

理，较少关心他们对于群体的需要。同时，强烈的

自卑心理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很

少主动对别人敞开心扉，信任他人，因此也就很难

融入到班级团支部等群体中去。在一些团队性的活

动中，他们往往表现孤单，希望融入集体中，又因

人际交往能力差，不能更好的配合团队，导致了即

使有能力的学生也不能具有更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4、 正确的自我认知 

    在很多贫困学生的心里，“升学=就业”，是实

现他们家庭经济脱贫的唯一的办法。因为家庭对他

们给予的期望主要关注在未来工作对困难的经济

状况的环节，而缺乏对于他们自身需求的真正关

注。很多贫困学生在入学后表现出茫然无助，他们

知道父母和家庭的期望和需求，却不知道自己要往

什么方面发展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因为缺乏正确

的自我认知以及对社会和就业情况的信息匮乏，盲

目的追求高薪工作，追求好的经济待遇，因而不能

很好的进行自我生涯规划，盲从的学业和事业追求

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 

三、拓展训练在高职院校贫困学生心理

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拓展训练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开

放式培训课程，不仅对广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大

有裨益，尤其是在对贫困学生这一需要特殊关注的

群体具有更高的教育价值、锻炼价值和社会价值。 

首先，拓展训练具有促进贫困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的教育价值。拓展训练以团队协作为主要的形式

完成特定任务，其中需要团队中的每个人担任一定

的角色，承担一定的责任，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

量来克服困难和障碍。在这类活动中团队中的每个

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身在其中的贫困学生不会感

受到自己与他人的孤立，共同协作的训练模式会促

进他们在完成任务之后建立自信心，增强团队合作

意识，成功的满足感也会帮助他们产生积极向上的

心态，并且对于自身的潜能有更进一步的挖掘，以

及对自我更深一层的正确认知。 

其次，拓展训练具有帮助贫困学生提高个人执

行能力的锻炼价值。个人执行能力指一个人能否有

正确的自我认知，为自己设定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

生涯规划，并且能够成功的完成个人及团队任务的

所具有的心理素质。个人执行能力可以从完成任务

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团队协作性中体现出

来。以上这些正是拓展训练所特别强调和着重培养

的心理素质，因此拓展训练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

动自发的学习兴趣，又有助于发掘学生的自身潜

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克服心理障碍，锻炼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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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毅力，不断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辨能

力。 

再次，拓展训练还具有提升贫困学生人际交往

能力的社会价值。当今社会，人际交往能力是高职

院校学生走进社会，融入工作群体必备的能力。拓

展训练为提升这一心理素质提供了良好的团队活

动平台。拓展训练中的目标一致性原理把极具个性

的学生吸引到一起，并通过团队的向心力使他们积

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去。很多拓展训练需要学生扮

演特定的角色，同时自身在团队中的定位也随着模

拟性的训练发生改变，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求学

生不断的与他人交流以达到完成任务，解决问题，

争取集体荣誉的目的。这不仅要求学生主动寻求帮

助，还要主动帮助他人，一方面贫困学生可以感受

自身在团队中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他们

在训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 

四、拓展训练在高职院校贫困学生心理

素质教育中应用的思考 

1、 设置分阶段、分层次的拓展训练课程体系 

为了保证拓展训练在高职院校心理素质教育

中落实，应在高职院校职业技能的必修课程中，专

门设置的“拓展训练”课程体系，作为实践课程的

一个重要环节放在课程体系中。在该课程体系中建

立分阶段分层次的课程训练，其中包含基础训练和

综合提升训练。目前社会上有许多类似的企业训练

及针对青少年心理素质培养的课程、训练及夏令

营，这些课程及活动的费用都价格不菲，是贫困大

学生无法负担的。为了给这些家境窘迫的学生一个

自我发展的机会，高职院校有必要这样的心理素质

教育的平台，通过基础训练和综合提升训练对学生

进行有针对性的进阶式培养。 

在基础训练中，室内课程的理论传授为主，户

外的拓展训练为辅，深入浅出的引导学生进行正确

的自我认知。在室内的课程可以在入学适应环境之

后开始理论部分的传授，同时将一些社会上的简单

的户外训练引入到新生的理论课之前的实践课程

中进行，理论传授与实践提升同步开展，适时体验

和总结、交流分享，保证课程的实效性。 

综合提升训练主要以团队协作的室内外项目

为主，适用于高年级的学生。对于高职院校贫困学

生来说，他们没有更多接触企业和实习的机会，综

合提升训练可以通过设计一些模拟性的实战题目

进行，如模拟联合国、模拟职场等设定不同的身份

定位，分组讨论的形式完成学生在管理、领导、沟

通、协调方面心理素质的培养。在训练中还要注意

培养每个人的综合能力，不断转换角色，让每个学

生都能轮换担任其中的主角身份，保证每个人都有

锻炼和提升的机会。 

2、 设计有针对性的拓展训练课程 

很多贫困学生身上反映出的问题各不相同，在

心理素质方面的缺失和不足有一定的同性，也有一

定的差异性。对于有些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他们

还不能够一下适应拓展训练的精神强度，而很多学

生在某方面自身已经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并且希望

通过拓展训练有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在设定拓展

训练课程时，应先对学生的能力素质进行科学性的

测评，并针对测评的结果划分团体，针对不同群体

设定不同的课程训练，提高拓展训练课程的针对

性。如对缺乏自我认知，职业生涯目标不明确的学

生来说，可以通过一些室内的心理拓展项目帮助他

们重新认识自我，通过职业生涯幻游等项目帮助他

们规划学业和事业发展的目标。 

此外还应该设定个人项目和团队项目交叉进

行的课程。拓展训练不仅仅是对每个人个人意志的

考验，更是团队凝聚力的考验。在设计拓展训练项

目时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考虑，不能偏重某一方面，

在设计时力图把两部分融合起来，通过个人项目进

行个性化和差异性的心理素质培养，通过团队项目

解决心理素质方面共同性的问题，尤其保证所有贫

困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鼓励他们勇于尝试，自立

互助，通力配合，分享交流不同体验。 

3、 个体的跟踪式教育模式 

拓展训练对于学生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只是一

种模式，无法用具体的成绩进行衡量，也无法在具

体的学习中进行主观的评价。为了保证拓展训练在

贫困学生中的教育效果，应建立起一对一的跟踪式

教育模式。拓展训练的目的不是对学生的体能有提

升，而是对学生的精神、心理素质有所提高。因此

对贫困学生群体中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要进行训

练前的心理调查分析、训练中心理分析处理、以及

训练后的心理分析总结，了解他们通过拓展训练产

生的效应，进行跟踪式的培养和训练，建立档案，

形成监督和咨询机制，有针对性的引导他们不断体

验、总结、突破、转变，以期完成自身的心理素质

的培养。 

4、 针对不同专业和职业的拓展训练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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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专业心理素质互补和结合也要列入

设计拓展训练课程的考量中来。不同学科的学生因

专业性质的不同，形成了他们所具备素质的差异。

基础训练是适用于所有不同学科的学生，针对于不

同学科的学生，综合提升训练就要有针对性较强的

课程设计。把一些拓展培训项目的放到学生未来将

要面对的工作情境下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项目的

障碍点和难点，引导学生在模拟培训的过程中体

验、总结和感悟经验，从而自己寻找到解决工作难

题的办法，进一步帮助他们面临工作压力时心理素

质的提升。如对一些如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贫困学生

来说，领导、管理、沟通能力是特别需要的，那么

在这一方面就要力求通过针对性的课程加以提升，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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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立志 朱翠兰 

 

 

                                                                                             

摘要：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

突破口。在基于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中，团队、导师、选题、管理、检验、激励六大机

制环环相扣，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系，为创新人

才培养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并在师生共建、知识

共享以及产学研结合的线性发展道路上，推动创新

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项目化、培养模式、机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强调，“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

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

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

创新人才”，并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

式”，开启了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新篇章。 面

向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创新”成为

一个关键词，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是当前高校

人才工作的重大主题和历史使命。但从现有人才培

养模式的创新方式来看，或加强实验室建设，或加

强社会实践环节，或丰富第二课堂活动，大多还比

较分散、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无法实现创

新人才培养持续性发展，导致培养效果不明显。于

是，基于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以其规范

性、有效性、持续性的优点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一、“项目化运作”的引入 

“当今社会,一切都是项目,一切也将成为项

目”,美国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委员会主席

Paul grace 断言。“项目化”来源于现代管理制度

中的“项目化管理”，核心思想是以“项目”作为

独立的组织单元，通过项目的形式来保证组织的灵

活性和管理责任分散，以目标为导向解决问题。在

项目化运作模式下，各项任务将凸显出明确的目的

性以及计划性，而其程序性的特点规范了任务的完

成。作为一种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的全新管理模式，

项目化运作将极大地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性，并保

证其效果。随着管理科学的快速发展，项目化管理

思想在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基于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项目

化管理的全新理念融入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

在该模式中，学校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通过独立

的项目运作加以实现。学生依据自愿原则，组成项

目团队，团队根据成员的共同兴趣、结合专业向学

校组织管理部门申请科研立项；学校通过科学合理

的评审选拔出科学性兼具合理性的项目予以资助。

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学校将依据双向选择原则选

拔优秀的专业教师予以指导，并通过严格的程序化

设计加强项目实施的过程管理；学生则“以我为主”

进行调查研究、查阅文献、分析论证、制定方案、

设计或实验、分析总结等方面独立能力的训练，将

知识的学习和再现与知识的探究和发现有机结合

起来，从而使学生从传统的知识接受者变为知识的

探究者，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意识

和合作精神。简言之，学生通过项目申报、项目立

项、项目运作、项目结题、项目评价的全过程得到

能力锻炼，从而实现项目育人目标。[1] 

二、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

具体机制 

基于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

有效的程序化设计，在项目运作过程的各个环节都

有各种有效的运作机制，保证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环环相扣，形成一个统一的、可持续发

展的有机体系。依据项目化运作的具体程序，该模

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机制：  

1、自由组合的团队机制 

项目组成员是项目化运作模式的中心主体，是

创新教育目标体系下具体项目的实施者。源于现代

科学的迅速发展，一个人很难在其一生中涉足到科

学技术的各个方面。团队合作则有利于打破个人认

识的局限性，能使学生在平等、民主、自由、活泼

的学术氛围中，对学术问题进行交流讨论、比较参

考、批判创新、融化组合，进而去寻找和推敲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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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哈里特·朱克曼对 1901-1972 年的 286 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统计发现，参加团队研究的有

185 人。在诺贝尔奖设立的第一个 25 年中，团队合

作研究获奖的比例是 41%；在第二个 25 年中，团队

合作的研究获奖比例则上升为 65%；在第三个 25 年

中，团队合作的获奖比例又上升为 79%，这些数字

说明, 团队合作也已成为当代科学研究出大成果

的明显趋势[2]。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

坦森在《困境与突破》一文中谈到影响创新的因素

时也指出：“有机的结构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跨

学科、跨专业的频繁沟通，有利于克服创新的潜在

障碍。合理的结构是人才成长和发挥才能的有利条

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展才能，相互配合，

彼此协作，可构成高质量、高效率的团队核心”。

[3]可见，高效的团队合作应采取自由组合的团队

建立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因此，在立项团队组成上，学校应当鼓励团队组合

要尽量跨学科、跨年级，鼓励梯队合作，力争实现

优势互补。 

2、双向选择的导师机制 

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但由于缺乏组织经

验以及现有理论基础缺乏，无法应对项目实施过程

中出现的难题，如果没有有效的引导因素介入，极

有可能导致项目团队成员信心丧失乃至团队瓦解，

不利于团队的稳定发展。因此，项目组成员确定以

后，项目成员可以根据项目需要研究的大致方向寻

找研究方向互相契合的指导教师，或者由项目运行

的相关管理部门帮助配备合适的专业指导教师，充

分发挥指导教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示范

作用，保证项目运行的规范性、有效性，达到锻炼

学生科研能力的目的。为了有效提高师生合作效

率，指导教师与学生科研团队的合作应当采取双向

选择机制。一方面，双向选择的导师机制有利于促

使教师提高自己的选题质量及自身的业务素质，在

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努力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水平，给学生留下严谨治学的良好印象；另一方面，

双向选择的导师机制更有利于保证学生找到与自

己申请项目方向相契合的指导教师，便于充分发挥

指导教师在学生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效引导

作用。 

3、科学合理的选题机制 

科学选题是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的关键一环。考虑到参加到项目的学生是掌握了一

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的本科生，课题选择应该

符合大学生培养目标及教学的基本原则，符合有利

于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原则，注重基础与前沿相

结合、选题和实验相结合，同时也应遵循与生产、

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因此，选题

一般遵循即要结合专业研究，尽量利用学校学科、

师资优势，同时突出立项新意，最好可以服务当地

发展，突出创新创业。整体上应属于科技创新型项

目，突出项目中的新概念、新方法，鼓励学生大胆

探索，要有鲜明特点，具有自己的个性。选题的提

出可以征求专家、教师意见，可以由指导教师从自

己的科研项目中抽出子课题形成，也可以由团队自

行提出。为了有效扩展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的覆盖面，项目可以是一项科普活动或者依托

科技竞赛，也可以是解决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

者应对社会现实需求，等等。这样有利于保证各种

水平的项目组都有机会参与到该模式中来，凸显项

目设立的层次性，有效扩大项目的覆盖面。 

4、规范严格的管理机制 

为了保证项目确定的合理性、项目实施的规范

性，保证学生在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

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项目任务，并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获得提高，学校必须建立起规范严格的管理机

制，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控制管理，保证该模式的

有效运作。一般而言，该管理机制的基本程序包括：

选题—立项评审—中期检查—结题验收。首先，经

过团队成员反复论证确定选题内容；题目确定后，

项目组成员可以向学校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学校将

组成专家组对项目进行评选，通过反复调查研究，

筛选出价值大、可行性强的项目进行资助。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学校应当建立科学的项目经费管理和

周期检查制度，保证专款专用以及经费、项目实施

过程管理的有效性。其中，周期检查制度应依托专

门聘请的经验丰富的教授运行，由这些教授组成专

家库，结合项目方向采取随机遴选的原则组成专家

组，对项目进行阶段性检查，实现项目实施的全过

程质量控制。在项目结题验收环节，做好项目最终

评价工作，辅之以项目成果保护机制、项目成果转

化机制以及项目组成员、指导教师的奖励机制等，

全面提升学生科研项目的质量。 

5、凸显实效的检验机制 

以项目化成果转换、各类高层次大学生科技竞

赛为契机建立有效的项目化运作模式的检验机制。

目前，全国各高校学生申请专利、依托项目组建立

创新团队实行自主创业的不断涌现。同时，各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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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科技创新竞赛也越来越规范，参与面越来越

大，为展示广大学生的科技创新实践能力提供了广

阔舞台。无论是实现自主创业，还是参加各类高水

平科技创新竞赛，都是检验大学生科技创新实力的

有效手段，也是展示大学生科技创新才华的大好机

会。学校应当充分利用有效资源，搭建各种平台，

鼓励学生创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竞赛的激励作

用，大力推进教学改革,让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

能力在有效和量化的检验机制中得以凸显。这种检

验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在全校树立起科技创新的典

型，对全校师生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形成浓郁良

好的校园学术科技氛围，达到全校师生在科技创新

领域共同提高的重要作用。 

6、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麦克利兰的激励需要理论指出，人有追求成就

的需要，如果工作本身能让人们发挥其技能和潜

力，那么这种工作本身就可以使人感到满足。这时

候，人们完成工作任务，取得工作成就，就是极大

的满足。因此，学校必须以学生、指导教师的切实

需要为出发点，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尽力了

解并满足项目组成员包括指导教师的心理需要，给

他们创造具有挑战性的机会，使其的创造性在项目

团队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针对不同学科的不

同特点，以业绩为核心，以教师、学生认可为重要

指标，建立科学、有效、公平、公正的考评指标体

系；创新并完善有利于尊重和保护创新思想的学术

评价制度；通过把定性考评和定量考评结合起来，

探索有效的绩效评估激励制度，实现对成员、整个

项目团队以及指导教师的有效激励；在全校范围内

倡导创新文化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赋予

创新团队以成就感；等等。 

三、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功

能优化的关键点  

基于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依托

项目团队而产生和持续发展的，如何保持项目团队

的稳定性、提高项目团队综合素质以及实现项目团

队的线性发展，是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功能优化的关键点。因此，作为该培养模式的主体

——项目团队有必要走“师生共建、知识共享以及

产学研结合”的线性发展道路。 

1、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实现项目团队师

生共建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

强调：“要加强师德建设，弘扬优良教风，提高业

务水平，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学识风范教育感

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4]

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同样基于项目化运作

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需要高水平师资队伍作为保

障。为此，学校应当承担起建立优秀指导教师团队

的职能，结合项目的方向，选拔宽厚的专业知识、

长远的战略眼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创新能力，同

时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专业指导教师，组

成教师团队，为学生科研提供技术支持；尤其在项

目课题涉及的内容具有多种专业知识的交叉性的

情况下，指导教师团队应实现联合指导，即由项目

指导教师负责具体组织，多个方向的指导教师联合

指导，确保项目顺利运行。在项目指导过程中，指

导教师要成为项目团队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

进者，要运用其知识、才能、人格给学生的心理发

展带来全面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教师的指导，让学

生通过自己的团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锻

炼培养学生包括科技创新、人际交往、团队合作在

内的多种能力，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团队的稳定

发展。 

2、形成有效的知识共享体系 

项目实施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

新需要团队成员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

题，需要团队成员有足够多的知识积累。同时，项

目的实施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需要“碰撞性”思

维。因为创新从来就不会在循规蹈矩的例行公事中

产生，它可能源自知识网络中无数交点中的任何一

个。概括起来，有两种因素对创新必不可少：一是

创新的基础，也就是足够多的创新活动可能用到的

知识量，如团队及团队成员知识的积累，团队成员

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结构等；二是有利于创新的“冲

突”或“差异”，这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5]弗朗

西斯·霍比就曾指出：恰恰就是那些有利于伟大创

新即充满激情、本能驱动和不受束缚的思维的特质, 

常被那些痴迷于效率的人视为傲慢的、荒谬的和有

失体面的行为。知识共享行为则可以满足对这两个

条件的支持[6]。知识共享不只是知识的交流、分

享和成员间的相互学习，最为重要的是它促进新知

识的产生，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可能是一

个有着明确目的的组织行为过程。知识共享给知识

创造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支撑，除了帮助知识的快速

增长外，团队成员在共享知识的过程中得到其他成

员的协助，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流中不断产生智慧的

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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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产学研结合的线性发展道路 

实践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必经之路，只有把项目

团队放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学习和实际应用挂

钩，才能发挥出创造性的成果。“产学研”结合是

其中的一种有效方式。以团队模式和市场、工业、

研究机构相互合作，即可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也可以弥补单个学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欠缺

的不足。以团队模式和社会资源结合，对学校、学

生、实践单位可以达到“三赢”的结果。团队的产

学研结合可以有多种方式：一是参加校内的科研项

目，学校把承担的部分项目让学生参与研究；二是

学校和用人单位协商建立实践基地，让学生走出校

门到社会锻炼实际应用能力；三是学生凭借团队成

果征集赞助单位，用自己的成果服务社会，吸引更

多的合作单位。[7]同时，作为项目的主体——项

目团队也必须实现向线性研究的转变，这是项目化

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线性发展的基础。现有

的学生团体研究问题大多是个别化的研究，“应赛”

形式多，持续研究少。即因为问题而组建成队，研

究完后即刻解体。这种形式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研究

型学习的优势，不能使学生更深入的发挥创造性，

并带来创造成果。因此，项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要想有长远发展，其主体——创新团队必须

改变为线性研究，即对固定方向的问题不断深入研

究，人员可以更新，但课题研究要不断的深入。 

四、结束语 

运用现代管理学的项目管理理论，创建基于项

目化运作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的有益探索，其严格的程序化设计为创新人

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途径。但在实施过程

中，该模式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专业指导教

师队伍的建设不足、评价机制改革进展缓慢、项目

资金来源有限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不

断摸索和积累经验, 从而更全面、深入地改变高校

创新人才的培养现状。（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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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学生的情商教育 
 林楠 

 
 
                                                                                             
 

【摘要】情绪是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相互作用产生

的一种整合性心理过程，大学生的情绪虽然开始趋

于成熟，但是冲动性的特点也很明显，特别是一些

负面情绪对大学生的身心、学习、人际关系甚至人

格都会造成危害。情商已经成为影响个人成败的决

定因素，因此，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情商教育，提

高大学生情绪认知能力；指导他们掌握情绪管理的

方法；为他们创设良好的学习平台和生活环境，并

加强对大学生的专业辅导。 

【关键词】大学生 情绪管理 情商教育 

 

    在不断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IQ（智商）已经

不再是决定一个人成败的主要因素，在越来越复杂

的人际关系网中，EQ（情商）逐渐成为了影响个人

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还未真正走进社会的大学生

而言，在知识学习之外，情商的培养也尤为重要，

直接影响学习和生活，更关乎个人未来的职业生涯

发展，因此在大学生情商教育中有必要进行新的探

索，寻找更有效的培养途径。 

一、 何谓情商 

情绪是复杂的心理活动，是指伴随着认知和意

识过程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是对客观事物和

主体需求之间关系的反应。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

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常常伴随着比较明显的外

部表现，具有暂时的、冲动的和不稳定的心理特点。

情绪的正负反应都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变化。良

好的情绪是积极心态的基础，有助于个体形成稳

定、积极、乐观的性格；负面情绪则是人格缺陷和

人格障碍的主要诱因。 

情商就是情绪智商，又称为情绪智力，是指近

年来心理学家提出的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概念，

它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

面的品质，是自制、热忱、坚持以及自我驱动、自

我变成的能力，其中包含五个主要方面：（1）了解

自身情绪，能够监视和洞察自我情绪时时刻刻的变

化，能够察觉自身某种情绪的出现，观察和审视自

己的内心体验，这是情绪智力的核心；（2）管理情

绪，能够调控自己的情绪变化，使之适时适度的表

现出来；（3）自我激励，能够依据自身行为的目的，

调动和指挥自身情绪的能力；（4）识别他人情绪，

能够通过细微的社会信号、行为和表情，敏锐地感

受他人的需求与欲望，洞察他人的情绪变化；（5）

处理人际关系等，调控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反应的技

巧和能力。 

情商水平高的的人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能够

很快的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怕困难，面对挫折

能够用积极向上的态度努力寻求解决办法，有辨识

他人感情的能力，豁达大度，在团体中易与人合作，

因而在事业和生活中更易成功。 

二、 大学生情商水平现状及其特点 

大学生正处于学校到社会的转折期，他们虽然

在知识技术水平上具有较高的水平和自我学习能

力，但他们的心智还未完全成熟，在对待学业、事

业、感情、人际交往等问题时还没有比较正确的认

知，在缺乏类似的经验判断的情况下，往往比较敏

感，容易冲动，具有两极性和爆发性的特点，情绪

波动很大，由此产生的行为后果又会反过来影响情

绪的变化，因此还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受感染性。主

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人际关系紧张。不管是在班级、寝室或者
更大的集体环境中，大学生都不可避免的要面临比

从前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方面作为大部分家庭

都是独生子女的 90 后大学生，他们过于自我，易

发怒，在遇到矛盾时易迁怒于人，缺乏同理心，不

能以宽容友善的态度与他人交往，往往只计人所

短，不见人之所长。另一方面由于不善于沟通，缺

乏处理自身和他人的人际交往中产生的矛盾，长期

累积下，周围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又因为缺乏

交流和倾诉的对象，消极不良的负面情绪没有宣泄

的渠道，进一步影响了学业、工作和生活。 

2、 社会化严重不足。由于绝大部分大学生都
是从高中直接升入大学的，在之前的学习生活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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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时间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教室和家庭，很少接触

社会实际，对社会的情况了解甚少。在进入大学以

后，很多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类活动参与意识明显增

强，但由于条件所限，可供了解社会的场所和走进

社会实践的机会并不多，尤其一些学生在寒暑假社

会实践活动只是流于形式。在社会舆论越来越大众

化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化严重不足，盲从的相信来

自各种媒体的信息，不能辩证的看待社会问题，因

而也很难做到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实际需要相协调。 

3、 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反差 

    一直以来大学生作为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阶

级为人所推崇。而今在越演越烈的社会竞争中，曾

经一度被视为“天之骄子” 、“象牙塔”中走出来

的大学生不再有优势。一方面，对于寒窗苦读十几

年才考入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来说，原本的高自我评

价在步入大学后就已经屡屡受挫，社会对于大学生

的评价又因近几年的负面事件而频频下降；另一方

面，企业和社会对于用人的多元化选择，给了大学

生更多的就业压力，使苦熬多年的付出与毕业时的

收获不对等，因而很多学生在入学一年后就开始产

生消极的情绪反应。 

4、 对挫折的承受力较弱 

    逆商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即面对

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大

多在优越的环境下成长，大部分人从小学到高中求

学道路上一直都一帆风顺的，有些人几乎没有遇到

过挫折和失败，面对的都是来自老师和家长的表扬

和称赞。在进入大学后，由于没有前期的挫折教育，

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难，所以缺乏坚强的意志，一

旦遇到挫折或打击，这种负面消极的情绪就在他们

心目中放大、加重，进而引起更强烈的情绪波动，

产生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 

三、 大学生情商教育的新途径探索 

针对大学生目前的情商水平的现状和特点，高

校应加强和重视高情商水平的培养。 

1、 建立生动的情商教育课堂体系 

情商作为大学生步入社会的最重要的一门个

人修炼课程之一，需要学校从理论到实践的角度进

行知识传授和教育，设置相应的课程，不断进行正

确的引导。在设立课程时，应注重结合 90 后大学

生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由浅入深、由事说理、由

理入情的生活的情商教育课堂体系，教育引导学生

在所处的环境中能学会自我审视，察觉自身心理和

情绪的变化，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表达，与

老师、同学和家长进行有效、有益的沟通交流。通

过相关学科的交叉和渗透，搭建课堂和课堂以外的

教育平台，逐步渗入式的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形成

能够理解和帮助他人的思维模式，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学会为他人着想，培养他们

尊重他人、关爱他人、欣赏他人的同理心，学会自

我控制、自我学习，能够适时调整自我心态，稳定

情绪，树立自信心，培养自己与人协作的团队合作

意识，和面对困难勇于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校还应针对大学生日常遇到的困难，以及社

会上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与学生积极互动，不断调

适，促进学生增强自身判断力，使情商教育课程更

具体化，实用化，通俗易懂，易于被学生接受。在

传授学生如何应对周围复杂多变的环境变化和人

际关系的同时，有意识的强化学生自身情商的提

升，转变消极情绪意识，逐步形成积极阳光的心态，

培养自身富于人性的人格魅力，以及有助于今后自

身发展和走向社会后所应具备的较强的适应能力

和创造力。 

2、 通过加强学生之间的多方交流为学生提升
情商的校园活动平台 

情商教育不仅需要课堂的知识传授，更需要好

的育人环境的影响。高校一方面应在学校的范围内

为学生提供良好和谐的学习环境，缩小落差效应，

减少挫折的机会，矫正不良行为；另一方面也应充

分利用第二课堂的有利资源，着重于让学生“走出

去”的社会实践活动，体验社会，了解社会，进一

步加强非专业知识、非智力因素的能力素质培养，

通过开展健康、充实、丰富多彩的普及性和交互性

的校园活动，促进学校各年级、各专业学生的交流

沟通，为学生搭建多方交流的锻炼平台；帮助学生

培养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认知和较强

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

的全面的健康发展。 

3、 加强对高情商处世哲学的日常教育引导 

情商与智商不同，可以在后天的教育培养中获

得提升，因而，高校可以通过日常的教育引导学生

了解和掌握调节情绪的技巧来缓和和转移负面情

绪，从而提高情商水平。 

如情绪宣泄：大学生的情绪十分丰富，负面的

情绪需要及时的释放，如果不及时释放，长期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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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会导致最终的爆发，后果会更严重。大学生在

遭到负面情绪的困扰后，可以选择适当的情绪宣

泄，如选择朋友、老师、咨询专家、网络等进行倾

诉；通过写日记等发泄并整理自己的情绪。在记录

情绪反应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冷静下来组织自己混

乱的情绪，并结合自己的原有的认知结构，认清事

情的本质，并适当的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避免过

激的情绪对身体和人际关系等的伤害。  

情绪转移：顾名思义，就是把注意力从引起不

良情绪反应的刺激情境，转移到其它事物上去或从

事其他活动的自我调节方法。大学生在遭遇负面情

绪时，可以选择离开当时的情境，转移注意力，如

听听曲调高雅、旋律优美的音乐，适当参加体育活

动，外出散步，看看电影、电视、读读书、下盘棋，

找朋友聊天，旅游，换换环境等等，在活动中寻找

到新的快乐。这种方法，一方面中止了不良刺激源

的作用，防止不良情绪的泛化、蔓延；另一方面，

通过参与新的活动特别是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而达

到增进积极的情绪体验的目的。 

情绪升华：负面情绪主要是由于个人的需要没

有得到满足造成的，若一味的沉浸于自己弱点，可

能会在一些不良行为中寻找安慰，从而导致无法自

拔。大学生应该扬长避短，认真分析自己的不足，

并努力弥补不足，将理想转移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去，实现升华。  

理智疗法：宣泄和转移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情绪

管理的方法，升华也很难认识到情绪的本质，ABC

理论则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知自己，从而有效地管

理自己的情绪。A 是指引发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

能感觉到的事实；B是我们对 A事件所持的观点。C

则是 B所引发的情绪和行为的结果。一般我们总是

认为是事件直接引发了我们的反应，但是实际上是

我们的观点造成的反应。我们需要首先认清引发情

绪的根源，也就是我们的观念，理清情绪发生的来

龙去脉，才能去调控情绪。 

4、 加强辅导员队伍自身的高情商培养 

辅导员应加强自身的高情商培养，学会自我情

绪管理，一方面，具备自我认知、自我控制、自我

刺激、通情达理和与各类型学生和睦相处等多方面

能力，在平时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通过妥善处理日

常管理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矛盾，潜移默

化的对学生进行渗入式教育，从而激发学生的潜

能。另一方面还应掌握大学生情商教育的知识理

论，不断增强自身的高情商培养，深入学习与之相

关的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知识，还要时

时了解和学生的情绪特点、常见的情绪问题及产生

的原因，掌握有效调控情绪的办法，不断把理论应

用于实际工作中，了解掌握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

采取有针对性培养方式帮助学生积极适应和有效

地调控情绪。 

除此之外，辅导员还应多利用平时班集体探讨

和交流的机会，组织学生对于可能引起情绪的热点

话题进行讨论，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让学生平时对

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形成惯性的思维模式，避免突

然面对类似问题时不知所措，导致负面情绪的产

生，影响行为和决策。 

大学生的情商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指导和知

识传授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学校在各方面投入，形

成情商教育的的成体系的培养模式，和常抓不懈的

日常教育和管理机制，不断深入研究情商教育的新

模式和学生情绪问题的新特点，创新教育模式，对

大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帮助他们在走向社会

前完成自身在大学中情商教育这一至关重要的一

环。（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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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感受成长 

以先进典型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 
 学生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

[2004]16 号）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弘扬学习先进、崇尚先进、赶超先

进的校园文化风尚，加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我校把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培

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作为根本任务和主题，

通过大学生身边的典型以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方式

教育学生、激励学生，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典型示

范教育系列活动，通过先进典型的培育、树立、宣

传，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提高我校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引领大学

生健康成长，使学生在全面发展到过程中都能找到

与自身发展需要相符合的典型和榜样。如今，典型

示范教育系列活动已经成为东北大学树立典型、教

育学生的重要载体，成为东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的优秀品牌。 

一、精心培育，提升典型示范的思想性 

为了扩大典型示范教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学

校坚持从身边提炼榜样，树立典型，通过身边先进

典型与优秀榜样的力量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学校

对先进典型的教育类型、选树机制和培养指导等方

面非常重视。在先进典型的教育类型上，学校将先

进典型分为学业特长、科技创新、志愿服务、自强

自立、基层就业等方面，并注重运用先进典型影响

和带动广大学生，使每名同学都能够找到与自己发

展方向上的典型与榜样，让学生们在受到更多激励

与启迪的同时，能够结合自身情况、立足实际，努

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先进典型的选树机制上，学

校牢牢把握时代特征和大学生成长规律，坚持深入

基层开展调研，保证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都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努力探寻符合时代特点与学生需求的

结合点。近年来，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思想教育

活动，如“感受成长——走进优秀大学生”先进事

迹报告团系列活动、东北大学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等，学校的先进典型素材大量涌现。在先进典型的

宣传推广上，学生处通过编撰事迹材料册，制作宣

传彩页、宣传展板、视频短片、网络宣传等形式大

力宣传东北大学优秀学生的典型事迹，在宣传先进

典型的基础上，学校还注重深入挖掘典型的精神内

涵，引导广大学生在受教育的同时进行理性地思

考，加强思想政治的启迪和教育功能的发挥。在先

进典型的培养指导方面，学校还特聘学校学生工作

相关部门领导担任指导教师，对不同类别的先进典

型进行科学地引导和培养，从而为广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成才观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帮

助。 

二、创新形式，加强典型示范的教育性  

典型示范教育系列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创新平台，是大学生自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了充分发挥典型示范教育系列活动的效

果，更好地构建大学生自我教育体系，学校高度重

视典型示范教育系列活动，并对活动的开展形式进

行了积极的完善与创新。经过不断的探索与总结，

典型示范教育系列活动在内容、形式、时间等安排

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施体系。学校在积极挖

掘先进典型与教育资源的同时，还选取了不同行

业、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杰出校友代表，以满足

更多学生的需要。学校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各学院

的工作安排和学年内不同时期学生的需求，对典型

示范教育系列活动进行了总体的部署，以大型先进

事迹报告会、百场报告进班级、“一对一”解困助

学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典型示范教

育系列活动。为了增加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

活动前期就吸引学生参与其中，学校将先进典型的

优秀事迹通过网络、宣传板和宣传小折页等形式进

行公布，使学生对先进典型有更多的了解，让学生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从而确保了教育效果

的深入。 

三、树立品牌，典型示范教育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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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示范教育系列活动注重利用榜样的力量

来教育、感召更多的学生，进而构建积极、健康、

向上的自我教育体系，在学校内掀起了一股崇尚先

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大力弘扬先进事迹，营

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牢牢地把握正确导向，教育广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是学校开展典型示范

教育系列活动的宗旨。通过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

样、感召力强、参与性广的典型示范教育系列活动，

学生用自身成长经历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优秀形

象，为广大同学提供了学习的模范榜样，满足了他

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先进事迹的宣讲，校园里

形成了学习先进、赶超典型的良好风尚，广大同学

热爱学习，积极参与教学和实践活动，学习风气浓

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大批学习成绩优异、

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考研录取率连年增

加，英语四、六级一次通过率年年攀高，学术论文

和专利数量不断增加，典型示范教育系列活动已成

为促进学校优良学风建设、营造校园文化新风尚的

重要载体。（学生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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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2012 年人文选修课目录 

 

东北大学 2012 年春季人文选修课目录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生

人数
任课教师 职称 教师所在单位 

1 世界美术史及欣赏 32 2 117 王红 副教授 鲁迅美术学院 

2 版画艺术及欣赏 32 2 118 张璐璐 助教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 交响音乐欣赏 32 2 90 张丽娜 副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4 舞蹈（特招） 128 8 30 刘欣欣；关静姝 编舞 东北大学 

5 外国音乐史及欣赏 32 2 90 彭永启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6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88 陈秉义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7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120 原媛 讲师 沈阳音乐学院 

8 爵士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90 曹洋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9 中西器乐名著赏析 32 2 90 董蓉 讲师 沈阳音乐学院 

10 合唱艺术（特招） 128 8 30 程明秦 国家一级指挥 沈阳电力集团 

11 书法 32 2 164 朱利 教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12 
中国画山水花鸟画临

摹 
32 2 20 郑宗秀 副教授 鲁迅美术学院 

13 体育舞蹈 2（特招） 128 8 30 张士文 副教授 沈阳体育大学 

14 体育舞蹈 2（特招） 128 8 30 张士文 副教授 沈阳体育大学 

15 首饰艺术 32 2 170 朱恩静 副教授 东北大学资土学院 

16 宝石鉴赏 32 2 200 关子川 副教授 东北大学离退休办 

17 民族音乐赏析 32 2 49 林林 副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18 体育舞蹈[1] 32 2 30 梁青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19 大学语文 32 2 64 张红星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20 文学名著欣赏 32 2 120 杨蕾 讲师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21 唐宋词精读 32 2 80 孙民 教授 沈阳大学 

22 散文欣赏与写作 32 2 90 孙洪海 主编 辽宁报业集团 

23 世界建筑及欣赏 32 2 150 刘晓红 副教授 鲁迅美术学院 

24 民间工艺欣赏 32 2 170 王顺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25 流行歌曲赏析 32 2 90 胡杰 副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26 油画名作欣赏 32 2 147 史万兵 教授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27 中国绳结艺术 32 2 60 高丽南 民间艺人 沈阳铁路集团 

28 漫画入门 32 2 100 杨建春 研究员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29 话剧表演（特招） 128 8 30 刘若云 国家一级编剧 辽宁艺术剧院 

30 国学基础 32 2 148 毕宝魁 教授 辽宁大学 

31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 32 2 30 周淼 讲师 东北大学机械学院 

32 媒介素养与视觉传达 32 2 200 杨薇薇 助理研究员 东北大学宣传部 

33 健康街舞 1 32 2 30 高大鲲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34 流行街舞 1 32 2 30 高大鲲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35 FLASH动画设计及制作 32 2 120 高路 助教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6 校园交际舞 32 2 50 梁青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37 拉丁舞 32 2 50 梁青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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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生

人数
任课教师 职称 教师所在单位 

38 大学音乐鉴赏 32 2 90 魏艳 副教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9 影视艺术的审美文化 32 2 170 霍楷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40 集邮艺术欣赏 32 2 170 霍楷;王彩云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41 钢琴演奏基础 32 2 20 黄岑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42 
摄影的技术美与艺术

美 
32 2 170 霍楷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43 中外文学名著赏析 32 2 120 韩天佳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44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

（特招） 
64 4 30 王峰 讲师 东北大学机械学院 

45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

（特招） 
64 4 30 周淼 讲师 东北大学机械学院 

46 歌曲伴奏 32 2 19 陈光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47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 32 2 40 王峰 讲师 东北大学机械学院 

48 
世界陶瓷工艺研究与

艺术欣赏 
32 2 171 王峰 讲师 东北大学机械学院 

49 中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2 160 韩天佳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50 外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2 158 韩天佳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51 计算机 DIY 与维护 32 2 40 焦明海 副教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52 数学建模与实验 1 32 2 13 宋叔尼 教授 东北大学理学院 

53 综合电子技术实验 32 2 70 李大宇 讲师 东北大学信息学院 

54 程序设计技术 32 2 13 赵长宽 讲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55 
数码照片 Photoshop

处理技术 
32 2 120 焦明海 副教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56 
便携电子产品应用设

计 
32 2 90 徐彬;张昱 助教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57 
大学生程序设计编程

基础 
32 2 49 刘小锋 助理工程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58 
premiere 视频编辑与

特效制作 
32 2 120 薛丽芳 讲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59 创业教育与实践 32 2 40 王刚;等 高级工程师 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 

60 现代管理方法（一） 32 2 43 钟磊钢 副教授 东北大学离退休办 

61 易学与中国管理艺术 32 2 140 孙新波 副教授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62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134 张红星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63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71 张红星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64 健康心理学 32 2 120 黄津芳;卢乐萍 主任医师 沈阳军区总医院 

65 企业文化 32 2 96 王宝森 副教授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66 健身瑜伽 32 2 30 程丽华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7 
体育礼仪-啦啦操（特

招） 
128 8 30 丑丽萍;等 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8 礼仪健身舞蹈（特招） 128 8 30 杨波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9 大众健美操 32 2 50 杨波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70 舞狮(特招) 128 8 30 姚连涛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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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生

人数
任课教师 职称 教师所在单位 

71 涉外交往与异国风情 32 2 200 李正鸿 副教授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72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王震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73 游泳（男生班） 32 2 29 王震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74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王浩家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75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程明；等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76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程明；等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77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王浩家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78 游泳（女生班） 32 2 30 李爱平 副教授 东北大学离退休办 

79 游泳（女生班） 32 2 30 李爱平 副教授 东北大学离退休办 

80 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 32 2 118 沈晓波 讲师 东北大学工会 

81 时尚搏击操 32 2 30 刘和臣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82 中国传统太极拳 32 2 30 刘和臣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83 定向运动 32 2 30 贾海波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84 游泳(初级班) 32 2 30 丑丽萍 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85 游泳(初级班) 32 2 30 丑丽萍 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86 管理心理学 32 2 163 王宝森 副教授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87 创造性思维与技能 32 2 26 罗玲玲 教授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88 橄榄球 32 2 34 任可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89 竞技体操（特招） 128 8 30 杨波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90 英美报刊文章选读 32 2 45 peter 外教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91 企业哲学 32 2 111 胡振亚 讲师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92 现代科技与应用写作 32 2 200 丁义浩 副研究员 东北大学宣传部 

93 技巧啦啦操（特招） 128 8 30 丑丽萍 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94 奥运赏析 32 2 132 孙玉宁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95 足球裁判法 32 2 49 金刚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96 英语演讲（基础班） 32 2 20 高志英 讲师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97 英语演讲（提高班） 32 2 20 刘红 讲师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98 大学生能力拓展指导 32 2 133 张哲；等 讲师 东北大学团委 

 

东北大学 2012 年秋季人文选修课目录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生

人数
任课教师 职称 教师所在单位 

1 世界美术史及欣赏 32 2 102 王红 副教授 鲁迅美术学院 

2 版画艺术及欣赏 32 2 55 张璐璐 助教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 交响音乐欣赏 32 2 90 张丽娜 副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4 舞蹈（特招） 128 8 30 关静姝 编舞 沈北文化馆 

5 外国音乐史及欣赏 32 2 44 彭永启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6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49 陈秉义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7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38 原媛 讲师 沈阳音乐学院 

8 爵士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86 曹洋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文化素质课程建设| 35

续表一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生

人数
任课教师 职称 教师所在单位 

9 合唱艺术（特招） 128 8 30 程明秦 国家一级指挥 沈阳电力集团 

10 书法 32 2 124 朱利 教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11 中国画山水花鸟画临摹 32 2 40 郑宗秀 副教授 鲁迅美术学院 

12 体育舞蹈 2（特招） 128 8 30 张士文 副教授 沈阳体育大学 

13 体育舞蹈 2（特招） 128 8 30 张士文 副教授 沈阳体育大学 

14 首饰艺术 32 2 140 朱恩静 副教授 东北大学资土学院 

15 宝石鉴赏 32 2 171 关子川 副教授 东北大学离退休办 

16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特

招） 
64 4 30 王峰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17 大学语文 32 2 37 张红星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18 文学名著欣赏 32 2 51 杨蕾 讲师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19 唐诗精读 32 2 50 孙民 教授 沈阳大学 

20 世界建筑及欣赏 32 2 149 刘晓红 主编 鲁迅美术学院 

21 民间工艺欣赏 32 2 62 王顺 副教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22 流行歌曲赏析 32 2 90 胡杰 副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23 中国绳结艺术 32 2 40 高丽南 民间艺人 沈阳铁路集团 

24 漫画入门 32 2 100 杨建春 研究员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25 话剧表演（特招） 128 8 30 刘若云 国家一级编剧 辽宁艺术剧院 

26 国学基础 32 2 136 毕宝魁 教授 辽宁大学 

27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特

招） 
128 8 30 周淼 讲师 东北大学机械学院 

28 健康街舞 1 32 2 30 高大鲲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29 流行街舞 1 32 2 30 高大鲲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30 校园交际舞 32 2 30 梁青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31 拉丁舞 32 2 30 梁青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32 影视艺术的审美文化 32 2 170 霍楷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3 集邮艺术欣赏 32 2 73 王彩云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4 钢琴演奏基础 32 2 20 黄岑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5 摄影的技术美与艺术美 32 2 170 霍楷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6 校园拉丁舞 32 2 30 梁青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37 计算机 DIY 与维护 32 2 53 焦明海 副教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38 数学建模与实验 1 32 2 148 宋叔尼 教授 东北大学理学院 

39 程序设计技术 32 2 21 赵长宽 讲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40 
数码照片 Photoshop 处理

技术 
32 2 119 李封;李婕 助教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41 便携电子产品应用设计 32 2 61 徐彬;张昱 助教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42 
premiere 视频编辑与特效

制作 
32 2 120 薛丽芳 讲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43 易学与中国管理艺术 32 2 101 孙新波 副教授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4 企业文化（人文） 32 2 50 王宝森 副教授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5 健身瑜伽 32 2 30 程丽华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46 体育礼仪-啦啦操（特招） 128 8 30 丑丽萍；等 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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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生

人数
任课教师 职称 教师所在单位 

47 礼仪健身舞蹈（特招） 128 8 30 杨波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48 大众健美操 32 2 30 杨波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49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王震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50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王震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51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解欣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52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程明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53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程明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54 游泳（男生班） 32 2 30 解欣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55 游泳（女生班） 32 2 30 李爱平 副教授 东北大学离退休办 

56 游泳（女生班） 32 2 30 李爱平 副教授 东北大学离退休办 

57 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 32 2 85 沈晓波 讲师 东北大学工会 

58 定向运动 32 2 37 贾海波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59 游泳(初级班) 32 2 30 丑丽萍 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0 游泳(初级班) 32 2 30 丑丽萍 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1 管理心理学 32 2 121 王宝森 副教授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62 橄榄球 32 2 37 任可 助教 东北大学体育部 

63 竞技体操（特招） 128 8 30 杨波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4 英美报刊文章选读 32 2 30 David 外教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65 技巧啦啦操（特招） 128 8 30 丑丽萍 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6 奥运赏析 32 2 47 孙玉宁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7 足球裁判法 32 2 53 金刚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8 瑜珈舞蹈 32 2 30 程丽华 讲师 东北大学体育部 

69 大学生能力拓展指导 32 2 120 张哲;等 讲师 东北大学团委 

70 英语口译入门 32 2 30 李洋 讲师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71 大学生智能车设计基础 32 2 76 闻时光 讲师 东北大学信息学院 

72 竞赛机器人设计与制作 32 2 112 丛德宏 副教授 东北大学信息学院 

73 创业教育与实践 2 32 2 31 王刚;等 高级工程师 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 

74 歌曲伴奏 32 2 19 陈光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75 时尚搏击操 32 2 27 刘和臣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76 中国传统太极拳 32 2 30 刘和臣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77 舞狮(特招) 128 8 30 姚连涛 副教授 东北大学体育部 

78 中日文化比较 32 2 38 王秋菊;等 教授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79 中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2 83 韩天佳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80 外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2 71 韩天佳 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81 校园生活心理学(一) 32 2 85 张哲;等 讲师 东北大学团委 

82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

身养性（一） 
32 2 95 赵越;等 副教授 东北大学中荷学院 

83 钢琴名著欣赏 32 2 36 黄岑 讲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84 日本文化特别讲座 32 2 91 顾宁 讲师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85 大学生程序设计编程基础 32 2 30 刘小锋 助理工程师 东北大学计算中心 

（教务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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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人文选修课介绍 

 

校园生活心理学（一）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校园生活心理学（一） 

课程编号：300000501 

课程性质：人文社科 

主讲教师：张哲、武琳、齐鑫 

张哲，讲师，东北大学团委副书记，有多年的授课经验，负责团委素质拓展方面的工作。  
武琳，助教，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现任职于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 
齐鑫，助教，法学硕士，软件学院 2010 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撰写论文曾获得东北大学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二等奖、三等奖。 

课程学时：32 学时 

课程学分：2学分 

上课对象：全校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开课模式：任选课 

选用教材：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第 6版）. 丁丹，武琳，邵燕萍<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拖延心
理学》[美]莱诺拉•袁，简•博克<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课程简介：本课程通过对于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讲授，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教

学方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和就业观，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自我管

理、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压力管理以及生涯规划的能力，使学生了解情绪智商、组织管理以

及拖延问题的相关内容，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工作以及毕业离校之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做好

一定的心理准备和能力铺垫。 
课程分为如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情商，即情绪智商，是个人综合表现的体现，其中包含了个人的情绪控制能力、表

达能力，对他人情绪的辨识和理解，与他人的社交能力，与人沟通的情绪表达能力等等，是大

学生在大学期间，在群体生活中交流，在步入社会、职场后增加自身社会智力的基础。 
第二部分：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属于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将心理学原理应用于工作场合

的专业学科，是研究在特定组织形式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通过综合运用心

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生物学以及法学等学科的知识，分析、解释、调节、预测组

织管理实践中人的行为，从而提高管理决策效率，改善组织工作环境，增加员工组织承诺与工

作满意度，进而更好地实现将员工的个人价值与组织的发展目标相统一的目标。 
第三部分：拖延心理学。拖延问题在当今社会是一个普遍存在和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拖延

行为背后心理根源的分析，反过来可以达到控制拖延行为的发生的目的。通过该部分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能够从一个新的层面去认识拖延，认识自己，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告别拖延，积极生

活，从心理上塑造更完美的自我。 
教学说明：课程采取灵活的授课方式和考核办法，以启迪为主，以训练为辅。重在培养大学生口语表达、

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主要为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学生查阅资料、课内外作

业、课堂研讨、学生小组团队活动以及阶段测试相结合，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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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己的情商。 
在授课方式上，采用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制作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在教学环节上，

注重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课堂提问相结合，以多种形式调动学生们的听课积极性；在考试方

式上，以灵活多样的考题和考试形式对学生进行考察，避免死记硬背。同时，建立了课程网站，

建立师生互动讨论区。 
课程创新性的引入实操训练部分，以场景模拟式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情境导入，具体分析

实际情况和在具体情境下的实际理论运用，通过此类体验不断加深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学习。 
成绩组成：平时成绩 30分（包括出勤、发言、课堂讨论或角色扮演）；案例分析报告 30分；结业考试 40

分。 
 

 
 
 
 
 
 

钢琴名著欣赏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钢琴名著欣赏 

课程编号：300000078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黄岑，东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 
课程学时：32 学时 

课程学分：2学分 

上课对象：全校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开课模式：任选课 

选用教材：《西方钢琴艺术史》   周薇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课程简介：“钢琴名著欣赏”课程以西方音乐史上对钢琴音乐贡献突出的作曲家及其作品为讲解对象，从

宏观上梳理西方钢琴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欣赏和讲解各个时期流派的著名钢琴作品。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钢琴音乐的历史发展和经典名作，了解不同钢琴家及演奏风格，

开阔学生视野，能够更好的把握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钢琴作品。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

部分：1 钢琴人物介绍；2 钢琴艺术史和流派的讲解；3 钢琴名著欣赏。本课程是提高学生音

乐美学修养的一门重要课程。采取讲解与欣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教学说明：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视听录音磁带、VD、VCD、DVD 以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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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身养性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身养性  

课程编号：300000503 

课程性质：人文社科 

主讲教师：赵越、贺翔、初青松 
赵越：副教授，东北大学中荷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初青松：副教授，工商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贺翔：副教授，材冶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课程学时：32 学时 

课程学分：2学分 

上课对象：全校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开课模式：任选课 

选用教材：《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秦浦著；《气场话语操纵术），卢倩倩等著；《大学生文化

修养——21世纪全国高校通识课规划教材》，刘金同等编。 
课程简介：本课程通过对道家机敏的做人学问，儒家持重、谨慎、正气、担当以及自省、中庸的为人处世

之道，佛家慈悲宽大、忍让包容、从自然呈本性的超脱修心学问等三个方面的讲授，结合社会

主义实践赋予的新的时代内涵来深化其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根植于学生们的头脑中，

鼓舞大学生们不畏艰难曲折，朝着理想境界迈进。以国学基础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

依托材料与冶金学院“龙图腾”省级精品文化活动的优质平台和文化内核，对学生进行道德修

养、成长成才和励志教育。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学基础知识和百家思想为基础，对大学生进行理

想信念、爱国主义、公民道德和个人素质修养等方面的知识讲授，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大学生

成长发展的现实和需要，为其成长成才和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指引，并结合传统节日辅以志愿活

动、小组讨论、结业设计等实践环节，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说明：本课程共有学时 32 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24 课时，课堂讨论 4学时,实践课 4学时。由于课堂

时间有限，要求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尽量自学两本主要教材，阅读上面的实例，以期能够对涉及

的内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培养出学生自身在做人、做事、修心方面的

良好品行及习惯，并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运用口才与气场帮助自己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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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与实践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创业教育与实践 

课程编号：300000123(300000124) 

课程性质：人文教育 

任课教师：王刚、贾建峰、王寰、许慧敏、等 

王刚：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副主任。 

贾建峰：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与组织管理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

理、知识创新管理。 

王寰：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具有 IYB师资培训资格，以及就业指导相关课程的授
课经验。 
许慧敏：东北大学工商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融资与投资行为研究，跨国公司会

计与财务研究，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课程学时：总计 64 学时，春季、秋季各 32 学时 

课程学分：总计 4学分，春季、秋季学期各 2学分 

上课对象：全校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开课模式：任选课 

选用教材及参考书： 

1.《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试用本）（学生用书），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际劳

工组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创业管理》 张玉利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3.《创新与创业管理》 李时椿等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启动“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通知要求而开设的

旨在培养学生个人创业能力的创新创业教育类课程。本课程以市场变化及其趋势为背景，从企

业微观角度出发，运用企业管理新观念，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让学生掌握小企业

开办与管理全过程，掌握创业选择、用人、决断、应变、承担风险等能力方面的知识。使学生

掌握创业的基础知识，熟悉创业的基本流程，学会应用创业的基本方法，提高创新创业的能力，

了解创业政策法规，促进职业生涯发展。 
本课程总体目标是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唤醒大

学生创业意识，增加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促

进大学生创业就业。 
课程教学内容：1.创业精神教育；2.创业知识教育；3.创业实践教育；4.创业技能教育 

教学说明：结合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的项目参与。通

过本课程理论教育和教学实践，促进青年创新人才成长，深化高校素质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课堂教学将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课外实践活动充分结合。 

考核方式：撰写个人创业计划书与小组答辩相结合综合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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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伴奏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歌曲伴奏 

课程编号：300000079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陈光，男，讲师，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课程学时：32 学时 

课程学分：2学分 

上课对象：全校本科生 

先修课程：钢琴或电子琴 

考核方式：考查 

开课模式：任选课 

选用教材：钢琴即兴伴奏教程新编——文化部高等艺术院校“八·五”规划教材 刘聪/ 韩冬编，人民音

乐出版社出版发行，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版，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1 次印刷。 

课程简介：学生在已经掌握钢琴演奏的技能技巧后，通过《歌曲伴奏》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钢琴伴

奏之实际应用技能，使学生能够即兴在键盘上弹奏歌曲伴奏，培养学生快速综合性反应能力和

创作能力，从而提高其即兴伴奏的整体技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 

该课程基本的教学内容为：绪论、钢琴即兴伴奏的基本弹奏技术、歌曲简易即兴伴奏（I）、歌

曲简易即兴伴奏（II）、歌曲的体裁与结构及其相关问题、儿童歌曲的钢琴即兴伴奏、进行曲

歌曲的钢琴即兴伴奏。 

教学说明：学以致用，强调操作性，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去锻炼能力。大量的实际操作之后，许多课堂上的

内容就能理解，许多技巧就能运用，许多创新思维也就能应运而生，实际能力就能上台阶。通

过学习培养学生钢琴伴奏之实际应用技能，使学生能够即兴在键盘上弹奏歌曲伴奏。 

      1.本课程平均周学时为3学时。 

2.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视听录音磁带、VD、VCD、DVD有助于教学效果。 

3.选修本课程的学生需具有钢琴或电子琴演奏的基础。 

4.上课教室为双馨苑琴房电钢琴教室（双馨苑多功能1教室）。 

5.上课学生限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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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展示 

 
 
1. 书法 

 

           

      
 
 

2. 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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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画（续） 

 
 
 

     
 
 
 
 
3. 绳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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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漫模型 

       

       

 
 
 

 

5. 陶艺 

 

 

     

 
 
 
 



 

 

 

第三部分 校园文化建设 

                                               

文化素质教育讲座 

                                                                   辽海讲坛 

                                                              建龙大讲堂 

青年·成功讲坛 

2012 年心理讲堂目录 

2012 年自强自立报告团 

大学生素质拓展系列 

“建龙钢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建龙钢铁”社团文化节 

文化艺术欣赏周 

“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 

校园文化活动列表 

文化素质教育活动项目统计列表 

特色创新教育活动 

东北大学第二届大学生创业节 

东北大学第三届“招金集团创意节” 

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 

2012 年度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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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化化化素素素质质质教教教育育育讲讲讲座座座   

 

辽海讲坛   
   
 
 
                                                                                              
 
“辽海讲坛”是在辽宁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由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公益性、社会化教育平

台。是以“共建先进文化、共谋振兴和谐”为理念，以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科学精神为宗旨，以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

素质为目的，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整合资源，打造符合辽宁省的普及性、社会性、

标志性、公益性文化品牌项目。2006年，东北大学成为“辽海讲坛”举办点，学校本着传播先进文化、服
务学生成才、引领社会风尚的目标，坚持既面向学生、又面向人民群众的原则，坚持“普及性与高雅性共

生、继承性与创新性结合”的方针，不断创新讲座形式，丰富讲座内容，打造高层次的讲座队伍，努力使

“辽海讲坛”成为校园文化的新阵地，成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新平台。 
                                                                                              
 

2012 年《辽海讲坛》目录 

序

号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题   目 主讲人 职务职称 单   位 

1 3 月 16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国家安全形势与和平外交

分析 
丁义浩 部长 

东北大学宣传

部 

2 3 月 30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雷锋精神是先进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雷冬海 书记 

辽宁石油化工

大学民族学院

3 4 月 13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茶的文化意蕴 张  雷

院长  教

授 

东北大学文法

学院 

4 4 月 27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先进制造技术与应用 巩亚东

院长 教

授 

东北大学艺术

学院 

5 5 月 11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家居装饰风格的历史演变 张书鸿 教授 

东北大学艺术

学院 

6 5 月 25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学术不端行为的危害及治

理 
李兆友 教授 

东北大学文法

学院 

7 9 月 7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论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 孙  雷

部长  教

授 

东北大学组织

部 

 

8 
9 月 21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热点

问题分析 
郭德仁 副教授 

东北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 

9 10 月 12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大学与人生 朱志良

院长 教

授 

东北大学软件

学院 

10 10 月 26 日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如何打造一流团队 孙 萍 

副院长  

教授 

东北大学文法

学院 

（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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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辽辽海海海讲讲讲坛坛坛图图图片片片   

        

          

                

            

 

 

、          

 

 

          
 

 

文法学院副院长孙萍教授做《如何打造一

流团队》的专题讲座 

软件学院院长朱志良教授做《大学与

人生》的专题讲座 

组织部部长孙雷教授做《论大学校训

与大学精神》的专题讲座 

艺术学院副院长张书鸿教授做《家居

装饰风格的历史演变》的专题讲座 

文法学院院长张雷教授做《茶的文化

意蕴》的专题讲座 

艺术学院院长巩亚东教授做《先进制

造技术与应用》的专题讲座 

宣传部部长丁义浩做《国家安全形势

与和平外交分析》的专题讲座 

文法学院李兆友教授做了《学术不端

行为的危害及治理》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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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龙大讲堂 

 

 

                                                                                           

2006年，东北大学与建龙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合作，加大投入，整合资源，打造了“建龙大讲堂”这一
全新的校园文化活动品牌，为提升校园文化活动质量和层次，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建龙大讲堂”是在原有“新世纪讲坛”“新青年论坛”“新思维讲坛”“践行”等讲坛基础上，整合

建立的一个新的校园文化活动品牌。由校团委负责统筹管理，由校园文化促进会、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

校社会实践中心以及学校相关部门、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等负责组织实施，邀请时政、人文、学术、企业

家等各方面专家、名人，以讲座、报告会形式对大学生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建龙大讲堂”以追踪

时事热点、激发爱国热情、播撒科学精神、繁荣校园文化、了解社会需求为宗旨，从大学生实际需求出发，

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 
“建龙大讲堂”由时政讲堂、人文讲堂、学术讲堂、践行讲堂等四个部分组成，包括理论学习辅导、

形势政策解读、文学艺术赏析、名人名家访谈、校内院士博导、校外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导航、优秀校友

励志等八个系列。 
                                                                                                     
 

2012 年“建龙大讲堂”报告列表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题 主办方 讲座人 

1 2012.3.23 教学馆 102 
爱在今生，美如初

见——33 寻爱之旅

校园文化促进

会 

陶思璇（中国单身女

性网 CEO） 

2 2012.3.28 教学馆 102 
听画不累小姐讲那

些男孩教我的事 

校园文化促进

会 

丁一晨（天津师范大

学漫画家） 

3 2012.3.30 活动中心 201 张爱玲的传奇故事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张立群（辽宁大学副

教授，博士后） 

4 2012.4.6 
基础学院一馆

101 

展语言之光，显交

流之妙 

校园文化促进

会 

梁酌（高级管理咨询

师） 

5 2012.4.20 
学生活动中心

多功能厅 

“匪大”与你一起

的最好时光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匪我思存（知名作家）

6 2012.4.20 科学馆 201 
审“两会”之时，

度决策之势 
思想教育中心

常家树（辽宁省第九、

十届政协委员） 

7 2012.4.21 活动中心 214 
对当代雷锋精神的

理解 
思想教育中心

李有宝（抚顺市市政

府秘书） 

8 2012.4.21 
基础学院 Y馆

101 

举手投足之间，

hold 住职场芳心 

校园文化促进

会 

肇微娜（礼仪顾问，

著名杂志主编） 

9 2012.4.23 活动中心 214 
演讲口才、沟通技

巧与社交礼仪 
思想教育中心

马岂停（辽宁大学教

师） 

10 2012.4.27 活动中心 201 

感受古今诗词中的

爱情，那一场风华

雪月中的事 

校园文化促进

会 

海涛（辽宁电视台知

名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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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题 主办方 讲座人 

11 2012.4.25 
汉卿会堂多功

能报告厅 

书读活，人四合—

—听阎老师给你讲

清史 

校园文化促进

会 

阎崇年（百家讲坛主

讲嘉宾） 

12 2012.4.25 
汉卿会堂多功

能报告厅 
带你实现 IT 梦想 信息学院 刘兴亮（闪聚网 CEO）

13 2012.4.27 基础学院会堂 

触碰真实的创业

者，开启自己的一

扇窗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张大彪（永邦公司创

始人） 

14 2012.5.4 
基础学院一馆

101 

沟通天地之道，阐

述人世之理 

校园文化促进

会 

范文衡（北轩文化研

究会会长） 

15 2012.5.9 活动中心 300 
爱情在时代浪潮中

的冒险之旅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张思宁（辽宁科学院

研究所副所长） 

16 2012.5.10 活动中心 300 周易智慧与人 
校园文化促进

会 

王炳中（国际易学联

合会理事，中国易经

研究学院院长） 

17 2012.5.11 教学馆 102 
刀刀十年，时光涂

鸦 

校园文化促进

会 

慕容引刀（知名漫画

家） 

18 2012.5.12 教学馆 102 
那些年，小禅与我

们一起听雪 

校园文化促进

会 
雪小禅（知名作家）

19 2012.5.17 活动中心 300 
三毛的人与文，这

么近那么远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吴玉杰（辽宁大学文

学院教授） 

20 2012.5.17 
基础学院一馆

101 

口吐莲花，语出精

彩 

校园文化促进

会 

杨悦（辽宁电视台著

名主持人） 

21 2012.6.1 汉卿会堂 
职场那些事儿，谁

没一点病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刘同（光线传媒副总

裁） 

22 2012.6.2 
活动中心多功

能厅 

虚实之间，俯仰一

生 

校园文化促进

会 

芮成钢（央视知名主

持人） 

23 2012.6.6 活动中心 201 

凄清惆怅与侠骨柔

肠——走进纳兰性

德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徐光荣（辽宁省文化

院副院长） 

24 2012.6.10 活动中心 201 走进摄影艺术殿堂
校园文化促进

会 

赵大鹏（鲁迅美术学

院教授） 

25 2012.6.20 活动中心 201 
努力抓住看不见的

未来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姚大海（辽宁电视台

主持人） 

26 2012.10.14 教学馆 108 
职场，从新丁到骨

干 

校园文化促进

会 
雷明（节目评论人）

27 2012.10.17 机电馆 329 礼仪与着装 机械学院团委 肇薇娜（礼仪讲师）

28 2012.10.21 机电馆 329 三观看人生 机械学院团委
卢锡超（青工委副主

任） 

29 2012.10.22 
大成教学馆

203 

《行为规范经典—

解读弟子规》 

工商管理学院

团委 

窦胜功（工商管理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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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题 主办方 讲座人 

30 2012.10.26 大活 200 
缠绵悱恻与叵测人

生——论李商隐 

校园文化促进

会 

毕宝魁（辽宁大学

教授） 

31 2012.10.28 大活 214 
理想与诗意—红楼

漫谈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刘磊（辽宁大学教

授） 

32 2012.10.29 教学馆 210 
王寅的漫画——那

些流星 

校园文化促进

会 
王寅（电台主播）

33 2012.11.18 教学馆 210 
文艺风象·新生活

观 

校园文化促进

会 

落落（知名文学作

家） 

34 2012.11.16 教学馆 204 解读莫言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张红星（沈阳音乐

学院教授） 

35 2012.11.20 大活 200 
主持人专业知识入

门培训 

校园文化促进

会 
张哲（辽广主持人）

36 2012.11.22 基础学院主楼 

飞机制造行业的发

展现状与人才需求

标准 

基础学院团委 
杨雨东（人力资源

副处长） 

37 2012.11.23 教学馆 102 
花前月下关河梦，

历史不让爱情走开 

校园文化促进

会 
月关（作家） 

38 2012.11.24 教学馆 210 
全世爱Ⅳ幸福最亮

光处 

校园文化促进

会 
苏小懒（作家） 

39 2012.11.26 大活 201 主持人相关培训 
校园文化促进

会 

王婷（辽宁广播电

视台文艺广播主持

人） 

40 2012.11.26 科学馆 201 
职奔未来，专属于

你 
信息学院团委 

段妍芳（大童保险

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41 2012.10.31 教学馆 102 

喜迎十八大  看科

学发展  与信仰对

话 

思想教育中心 刘工力（市委党校）

42 2012.11.21 教学馆 2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内涵的再认识 
思想教育中心 邱秀华（文法学院）

43 2012.11.26 科学馆 201 
职奔未来，专属于

你 
信息学院团委 

段妍芳（大童保险

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44 2012.04.12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中西方建筑文化简

说 
辽海讲坛 

张雷（院长 教授 

博导） 

45 2012.04.06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音乐美学与音乐欣

赏 
辽海讲坛 魏艳（副教授） 

46 2012.05.10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人是教育的对象 辽海讲坛 

史万兵（教授 博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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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题 主办方 讲座人 

47 2012.05.17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社会转型与政府管

理创新 
辽海讲坛 

杜宝贵（副院长 

教授 博导） 

48 2012.09.20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行为规范的经典

——<弟子规>》 
辽海讲坛 窦胜功（教授）

49 2012.10.11 
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 

爱因斯坦的幽灵—

—暗能量 
辽海讲坛 张鑫（教授 博导）

（团委供稿） 

   

建建建龙龙龙大大大讲讲讲堂堂堂图图图片片片   

   

     

                                                   

     

                                          

 

 

 

窦胜功教授建龙讲座“行为规范

经典—解读弟子规” 
肇薇娜建龙讲座“礼仪与着装” 

卢锡超建龙讲座“三观看人生” 张思宁建龙讲座“爱情在时代浪潮中

的冒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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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成功”讲坛 
 

 

                                                                                             

 

 “青年·成功”讲坛创办于 2008 年，由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主办，是为大学生提供成长成才服务的有

效载体。讲坛围绕生涯规划、行业探悉、商务礼仪、求职择业、成功职场、创业指南、出国留学、公务员

考试等八大模块，定期邀请社会成功人士、职业生涯规划专家等进校帮助大学生朋友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提升职业素质，为同学们走向成功提供多方位的精神支持。 

                                                                                               

 

2012 年青年·成功讲坛目录 

专题 序号 讲座内容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时间 听众人数 

1 
揭秘公考笔试技巧·成功赢

得公考高分 
孙霖 中公教育考试辅导专家 3.2 200 

公务员考试 

2 
备战2012中央国家公务员考

试 
王满花 中公教育考试辅导专家 9.17 200 

3 美国留学文化掠影 Karen Lin
美国 AMTI 高级培训管理

机构董事 
4.2 200 

4 留学那些事 韦晓亮 
新东方教育集团国外考

试部教学专家 
5.1 300 

5 法国留学面对面 佟玲 
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留

学指导专家 
9.17 200 

6 美国留学签证指南 
Barron I. 

Rosen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副

领事  
9.26 200 

7 出国留学——你的人生规划 王芳 
英国世界名校 MPP 项目

办公室专员 
11.22 200 

8 留学申请规划名校案例分享
李威、张翔

宇、庞丽娟
留学规划专家 11.1 200 

9 留学申请全面解析 于福晓 
东北大学国际交流与合

作处处长 
11.10 200 

10 
香港留学文化与硕士申请指

南 
陈教授 

 香港高校内地内请处

--亚太管理学院 
11.28 200 

11 
托福备考攻略之阅读理解指

导 
王淑芳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12.2 200 

出国留学 

12 出国留学的二三 宗亚平 东北大学教授 10.12 200 

13 
大学生创业现状及扶持政策

解读 
陈森 

辽宁省大学生就业指导

局创业基地管理部部长 
10.3 200 

创业指南 

14 
赢在当下，做青年创业的领

跑者 
刘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

授 
11.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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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专题 序号 讲座内容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时间 听众人数 

15 
移动智能终端发展分析与展

望 
刘昭 

三星通讯研究员软件部

科长 
9.4 200 

16 物联网技术发展探讨 5.3 200 
行业探悉 

17 你身边的无线通信 
甄斌 

华为中央研究院骨干工

程师 6.1 200 

18 
 择业规划，这次理性的“婚

姻” 
徐琳琳 华为公司招聘经理 3.2 400 

19 合理定位，理性择业 吴政新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务

中心副主任 
11.2 300 

20 
 打造未来精英，从营销自己

开始 
于贵臣 

天江老龙口集团销售总

监 
11.23 400 

求职择业 

21 让法律成为我们就业的保障 牟瑞瑾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法学

系副教授 
11.20 200 

22  职业规划，亮丽人生！ 李震东 
伯马中国就业研究院院

长 
4.10 400 

23 大学生涯如何成为成功起点 郭延涛 

辽宁华慧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高级培训师、青少

年状态激励专家 

4.25 200 

24 
有效规划自我，找到生涯目

标 
陈亮 锦程教育集团区域经理 4.27 200 

职业生涯规划 

25 
 职业生涯探索——成长源

于奋斗 
张丽娟 

华为公司人力资源部部

长 
5.29 400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青青青年年年···成成成功功功”””讲讲讲坛坛坛图图图片片片   

  

 

 

 

 

青年·成功讲坛“大学生创业现状及

扶持政策解读”讲座

青年·成功讲坛法国留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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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青年年年···成成成功功功”””讲讲讲坛坛坛图图图片片片（（（续续续）））   

  

 

 

 

2012 年心理讲堂目录 

序号 学校名称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时间 听众人数

1 东北大学 做自己的心理医生 王秀珍 沈阳市心理医院 2012 年 3 月 21 日 400 

2 东北大学 
女性生理心理健康

讲座 
张丽君 沈阳市精卫中心 2012 年 3 月 9 日 400 

3 东北大学 幸福生活的艺术 
罗伯特•伯

尼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

学 
2012 年 5 月 24 日 300 

4 东北大学 
幸福，从学会恋爱

开始 
胡邓 中国人民大学 2012 年 11 月 7 日 500 

5 东北大学 
和谐----从学会人

际沟通开始 
蔺桂瑞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年 11 月 25 日 500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2012 年自强自立报告团 

序号 学校名称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时间 听众人数

1 东北大学 励志青春，自强人生 

王守成、刘景亮、

付金伟、高登晖、

任  静、温余彬、

王  琪、张  萌

东北大学 12月 4日-12月 7日 1600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青年·成功讲坛职业生涯规划讲座 青年·成功讲坛美国留学文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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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学学学生生生素素素质质质拓拓拓展展展系系系列列列   

   

“建龙钢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建龙钢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以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目标，以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

动为载体，紧紧围绕学生成长成才需求，进一步推进和谐校园建设，构建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校

园文化。 
大学生文化艺术节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锻炼和展示才华的舞

台，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群体大学生的文化需求。在文化艺术节期间，校团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民族精神、团队合作精神，致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推出异彩纷呈的特色活动项目，各学院团委认

真组织，各学生组织积极参与，广大同学在参与中不断收获、在锻炼中快速成长，使得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成为我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12 年“建龙钢铁”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列表 

序号 活动项目 承办单位 

1、 “最炫民族风”校园民族舞大赛 艺术学院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校园歌曲大赛 中荷学院 

3、 龙图腾“轩满诗韵学苑风采”国学知识竞赛 材冶学院 

4、 “麦动心声”校园金话筒杯主持人 文法学院 

5、 “FREE YOUR HORIZON”欧美文化体验季 外国语学院 

6、 奥林匹克体验月 体育部 

7、 CTS-团队合作挑战赛 理学院 

8、 “化蝶的足迹”微电影大赛 基础学院 

9、 国防教育图片展 国防教育学院 

10、 传承国学、青春“笑”园相声小品大赛 资土学院 

11、 外文歌曲大赛 软件学院 

12、 三国杀大赛 机械学院 

13、 “放飞梦想，绘出自我”陶艺彩绘大赛 信息学院 

14、 “春春于冬”摄影展 工管学院 

15、 “建龙钢铁”东北大学第五届男生节 东北大学学生会 

16、 学生社团负责人培养工程 社团联合会 

17、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校团委 

18、 
东北大学 2012 年“建龙钢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闭幕式暨成果展示活动 

校团委 

（团委供稿） 

 



| 2012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56 

“““建建建龙龙龙钢钢钢铁铁铁”””校校校园园园文文文化化化艺艺艺术术术节节节图图图片片片   

   

    

“FREE YOUR HORIZON”欧美文化体验季                  “最炫民族风”校园民族舞大赛 

    

        “麦动心声”校园金话筒杯主持人大赛            龙图腾“轩满诗韵学苑风采”国学知识竞赛 

    
                 国防教育图片展                                “春春于冬”摄影展 

 

   

“放飞梦想，绘出自我”陶艺彩绘大赛                          CTS-团队合作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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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龙钢铁”社团文化节 
 

 

 

                                                                                             

 

大学生社团文化节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和能力拓展工作，促进学生社团健康发展，引导和鼓励素质能力拓展类的学生社团活

动广泛开展，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大学生社团文化节每年由团委主办，以活动立项的方式支持校内的 100余家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

文化活动。根据社团的类别不同，大学生社团文化节中的活动分为体育竞技类社团活动、文化艺术类社团

活动、理论学习类社团活动、学术科技类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类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类社团活动等六大类。

通过社团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加深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培养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同时，也为社团之间相互交流工作经验，取长补短，加深友谊，打造一个社团信息交流共享的平台。大学

生社团文化节已经被成功打造成为东北大学的品牌校园文化活动，在广大同学当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有效激发了广大同学积极参与文化素质教育活动的热情。社团文化节当中的一些活动也成为了脍炙人口的

特色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其中的“火拼社团晚会”“天音之夜”“东大武术节”“动漫周”“财经狂飙”“模

拟法庭”等活动在广大同学当中享有极高知名度。 
                                                                                                 
 

2012 年“建龙钢铁”社团文化节立项活动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红色征程祭扫烈士墓与徒步拉练 军事爱好者协会 

2、 夏日激情水枪战 军事爱好者协会 

3、 枪械知识交流会 军事爱好者协会 

4、 英语演讲沙龙 全明星社团 

5、 全明星读书会 全明星社团 

6、 30 天晨读计划 全明星社团 

7、 “锻炼自身能力，提升个人素养”系列培训活动 学术促进会 

8、 “取之有道”无人值守超市 学术促进会 

9、 “十佳学促之星” 学术促进会 

10、 博士沙龙 学术促进会 

11、 挑战自我—模拟面试大赛 学术促进会 

12、 走进重点实验室 学术促进会 

13、 “双校联创”社文学联谊 鼎原文学社 

14、 “说出我的爱”一句话情书征文 鼎原文学社 

15、 第三届“同心缘·明日星”校内选拔赛 同心志愿者协会 

16、 “多一点爱，少一点艾”防艾系列活动 红丝带防艾志愿者协会 

17、 献爱心，报社会——自愿活动 爱心社 

18、 探索黄道十二宫星   天文爱好者协会 

19、 首届东北大学电影节系列活动 电影协会 

20、 创意创业创自己 全明星社团 

21、 花刺 艺轩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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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22、 建龙大讲堂文化艺术周精品讲座 校园文化促进会 

23、 2012 校园篮球对抗赛 篮球迷俱乐部 

24、 “秀我风采”校园导员导游风采大赛 文心同行导游社团 

25、 漂移板大赛 漂移酷族俱乐部 

26、 “激情点燃梦想，户外引领潮流”系列活动 飞鸟户外运动协会 

27、 PS 软件,POP 字体精华课程讲解 C&G 社团 

28、 “奉献社会”流浪猫狗救助基地系列活动 “践行”志愿者协会 

29、 永远跟党走——让廉洁正气走进每个班级 廉政社团 

30、 新民县公主屯镇助贫支教 阳光志愿者协会 

31、 自强自立演讲比赛 阳光地带社团 

 32、 大学生心理情景剧大赛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33、 心愿对对碰 心愿社 

34、 “法泽东大，与法同行”法律宣传日系列活动 法律协会 

35、 “爱的抱抱”微笑行动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36、 “知我环保心”系列主题活动 绿色先锋环保社团 

 37、 我与世界同行——MUN 模拟联合国 模拟联合国协会 

 38、 中华武魂——传统武术交流会 武术爱好者协会 

 39、 翰墨飘香—缅怀历史名人王羲之书画展 东北大学书法之家协会 

 40、 沈阳市首届高校魔术大赛 魔术协会 

 41、 立东大之魂 张学良爱国思想促进会 

 42、 承我国韵，同传四海 传承者民族文化协会 

 43、 百碟创意“炫动你的手指”多媒体大赛 百碟创意传媒社 

 44、 乒乓大比拼 乒乓大比拼 

 45、 “携手节能减排，共建绿色家园”系列活动 节能减排协会 

46、 摇滚之夜 东北大学天音社 

47、 欧美文化体验季 英语协会 

48、 “为了梦想前进”dv 剧拍摄 东北大学艺轩剧社 

49、 “激情赛场，锻炼你我”拳击友谊赛 东北大学拳击爱好者协会 

50、 梦想舞台-校园主持人大赛 鼎原文学社 

51、 30 天晨读计划 全明星社团 

52、 “炫舞机器人”挑战赛 机械学院科技先锋协会 

53、 积淀在邮票里的时光 东北大学集邮爱好者协会 

54、 “化学与你我同在”系列活动 化学技术与发展联合会 

55、 东北大学第七届武术节 东北大学武术爱好者协会 

56、 节能减排 有你有我 节能减排协会 

57、 心愿快递员 东北大学心愿社、摄影协会 

58、 沈阳古建筑参观性暨古建筑摄影大赛 青年建筑师协会 

59、 “心系全运，心随我动”——趣味心运会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60、 “新未来，心开始”——趣味心理知识问答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61、 “携手敬爱的老实”谁羽争锋杯羽毛球赛 谁“羽”争锋羽毛球社 

62、 第四届“同心缘明日星”校内选拔赛 东北大学同心志愿者协会 

63、 绚丽西域，情系东大 西域之魂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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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64、 英语沙龙 英语协会 

65、 自强自立演讲比赛 阳光地带社团 

66、 东北大学第九届足球杯赛 东北大学球迷协会 

67、 孤独的行走——关爱自闭儿童 全明星社团 

68、 农民工子女小学支教行 全明星社团 

69、 全明星读书会 全明星社团 

70、 英语演讲比赛 全明星社团 

71、 英语演讲沙龙 全明星社团 

72、 “迎全运，环保我先行”系列活动 东北大学“践行”志愿者协会 

73、 “环保从娃娃抓起”支教系列活动 东北大学“践行”志愿者协会 

74、 “户外精彩无限，飞鸟带你翱翔”系列活动 东北大学飞鸟户外运动协会 

75、 电影主题派对 东北大学电影协会 

76、 东北大学电影人交流会 东北大学电影协会 

77、 “光影年华”电影展播 东北大学电影协会 

78、 “明德正己，尚法修和”法律宣传日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法律协会 

79、 “多一点爱，少一点艾”防艾系列活动 红丝带防艾志愿者协会 

80、 “红丝带在行动”志愿者培训活动 红丝带防艾志愿者协会 

81、 传递爱心 传递梦想 当代雷锋精神研究社 

82、 “雷锋精神知识大 PK”知识竞赛 当代雷锋精神研究社 

83、 新民县公主屯镇小学助贫支教 阳光志愿者协会 

84、 “同泽雨人”关爱自闭症儿童 阳光志愿者协会 

85、 低碳减排 绿色迎全运 绿色力量环保协会 

86、 “废弃塑料瓶回收”战 绿色力量环保协会 

87、 “爱心图书”系列活动 东北大学爱心社 

88、 用心去温暖耄耋老人 东北大学爱心社 

89、 “全运知识大 PK”知识竞赛 星空文学社 

90、 “母校的未来”征文比赛 星空文学社 

91、 喜迎十八大之廉政话剧展演 
东北大学大学生话剧团、东大廉政

社团 

92、 数学建模大赛 东北大学数学建模俱乐部 

93、 党史军史校史知识竞赛 东北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 

94、 一二九运动图片展 东北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 

95、 东北大学第四届“东大之星”精英主持团选拔赛 东北大学艺术团主持团 

96、 CG 手绘表现手法 东北大学 CG 工作室 

97、 “新生杯”乒乓球邀请赛 东北大学乒乓球俱乐部 

98、 “玄悬青春”国标舞蹈大赛  国标舞蹈团 

99、 校园十佳歌手大赛 大学生合唱团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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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建龙龙龙钢钢钢铁铁铁”””社社社团团团文文文化化化节节节图图图片片片   

       

“宝贝车”活动                                    党史军史知识竞赛 

       

趣味心运动会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天文爱好者协会                                         塑料瓶回收站                           

          

一二九图片展                                                 英语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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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欣赏周 
 

 

 

 

                                                                                              

 

文化艺术欣赏周项目列表 

项目板块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姜亦亭教授师生音乐会 5 月 10 日 

张杨师生钢琴音乐会 5 月 15 日 

琴音颂雅 

“星光灿烂”交响音乐会 5 月 17 日 

小品短剧展演——汉卿会堂专场 5 月 14 日 演我青春 

小品短剧展演——基础学院专场 5 月 16 日 

题目：爱情在时代浪潮中的冒险之旅 

主讲人：辽宁社科院研究所副所长 张思宁 

5 月 9 日 

题目：周易智慧与人生 

主讲人：国际易学研究会理事 王炳中 

5 月 10 日 

题目：刀刀十年，时光涂鸦 

主讲人：刀刀狗卡通形象创作者 慕容影刀 

5 月 11 日 

题目：那些年和小婵一起听雪 

主讲人：青春文学作家 雪小婵 

5 月 12 日 

名家讲坛 

题目：三毛的人与文 

主讲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吴玉杰 

5 月 14 日 

 鲁迅美术学院老教授作品报告会 5 月 26 日 

电影展播《晚秋》 5 月 10 日 

电影展播《桃姐》 5 月 11 日 

电影展播《海上钢琴师》 5 月 14 日 

电影展播《怦然心动》 5 月 15 日 

电影展播《三傻大闹宝莱坞》 5 月 16 日 

光影播客 

电影展播《战马》 5 月 17 日 

鲁迅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 5 月 26 日 炫彩艺苑 

大学生摄影、书法、集邮作品展 5 月 26 日 

“麦动心声”校园金话筒杯主持人大赛   5 月 11 日 秀我风采 

龙图腾“轩满诗韵学苑风采”国学知识竞赛 5 月 14 日 

 东北大学第二届外文歌曲大赛 5 月 15 日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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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化化化艺艺艺术术术欣欣欣赏赏赏周周周图图图片片片   

   

   

   

      
话剧展演一                                            话剧展演二 

 

        

姜亦亭教师音乐会                                              张扬教师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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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 
  

 

 

 

                                                                                            

 

大学生科技节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勇于创新、迎接挑战”为主题，主题活动全

部由科技类和科普类竞赛构成，既要通过高水平的科技竞赛遴选拔尖的创新人才与优秀学生科技成

果，又要通过普及性的科普类竞赛，在全校学生中营造“学习科学知识，锻炼实践技能”的良好氛围，

同时注重竞赛前的基础培训工作，提高学生的参与率，扩大活动的受益面。本届科技节共有 12 项主

题活动。 

                                                                                           

 

 

“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活动列表 

序号 东软杯竞赛名称 对应省级以上竞赛 

1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中国计算机设计大赛 

2 大学生英语演讲、辩论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21 世纪英语演讲竞赛 

3 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竞赛 

4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全国大学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竞赛，东盟创新大赛 

5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6 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7 
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科技作

品竞赛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作品竞赛 

8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9 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全国）辽宁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10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中国计算机设计大赛 

11 ACM 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12 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专题邀请赛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中国软件杯软件设计竞赛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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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园园园文文文化化化活活活动动动   

 

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一 

项  目 比赛项目 获得奖项 

 优秀组织奖 

 优秀校园文化奖 

 “五彩校园”沈阳高校十大品牌活动

“颂歌献给党”大学生合唱比赛 二等奖 

“炫舞无限”大学生民族舞蹈大赛 二等奖 

“美丽呈现”美术、书法、摄影大赛 美术三等奖；书法二、三等奖；摄影

三等奖 

“唱响激情”迎全运青春励志歌曲大赛 三等奖、优秀奖、单项奖各一个 

沈阳市大

学生文化

艺术节 

“科技之光”大学生科技创新优秀成果  

全国外交

外事大赛 

全国外交外事大赛 最佳礼仪团体奖 

 全国天文爱好者比赛 三等奖 

（团委供稿） 

 

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二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1 东北大学
“微笑生活、灿烂人生”

心理情景剧大赛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2012 年 5 月 1000 

2 东北大学
“缘来是一家”成长训练

营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2012 年 4 月 80 

3 东北大学
“凝心聚力、挑战自我”

户外素质拓展训练营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2012 年 6 月 100 

4 东北大学
“放飞你的心情”压力管

理团体辅导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2012 年 9 月 50 

5 东北大学
“心的启航”毕业生就业

指导团体素质训练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2012年 10月 50 

6 东北大学

“心系全运，心随我动"

————心协趣味心运

会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2012年 10月 150 

7 东北大学
2012 年心理委员培训暨

心理保健意识推广会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2012年 11月 100 

8 东北大学
大型成长发展现场咨询

会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每月最后一

个周日晚上

6:00~9:00 

平均400人/

场 

9 东北大学 自强之星评选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1 月-12 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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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10 东北大学
“我的未来不是梦”职涯

成长工作坊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4月 30 

11 东北大学 “完美简历之旅”工作坊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1 月 30 

12 东北大学
“职业探索与职场决策”

职业成长工作坊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1 月 30 

13 东北大学
“践行理想，成才报国”

重点行业宣传月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9月—10 月 3000 

14 东北大学
职业生涯规划知识“网上

大冲关”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4月 500 

15 东北大学
“健康大学规划”学长领

航活动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4月—5月 1000 

16 东北大学
“求职路上，你我同行”

学长辅学活动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5月 1000 

17 东北大学
“我的职场我做主”演讲

比赛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5月 500 

18 东北大学

“理想闪亮青春  规划

赢取未来”职业生涯规划

大赛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4月—5月 500 

19 东北大学
职场零距离——与优秀

校友面对面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4月—5月 

三场，每场

200 

20 东北大学

“走进重点行业，体验职

场未来”走进重点企业活

动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0 月 300 

21 东北大学
“赢在校园”职场精英挑

战赛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1 月 

三场，每场

200 

22 东北大学 大学生创业金点子大赛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0 月—11 月 100 

23 东北大学
“完美简历之旅”简历设

计大赛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1 月 200 

24 东北大学
求职沙龙——与 HR 面对

面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0 月—11 月 400 

25 东北大学
研途加油站——考研名

师导航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1 月 

三场，每场

200 

26 东北大学
“专业打造，秀出自我”

模拟面试大赛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6月 100 

27 东北大学
出国留学和国际游学系

列展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5月、12 月 全校 

28 东北大学
硕果累累留学经验分享

会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5月 200 

29 东北大学
留学沙龙——与优秀留

学校友面对面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1 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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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30 东北大学
留学嘉年华——前途规

划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2 月 100 

31 东北大学
“留留学”工作坊之面试

口语模拟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1 月 50 

32 东北大学
“留留学”工作坊之申请

材料批阅一对一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2 月 10  

33 东北大学
“留留学”工作坊之雅思

模拟一对一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2 月 20  

34 东北大学
留学加油站——留学名

师导航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2 月 200 

35 东北大学
“我眼中的国外大学生

活”征文大赛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12 月 200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校校校园园园文文文化化化活活活动动动图图图片片片   

 

       
“唱响激情”迎全运青春励志歌曲大赛 

       

“炫舞无限”大学生民族舞蹈大赛 

             

沈阳市大学生校园短剧小品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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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架起沟通桥梁 

铺就成才之路”大型发展咨询会 

校校校园园园文文文化化化活活活动动动图图图片片片（（（续续续）））   

       

全国外交外事大赛 

          

“我的未来不是梦”职涯成长工作坊                          “完美简历之旅”工作坊    

        

求职辅导月之优秀毕业生访谈           

 

     

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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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教育活动项目统计列表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1、 东北大学 
“建团九十载，高歌新青春” 

东北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93 周年升旗仪式
学生会 5 月 4 日 300人 

2、 东北大学 
“逐梦五月，携手起航” 

第七届新青春之歌主题宣讲会 
学生会 

5月21日—

5月 22 日 
1000人 

3、 东北大学 国庆升旗仪式 学生会 10 月 1 日 400人 

4、 东北大学 
“光辉旗帜 青春引航” 

东北大学喜迎十八大微博祝福活动 
学生会 

11月1日—

11 月 20 日 
500人 

5、 东北大学 
“承先贤风骨，展青年魂姿” 

东北大学纪念一·二九运动 77 周年活动
学生会 12月9日— 500人 

6、 东北大学 维权月---消费与安全活动 学生会 
3月15日—

4月 15 日
1000人 

7、 东北大学 新东方英语月系列活动 学生会 
4月1日—4

月 30 日 
1000人 

8、 东北大学 校领导接待日 学生会 
5 月 21 日，

6月 
500人 

9、 东北大学 苏宁营销争霸赛 学生会 6 月 2 日 600人 

10、 东北大学 免费清洗眼镜活动 学生会 10 月 17 日 800人 

11、 东北大学 学生接待日 学生会 10 月 20 日 300人 

12、 东北大学 3.27 地球一小时 学生会 3 月 27 日 700人 

13、 东北大学 

“花样青春，美丽盛放”系列活动之 

“我们都是美发控”美发护发交流会 

“花样青春，美丽盛放”大型公益体检

学生会 

 

3 月 22 日 

4 月 12 日 

900人 

14、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第五届“男生节”系列活动 学生会 
4月25日—

5月 28 日 
2000人 

15、 东北大学 端午节嘉年华 学生会 5 月 28 日 2000人 

16、 东北大学 校园文化艺术节 学生会 4 月—6月 2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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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17、 东北大学 

感恩月系列活动之 

“捕捉·爱”感恩月主题摄影比赛 

“传递·爱”感恩月主题“以物易物爱心

接力”活动 

“拥抱·爱”母亲节活动 

“传递•爱”感恩月第二期以物易物活动

“珍藏·爱”感恩月父亲节活动 

学生会 

 

3 月 27 日 

4 月 6 日 

5月10日—

5月 11 日 

6 月 12 日 

6 月 14 日 

1000人 

18、 东北大学 

教师节系列活动之 

“青葱岁月展温情”照片展 

“五湖四海汇真情”特色祝福语活动 

学生会 

8月30日—

9月 16 日 

9 月 3 日 

300人 

19、 东北大学 中秋节嘉年华活动 学生会 9 月 28 日 400人 

20、 东北大学 

show my life 活动之 

漂流日记 

“NEU style”情景剧大赛 

学生会 

10 月 28 日

—— 

11 月 26 日 

500人 

21、 东北大学 “宝贝你往哪里跑”校园寻宝大赛活动 学生会 10 月 29 日 200人 

22、 东北大学 

第十届女生节系列活动之 

笑脸征集活动 

标志征集活动 

假面 party 暨第女生节开幕式 

女生特权日活动 

“舞法舞天”啦啦操搜美大赛 

学生会 

10 月 17 日

—12月5日 

10 月 17 日

—11月5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29 日 

2000人 

23、 东北大学 

第二届院级交流晚会暨东北大学建校 90

周年系列活动之“积淀九十载，激情 90

后”校史知识竞赛 

学生会 12 月 2 日 500人 

24、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2010—2012 年度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举行 
学生会 9 月 10 日 800人 

25、 东北大学 “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 学生会 

10 月 8 日

--11 月 30

日 

4000人 

26、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学生会骨干研讨会 学生会 
12 月 1 日

--12月2日 
100人 

27、 东北大学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社联”社联内

部舞会嘉年华 
社团联合会 

2012年5月

29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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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28、 东北大学 社联桌游大赛 社团联合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200人 

29、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90 周年校庆·主持人大赛 社团联合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800人 

30、 东北大学 
献礼十八大之东北大学“行万里长城路，

弘千秋中华魂”图片展 
社团联合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200人 

31、 东北大学 
九一八“勿忘国耻 矢志报国 捍卫主权 

保卫钓鱼岛”签名活动 
社团联合会 

2012年9月

18 日 
1000人 

32、 东北大学 

“建龙钢铁”社团文化节之摇滚之夜、欧

美文化季、“喜迎党的十八大”辽宁十大

高校联合书画展览等 99 个文化节活动 

社团联合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 

20000人 

33、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2012 年度学生社团负责人培养

工程 
社团联合会 2012年4月 500人 

34、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第一届学生社团高峰论坛 社团联合会 

2012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 

600人 

35、 东北大学 
2012 东北大学校庆 90 周年-韩国文化日

开幕式 
社团联合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300人 

36、 东北大学 
“喜迎十八大 青春与时代同行”征文比

赛 
研究生会 

10 月 30 日

至 11 月 15
500人 

37、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笃行守信，修学养德”研究生

演讲比赛 
研究生会 11 月 25 日 400人 

38、 东北大学 三助服务平台前期制作及服务活动 研究生会 
2012年3月

至 6月 
2000人 

39、 东北大学 研究生会篮球赛 研究生会 
2012年9月

15 日 
400人 

40、 东北大学 
2012 届研究生会全体成员的素质拓展活

动 
研究生会 9 月中旬 300人 

41、 东北大学 研究生元旦晚会 研究生会 12 月中旬 800人 

42、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2012 年研究生寝室文化节 研究生会 4 月 1 日 1200人 

43、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首届研究生“优 show 简历，自

信起航”简历大赛 
研究生会 10 月 31 日 600人 

44、 东北大学 “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活动 研究生会 
2012 年 11

月底 
4000人 

45、 东北大学 沿途风向系列活动小册子的整理制作 研究生会 2012 年 12

月 

9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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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46、 东北大学 “研信通”系列活动 研究生会 9 月 26 日 1000人 

47、 东北大学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团委 全年 4000 

48、 东北大学 知行团校 团委 全年 5327 

特特特色色色创创创新新新教教教育育育活活活动动动   

东北大学第二届大学生创业节 
 

 

                                                                                             

 

本届大学生创业节主要围绕激发学生创业欲望，学习创业知识，锻炼创业能力，勇于创业实践开展四

项主题活动：沈阳高校大学生创业组织微创座谈会、“从容就业，激情创业”高校巡讲活动、“校园淘宝，

激情创业”创业街活动、“合力成金，全运同行”创业大赛。 

                                                                                              

沈阳高校大学生创业组织微创座谈会 

本次会议旨在增进沈阳高校间关于创业教育的交流，互相分享沈阳市各高校关于创业、就业组织开展

的各项活动的经验，讨论丰富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生创业模式，并促进各高校创业组织的联系。来自

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工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沈阳理工大学，沈阳药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和东北大学

七所高校的创业组织代表通过座谈会的方式交流各学校大学生创业活动开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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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容就业，激情创业”高校巡讲活动 

本次活动由商界传媒和东北大学学生科协联合举办，出席本次活动的商界嘉宾有：纳迪亚常务副总裁、

菩提树国际文化机构创始人李栋，兴隆大家庭董事长李伟龙，沈阳东方般若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晶鑫，共有

超过 400名师生参加当晚的活动。企业家们向同学们分享了他们创业就业的体会。为东大莘莘学子带来了

宝贵的建议。 

 

 

 

 

 

 

 

 

“校园淘宝，激情创业”创业街活动 

    通过大学生创业街活动，努力拓展学生创业的视野，增强大学生创业意识和风险意识，锻炼学生的自

主营销能力，为我校大学生打造一个创业实践成长平台，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综合素质及能力，营造校

园创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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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成金，全运同行”创业大赛 

继承前几年“百元富翁”创业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结合沈阳全运的时事，经过宣传和选拔共有 16

支参赛队伍 48名学生参加本次创业大赛。本次活动不仅激发了同学们的创业热情也是对全运会一种宣传。

在学生中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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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三届“招金集团创意节” 
 

                                                                                             

 

为促进我校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普及和深化，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培育学生的意识，激发学生

的创新思维，在全校范围内营造“处处有创意，人人能创新”的文化氛围，特面向在校学生举办东北大学

第三届“招金集团创意节”。创意节以“创意有我 青春飞扬”为主题，包括创意培训、创意竞赛、创意展

示三大活动板块，涉及校园创意首饰设计大赛、创意微电影设计大赛、创意风筝设计大赛、创意章印设计

大赛等 12 项创意活动。活动内容紧紧围绕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总体要求，立足于青年对科技文化的客

观需求，坚持品牌引路、突出亮点、注重普及的原则，集科学性、创新性与实践性于一体，通过创意讲座、

创意比赛、创意展览等多种活动形式，推进校风学风建设，提升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层次和水平，营造浓

厚的创意氛围。 

                                                                                                

创意节宣讲会 

本届创意节首次以宣讲会形式开展宣传，来自全校各学院对创新、创意有着浓厚兴趣的师生齐聚一堂。

面向大一、大二辅导员和学院和班级学生干部，就创意节各项活动进行讲解并就具体参与方式做了详尽的

介绍。宣讲会成功举办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创意节的积极性，为创意节接下来各项活动的成功举办奠定了

坚实基础。 

 

大学生创意讲坛 

大学生创意讲坛以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培养为主题，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来我校开展相关讲

座培训，通过学生与老师的良好互动，为全校学生授

业解惑，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本届创意讲坛的主讲

嘉宾是周楚新博士。他于 1983 年毕业于我校冶金物

理化学专业，是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 ，“千人计

划” 国家特聘专家，在材料科学、数据挖掘和生物

信息学科领域建树独特。本次讲坛主讲内容为：

“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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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首饰设计大赛 

    本届创意首饰设计大赛以“Show出个性，饰不可挡”为

主题，参赛者应依据时下流行风格、生活中所见所想为创意

基点，激发创意灵感，发散创新思维，设计出造型美观，表

象美好的首饰类或摆件类作品。大赛共收集作品 70余件，并

依托作品的寓意、特色、创意点等因素评选出造型美观，表

象美好的优秀作品共 1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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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风筝设计大赛 

大赛以“清舞飞扬  我心翱翔”为主题，分前期准备和现场竞技两个阶段。前期准备主要通过讲座、

培训等方式弘扬风筝文化,传播风筝知识，并给予同学们有关风筝制作的指导培训。现场活动分为画龙点

睛表祝福、风筝竞技秀风采、风筝特技表演、风筝文化展览、现场制作展示等环节，通过集风筝的竞技比

赛和风筝展示、放飞、表演为一体的系列活动，充分展示同学们的创意和风采，为东北大学师生呈现一场

视觉盛宴。 

风筝的制作过程中，参赛者可从历史文化、卡通形象、校园生活、招金文化等多角度进行选材，并从

风筝的形状、制作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要求选手在活动规定时间周期内发挥想象，进行创意设计并动手

制作创意风筝。 

活动得到学生广泛参与，先后共有 234 支队伍参赛。历经外观评选、试飞初赛、复赛后决出 50 支参

赛队伍，并最终选出 40 个优秀作品。通过此次活动，让同学在娱乐放松的同时又一次受到了传统文化的

熏陶，让大学生逐渐理解传统文化的真谛。 

 

 

 

 

 

 

 

 

 

 

 

 

 

 

 

 

创意章印设计大赛 

大赛以“章显创意，印我风采”的主题，鼓励同学们取材于生活，用生活中的各种物品（如拇指、蔬

菜水果、工艺物品等）充当印章进行章印创意设计，创作出具有一定含义的创意作品（如用白菜横切面印

出玫瑰花图案、用手掌印出各种动物造型、用各种饰品印出“招金集团”标识等），并可根据需要对章印

进行一些绘画、剪纸等美工操作。活动共收集创意章印作品 53 件，并依据章印造型、创意设计等要素评

选出优秀作品 9份，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及设计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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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擂台赛 

创新思维擂台赛于 4月正式启动，活动历时 1个月的时间，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部分。共设置了极限

外延、妙手传送、勇攀高峰等多种比赛项目。比赛要求每学院组织一支学生代表队参加本次创新思维擂台

赛。各参赛队在指定时间内到比赛场地进行比赛。每队利用主办方发放的材料进行创意设计，活动形式多

样，如纸船载重活动、迷宫游戏等校。比赛最终以擂台赛的形式决出优胜队伍。现场气氛活跃，同学们尽

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创意完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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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室友靓照创意大赛 

本次竞赛围绕“亮出照片创意，秀出室友风采”的主题，参赛者以突显寝室友谊、青春和积极向上的

生活风貌为题材，通过 Photoshop 等专业图像处理软件设计创意生活照片，以展现健康、积极、多彩的大

学生活。活动共有 676名同学报名参加，并最终收集创意照片 232件，最终组委会评选出优秀作品 22份。 

 

 

 

 

 

 

 

 

 

 

 

 

 

 

 

 

 

 

大学生创意作品征集赛 

本届大学生创意作品征集赛以“激扬青春，创意有我”为主题，面向全体在校本科生征集创意作品。

本次活动的参赛作品大多利用日常物品进行创意设计，包括服饰作品、手绘作品、平面作品等。活动共征

集作品 172件，经过学院初评和组委会终评，评选出优秀作品 32件。此次活动的开展培养了学生看待生

活的全新视角以及创意环保的生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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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创意微电影大赛 

为培养学生的摄影创意能力，本次大赛面向全体本科生。以“My life, My Movie”为主题，参赛者

通过自制视频、动画等形式制作的视频短片，内容覆盖校园活动、科技探索、招金集团企业文化等方面。

本次校园创意微电影大赛历时一个月，共征集 81 部作品。经过对创意内容、视频质量等因素的综合考量

评选出优秀作品 29部。 

优秀作品名单 

 

 

 

 

 

 

 

 

 

 

 

 

 

 

BOX 空间创意大赛 

本届 BOX空间创意大赛要求同学们在有限空间内进行无线创意，同学们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盒子为制

作原材料，并利用纸片、木头、颜料等材料对选择的 box进行创意，重点在于 box的室内空间创意。比赛

历时一个月的时间，共收集创意作品 122件，培养了同学将创意之想法应用于生活之中的意识。 

 

 

 

 

 

 

 

 

 

 

序
号 

作品名称 
序
号 

作品名称 
序
号 

作品名称 

1 你好吗 11 背·影 21 周小白的圆舞曲 

2 吃在东大漫画版 12 真相 22 疯狂新闻联播 

3 植物大战僵尸真人版 13 成了 23 鸠德斯之梦 

4 魂归舍里 14 序列 24 人这一辈子 

5 THE STORY OF US 15 南柯 25 寝室你我，胜出必我 

6 寝室大战之寝室卫生 16 我想你 26 新闻联播之大一学生问题分析 

7 程序猿之 626 的崛起 17 超越 27 致异地恋人 

8 微电影之水手公园 MV 18 折点 28 东大的一些事 

9 屌丝的春天 19 会计 02 的一些事 29 蜕 

10 我们的黄金时代 20 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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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机器人总动员”创意大赛 

本届“动物机器人总动员”创意大赛历时 1个月的时间，分为宣传、培训、创作、展示等七个阶段。

同学们从基础知识学起，并根据自己的创意对机器人的外形、功能等进行创作，大赛最终有 36人组成的 6

支代表队参赛。 

 

 

第三届大学生创意节成果展 

本届大学生创意节包括创意培训、创意竞赛、创意展示三大板块，11项创意活动，历时三个月时间，

累计参加 4156 人次，共收集优秀作品 1341 份。其中共产生一等奖 14个，二等奖 28个，三等奖 42个，

最佳创意奖、最佳设计奖、优秀奖等个性奖励共计 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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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 
 

                                                                                              

 

为大力促进我校科普与教育的结合，加大教育科普资源的开发共享，充分发挥学校在传播科学知识、

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结合《中国科协科普部、教育部科技司关于开展高校科普创作与传

播试点活动的通知》的相关要求，我校举办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 

科普节面向广大公众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科普创作与传播活动。科普节以“科普的力量”为主

题，以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树立科学道德观为宗旨，以培养科

学精神和科普素质，营造浓厚的校园科技文化氛围为目的，是我校丰富大学科学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广大

学生学习交流科学文化知识的平台和纽带；是活跃校园学习气氛、提高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是培养和挖

掘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 

本届科普节以“科普的力量”为主题，活动内容分为科普竞赛、科普创作、科普交流和科普服务四个

板块，共计 9大项活动。内容力求贴近大众，激发科技兴趣、开阔学术视野、培养科研实践能力、倡导科

学精神，积极促进我校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发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营造浓厚的科

技创新学术氛围。 

                                                                                                

 

 

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活动一览表 

活动板块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科普竞赛 

板块 

“地下金刚”探测技能大比拼 10月 31日 

大学生科普知识竞赛 11月 28日 

科普创作 

板块 

“手中的科学”科普作品创作大赛 11月 1日 

“科学在身边”科普短剧大赛 11月 1日 

科普交流 

板块 

“未来之星”新生嘉年华 10月 18日 

“创新讲坛”科普知识专场 
10月 8日至 11月 15日每周二、

周四 18：00-20：00 

“科技之星”大学生科学论坛 11月 20日 

科普服务 

板块 

“科学与生活”科普服务 10月 8日至 11月 18日 

“走近科学”科普展览 10月 8日至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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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科普普普节节节各各各项项项活活活动动动简简简介介介   

   

“地下金刚”探测技能大比拼 

活动历时 1个月的时间，分为宣传、培训、制作、竞赛四个阶段。各学院分别派出一个代表队参加，

每个代表队由三名队员组成。比赛前，参赛队员在若干区域的土里分别埋设金属组合件若干；赛中，各参

赛队在指定区域内使用自行设计的金属探测仪找出这些金属组合件；根据搜索到的金属组合件组合相关作

品，最先组合完成的队伍获胜。为了确保比赛效果，学校于赛前安排专业老师指导参赛学生学习金属探测

仪的基本原理，动手制作金属探测仪。最终，经过宣传和选拔，共有 30支代表队，120 人参与培训，同学

们从基础知识学起，通过自己动手实践，制作出金属探测仪，参加比赛，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五届大学生科普知识竞赛 

大学生科普知识竞赛已成功组织五届，是我校学生科普活动中学生认知度最高、参与人数最多、影响

力最大的精品科普活动。活动分为院级预赛和校级总决赛赛两部分，院级预赛由各学院分别举行，选拔出

3 人一组的优秀队伍参加校级总决赛，校级总决赛分多个环节进行，内容涉及文、理、工多个学科领域。

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各个学院的，12支院级代表队参加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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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科学”科普作品创作大赛 

根据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 2012 年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的通知》要求，

面向我校全体本科生举办本次“手中的科学”科普作品创作大赛，旨在激发公众科普创作源头活力为宗旨，

以促进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为目的，以绘画、视频、影音为手段，创

作富有科学教育意义的作品。如：编创制作科普动漫、科普视频短片、科普游戏、科普图画等。经过层层

选拔共有 32件作品被推选参加“2012年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大赛共分为三类： 

    （1）图文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阐述与科技相关的内容。 

    （2）音视频类：以音频或视频形式解读科技知识，演示科学实验。 

    （3）动画类：以动画、科普游戏为主，包括 flash类、flash页面专题、htm15类等科普资源。 

 

 

 

 

 

 

 

 

 

 

 

 

 

 

 “科学在身边”科普短剧大赛 

科普短剧大赛是由在校学生自由组队，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创意和创新能力，用小品、相声、小舞剧、

音乐剧、舞蹈、游戏、魔术揭秘等生动的形式，配合反迷信，崇尚科学，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共创和谐

社会的主题，倡导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寓教于乐，以同学们自己的方式宣扬科普知识，促进大学生对

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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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未来之星”新生嘉年华 

东北大学“未来之星”嘉年华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和创新思维，让优秀新生进一步了解当前

我国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我校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及学术科技活动，激发学生崇尚科学，热爱科学

的精神，进而让更多优秀的大一新生明确学习目标，积极参与到创新实践中来，营造以科技为主导的校园

文化氛围。活动中，学校邀请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优秀指导老师、“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优秀项

目成员、科技竞赛获奖者等嘉宾面向优秀新生对相关科技创新活动进行讲解，介绍我校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的基本情况以及参赛注意事项，用科学之光，引领新生参与到我校科技创新活动中来。今年，通过学院推

荐，学校筛选，共有 124名优秀新生被选参加第五届“未来之星”新生嘉年华。 

 

 

 

 

 

 

 

 

 “创新讲坛”科普知识专场 

 “创新讲坛”科普知识专场活动从 10月 8日至 11月 15日每周二、周四 18：00-20：00在大成教学

馆 209 进行，活动期间共由各个学院邀请 12 名专业教师，围绕科学普及科普、学术创新等内容，面向全

校学生做科普讲座，通过他们的经历和经验向同学们传达科普知识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向学生展示

各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内容，激发学生探索热情。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超过 2000 人次，有效促进了校园科

普知识的广泛普及，有效的推动了校园科普气氛的推广，丰富了校园的科技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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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讲坛”科普知识专场部分讲座 

序号 学院 教师 题目 

1 文法学院 张秋成 科技风险规避的科普途径 

2 资土学院 陈猛 机构设计大赛与大学生创意思维培养 

3 外语学院 高志英 有效利用英语课堂，得体与外交交流 

4 材冶学院 杨洪英 21世纪的细菌冶金新技术 

5 机械学院 李朝峰 振动利用工程前轮 

6 信息学院 张云洲 学生科技创新培养思考与样本实践 

7 信息学院 纪鹏 科普短剧表演的基本模式 

 

 “科技之星”大学生科学论坛 

为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大学生科学论坛特邀请在竞赛和项目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和指导老师，通过他

们的经历和经验，让更多的同学们走向成功的科研之路。邀请在竞赛和项目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及优秀的指

导老师，通过论的形式，让同学们在问答的过程中对各种竞赛和项目有更加深入和清晰的了解，同时得到

来自榜样的建议和意见，以便今后在科研之路走得更远更容易。 

 “科学与生活”科普服务 

活动旨在尝试将我校大学生科普活动走出学校推向社区，实现全民科普。本次活动面向南湖社区居民

宣传消防安全知识、演示并派发消防用品，宣传科普知识，传播科学文化，把科学知识带入社会，倡导健

康文明环保的生活理念，为公众送健康，是科普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积极尝试。活动得到良好效果，有

效推动社区的科学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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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科学”科普展览 

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我校各类学科的科学常识和科技创新成果从而增进同学们在对所学专业的

认知，同时广泛了解其他学科科学知识，完善知识结构。在全校营造一种关注科学，热爱科学，弘扬科学

精神的文化氛围。 

2012 年度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列表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

生数 

1 东北大学 受资助学生回报社会行动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7月-9月 130 

2 东北大学 
“理论之光”暑期社会实践——心

理潜能开发协会赴太行山革命老区 
团委 2012年 8月 6 

3 东北大学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汇报会第一场 校团委 2012年 10月 22日  450人 

4 东北大学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汇报会第二场 校团委 2012年 10月 24日  480人 

5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2012年社会实践理论之光

答辩会 
校团委 2012年 6月 25日  341人 

6 东北大学 职想有你大学生职场挑战赛 校团委 2012年 6月 20日  1009人 

7 东北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宣讲会 校团委 2012年 6月 14日  740人 

8 东北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校团委 2012年 7月 6日  471人 

9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 2012年大学生志愿服务活

动总结表彰大会 
校团委 2012年 12月 5日  260 

10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城市志愿者培训大会 校团委 2012年 9月 26日  452人 

11 东北大学 全运会志愿者培训 校团委 2012年 10月 11日  87人 

12 东北大学 
企业家进校园——壳牌工业润滑油

走进东北大学 
校团委 2012年 12月 6日  154人 

13 东北大学 新民县公主屯镇小学助贫支教 校团委 2012年 10月 19日 20人 

14 东北大学 孤独的行走——关爱自闭儿童 校团委 2012年 10月 50人 

15 东北大学 农民工子女小学支教行 校团委 2012年 7月 30人 

 



 

 

 

 

 

第四部分 素质教育成果展示 

                                               

2012年度部分学生科技竞赛获奖作品简介 

2012年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 

2012年本科生申请专利一览表 

2012年重要学生科技竞赛获奖数量统计表 

学生获奖情况列表 

文化素质教育课题和教改项目统计列表 

文化素质教育研究成果统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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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部分学生科技竞赛获奖作品简介 

 学生创新中心 

                                                                                                

 

第八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作品 

作品名称: 奇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指导教师:  

贾剑锋   工商管理学院 

陈红兵   文法学院 

参赛队员: 

宋健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研二 

张林玉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      研二 

关晓晨  艺术学院       音乐学      研二 

焦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已毕业 

李笑竹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大四 

黄冠霖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车辆工程   大四 

王娜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    大四 

修萌萌  艺术学院       平面设计  大四 

作品简介: 

奇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研制、开发和生产润滑油环保添加剂的创新型公司。公司致力于新型环

保添加剂的研究，肩负着改变添加剂产业结构的重任。在国家“构建环保社会、节能社会”的号召下，奇

润化工推出了一种新型环保润滑油添加剂——含氮硼酸酯 QR1001 

QR1001由奇润化工自主研发。与传统抗磨极压剂不同，它对环境友好，可以降低或替换传统硫、磷、

氯系添加剂的使用，减少硫、磷、氯化合物及其它污染物的排放和发动机的腐蚀，同时改善油品的抗氧化

性，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综合提升现有润滑油脂的性能。 

“高环保、高品质、高协同、高利用、高效益”，QR1001有望成为润滑油添加剂市场的“明星产品”，

它的问世为解决润滑油添加剂随意排放引起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途径。 

指导老师信息 

 

挑战杯决赛答辩队员合影 

 

 



                                                                               |||素质教育成果展示| 89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作品 
                                                                                           

 

作品名称:趣味桌式足球机 

指导教师：巩云鹏    职务：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 

参赛队员: 

杜鹏飞 机械学院 2009级 机械 0907班  

魏蒙亮 机械学院 2009级 机械 0907班  

彭龙龙 机械学院 2009级 机械 0907班  

作品简介： 

本项目的初衷是设计一款能实现手、脚、脑综合训练，兼具对抗、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装置。要有对抗

性就要使游戏双方能够有进攻和防守的手段，达到你攻我防、攻防兼备。结合足球竞赛前锋、后卫、中场

等角色丰富、规则严谨的特点，我们确定设计一个桌面足球对抗游戏机；本项目设计了进攻、防守、点球、

分球装置等角色，并通过设计简单的机构组合实现对前锋、后卫、边锋、守门员、点球等足球角色功能的

操作。 

    作品组成：①旋转击球装置；②点球发射装置；③摆动击球装置；④分球装置；⑤守门装置；⑥回球

装置。 

    作品创新点： 

    1．本装置机电结合，并综合利用带传动、杆机构、线绳滑轮传动、推拉电磁铁等简单传动机构最终

实现击球、传球、控球、射球、守球等动作。 

    2．点球装置中的方向控制机构通过给运动副预留足够的活动空间，从而用简单的机构实现了空间运

动。电磁铁、开关和杆机构的有机结合很好的实现了点球发射和方向控制的功能。 

3．“趣味桌式足球机”集桌球、足球玩法于一体，通过推拉、旋转、拍打、按压、踩踏等操作来控制

本方的“前锋”、“边锋”、“后卫”、“守门员”等角色可以实现精彩刺激的进攻、防守动作，能达到综合锻

炼玩家手、脚、脑的协调能力、快速反应能力、操作能力目的。 

 

 

 

 

 

 

 

 

 

 

 

趣味桌式足球机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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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全国一等奖作品（创意组） 
                                                                                              

作品名称：一种新型智能停车库的设计 

指导教师： 陈述平 张云洲 

学生信息： 朱云鹏 2009级 机械学院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曹远宁 2009级 信息学院 自动化 

钱振林 2010级 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安  雄 2010级 机械学院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刘景亮 2010级 机械学院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作品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加快，汽车停泊困难，交通阻塞现象日益严重。我国大中城市几乎都被停

车问题所困扰，随着经济增长和汽车保有量增加，停车问题日渐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对此我们项目组进行

了一定的尝试，以解决车流量大的地区停车困难的问题。目前城市停车场最常见的是机械式立体停车库，

根据构造及其工作原理,机械式立体停车库主要有升降横移式、垂直升降式、巷道堆垛式、垂直循环式等。 

我们设计的车库主要升降横移式的方法来停放车辆。本作品支撑滑轨、停车板、入车口、跃层机构、

x-y 方向丝杠、出车口、抓取机构、停车仓、核心控制板、电机编码器、电源管理等构成。丝杠传动实现

抓取机构的水平和竖直方向的运动，齿形带带动抓取机构上下移动，采用共用滑轨得的设计方案实现跃层

的功能。电机转动带动齿轮啮合使上下丝杠反向转动，驱动抓取爪相向运动，抓取爪下端弯板伸入停车板

的两侧直板下，升降电机驱动抓取爪上升将车提起，通过 X-Y平移机构，将车移至指定车位，抓取爪将车

仓放下，进行下一步抓取。采用飞思卡尔 XS128核心控制器对车库进行控制，设计上位机软件对车库运行

状态进行实时监控，确保车辆的运行安全和系统稳定运行。 

作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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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专题邀请赛全国一等奖作品 

                                                                                             

 

作品名称：基于 ATOM平台的智能健康监护系统 

指导老师：鲍喜荣，信息学院信号与信息处理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嵌入式系统设计,信号与信息处理。 

参赛队员： 

信息学院 09级电子信息工程 孙东征  

信息学院 0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贺  

信息学院 10级通信工程 张宇行 

作品简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愈来愈快的生活节奏和越来越大工作压力。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迅速

上升。由于心脏病的发作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对于轻度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可能长时间静卧在医院，但又

需要医护人员可以随时监护，因而开发一款远程健康监护仪就十分必要。作为高新技术和医疗结合的产物

的家庭健康监护系统应运而生。 

作品主要监护心电图与体温等人体健康信号。系统包括竞赛平台、HSMC心电采集卡、便携式心电采集

器、体温采集器等模块。对心电信号进行采集、显示、存储、分析、发送，并能进行远程视频会诊。团队

成员共同开发了 ADS1298 采集 IP 核，采用 FPGA 进行采集控制与滤波，充分发挥了平台中 FPGA 的优势，

同时开发了 ADS1298采集器的 Windows驱动，用.Net开发了上位机。系统突破了传统心电监护仪功能单一

的缺点，创新设计了心电信号分析功能及目前平台能实现 QTd等复杂心电信号分析。系统的远程视频会诊

功能让病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医院里医生的面对面诊断。系统与医院间的网络交互能让医生随时了解病

人的身体状况。系统具有很强的扩展性，新加入的设备能很方便地融入系统，在医疗行业具有实际应用价

值。 

家庭监护系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以下几类问题： 

1.针对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特点,以及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特点使得医疗资源得到适当的合

理分配。 

2.减轻患者频繁往返医院所带来的旅途奔波，使病人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 

3.帮助医生监护患者生理健康状况，提高医疗效率，减小死亡率。 

4.实现医院和家庭的无缝连接，使患者能随时接受医生的面对面的视频诊疗。 

 

 

 

 

心电采集卡 红外体温采集器 

 

ATOM 平台的智能健康监护终端 便携式心电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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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全国二等奖作品 

                                                                                             

 

作品名称：辽宁省本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平台 

指导老师：黄卫祖，教授，工学博士，任计算中心副主任。 

参赛队员： 

刘彦博：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10级； 

张千洵：软件学院软件国际专业，10级； 

王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10级。 

作品简介：  

近年来，大学生创新竞赛成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并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教育组织及学

生们的关注。为了将各个学校分散的竞赛信息整合并进行统一的管理，全国推出了很多大学生竞赛平台。

然而，这些平台都具有一定的缺陷，不具有泛用性，无法满足对繁杂的大学生竞赛进行管理的实际需求。 

辽宁省本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平台是在保留现有的竞赛平台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开发出的一套结

合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创新创业竞赛平台。这一平台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共享性和操作方便等特点，并具

有良好的研发基础和应用推广价值。 

本平台系国家资助的第六批大学生创新项目，参加了辽宁省本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并被推荐到了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我们在本项目的进展过程中对项目不断进行完善。平台在辽宁省本科大学生

计算机设计竞赛中得到应用后，我们根据参赛选手及评审专家的使用反馈对平台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优

化，完善了已有的功能，增加了新功能，使平台具备更好的用户体验。作品的主要网站创新与应用： 

    1.辽宁本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平台在现有竞赛平台具备的信息发布、文件下载等功能的基础上，

加入了在线注册和竞赛报名功能。学生和评委都可以在网站中在线提交个人信息并选择自己的角色，由管

理者审批后加入网站。学生注册后可以报名参加比赛，添加项目信息。 

    2.网站提供作品展示功能，学生可以通过网页把作品通过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手段展示在网站中，

让评委更直观全面的了解参赛作品。 

    3.网站提供在线投票和点评两种评审方式，并且可以设置不同角色投票的分数。点评功能可以动态给

分和写评语。评审时还会根据评委注册时的专业自动匹配相关专业的参赛作品。 

4.具有强大的文档库功能，可以开启文档的版本管理和审批功能，提高文档管理的效率。 

 

 

1.1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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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功能： 

    用户注册：提供用户在线注册、分角色管理的功能 

    在线报名：学生可以在线报名参加竞赛，并提交作品信息 

    作品展示：学生能使用网页通过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手段展示 

    通知公告：让管理者快速管理和发布竞赛相关信息 

    网络评审：线上提供投票和点评两种方式评审，并能根据角色评分 

    现场评审：平台新增了现场评审功能，评委可使用平台在比赛现场打分 

    文档管理：强大的文档库支持版本控制和审批功能 

    竞赛管理：提供审批作品、作品管理、投票管理等功能 

    用户管理：提供用户注册审批及管理和评委角色设定等功能 

    角色交互：平台用户在向管理员申请并获得批准后可以更改自己的角色 

 

 

1.2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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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全国二等奖作品 

                                                                                                    

作品名称：峰峦殿 

指导教师：樊赟赟、宋建 

参赛学生：王潇宇   2009级土木工程专业； 

          郝云超   2009级土木工程专业 

          彭路续   2009级土木工程专业 

作品简介：  

本次结构竞赛赛题以我国西南地区常见的吊脚楼形式建筑抵抗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为背景，要求

参赛学生设计地质灾害作用下具有优良抗冲击性能的吊脚楼建筑结构。根据赛题要求,设计作品一方面需

要考察吊脚楼结构抵抗冲击荷载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合理设计以使结构的质量尽可能小而节省材

料，因此在进行作品设计时以结构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等理论为指导，先通过计算与分析进行初步的方案设

计与比选，再通过模型制作与冲击试验进行检验与优化。 

通过对冲击荷载下框架结构动力响应的分析，对主要受力侧面进行重点设计并对受冲击层进行重点加

固，在底层设置强壮的刚性支撑以有效抵抗冲击荷载，增强冲击层刚度以获取较大的加速度，采取组合截

面以加强柱的强度并有利于实现柱截面的渐变设计，设置柔性支撑以维持结构在加载条件下的稳定性，并

通过限制位移的方式避免冲击过程中产生 P-△失稳效应，同时在制作过程中通过设计节点板和局部加强等

方式加强对关键节点部位的保护。作品设计合理，结构简明，受力明确，特色鲜明，以质量小和抗冲击力

强的综合表现最终获得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二等奖。 

 

 

 

 

 

 

 

 

 

 

 

参赛学生与获奖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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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0111222 年年年本本本科科科生生生发发发表表表学学学术术术论论论文文文   

聚赖氨酸-海藻酸微囊介导 DNA 转染的研究 

●耿莉,杨盛,张丹,高婷婷,王国卿
 
,张乃生 

 

 

摘  要：为探讨聚 PLL/Al 载体介导的 DNA 转染效率及其在动物体内的生物活性｡通过多孔 CaCO3微粒吸附

伪狂犬病毒(PRV)基因组 DNA,并在其表面依次交替聚合 PLL､Alg 至 7 层;以 EDTA 溶解去除 CaCO3

内核,制成聚 PLL/Alg包被 DNA的载体,并感染家兔,观察 PRV基因组 DNA在体内的复制情况｡结果

表明,以 Na2CO3与 CaCl2反应可获得直径 4-6μ m 的多孔 CaCO3微粒,对 DNA 的吸附效率 约为 1mg 

CaCO3 微粒可吸附 1μ gDNA｡经 PLL/Alg 包被后获得直径 1-2μ m,囊膜厚约 200nm 的 PRVDNA 聚

PLL/Alg 微囊｡肌肉注射含 6.5μ g PRV DNA 的 PLL/Alg 微囊,可引起实验兔死亡,经 PCR 检测确

定为 PRV 感染引起的｡结果说明,聚 PLL/Alg 微囊能够介导 DNA 高效转染,在作为 DNA 疫苗载体

方面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关键词：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10 

项目成员:杨胜(生物工程 08)､高婷婷(生物工程 08)､荀德海(生物工程 09) 

指导教师:王国卿 

项目名称:中国兽医学报 

 

 

激光熔覆 TiCN/SiO2复合涂层工艺研究 

●佟志远，杨玉玲，周密，司秀丽，乔鑫 

 

 

摘  要：将按一定比例(质量比)混合的 TiCN/SiO2 粉末作为 Ti-6Al-4V 表面预涂层,利用 500WYAG 脉冲激

光作为辐射源,进行激光熔覆处理实验｡结合 X射线衍射(XRD)方法,激光共聚焦显微镜(LSCM)等手

段对熔覆层的成分､表面形貌进行了   分析,从而研究激光熔覆工艺对复合陶瓷涂层物相及形貌

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激光扫描速度､离焦量及熔覆过程中的环境气氛均会影响熔覆层的物相以及

形貌｡合适的工艺参数组合为:脉冲宽度 3ms,脉冲频率 15Hz,扫描速度 2mm/s~3mm/s 之间,离焦量

15mm,N2 气压强为 0.2Mpa｡在此工艺条件下,熔覆层中可生成以 TiCN,TiN 和 Ti-Si-C 为主的复合

陶瓷涂层,熔覆层与基底间形成良好的冶金结合,激光共聚焦结果表明,熔覆层表面比较平整｡ 

关键词：激光熔覆，TiCN/SiO2复合涂层，XRD，LSCM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12 

项目成员:司秀丽(应用物理 08)､张思靓(应用物理 09)､白伟(应用物理 09) 

指导教师:杨玉玲 

项目名称:钛合金表面激光诱导原位合成 CatiO3/TiCN 复合生物陶瓷涂层研究 

本文被 ISTP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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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捕收剂 DES 在锡石浮选中的应用 

●朱一民，王闻单，栗艳锋，任多振，唐志东 

 

 

摘  要:本文对新型两性捕收剂 DES与传统捕锡药剂水杨羟肟酸对锡石单矿物的捕收效果,及 DES对锡石和

石英可浮性的影响做了对比性研究｡此外,研究了锡石及石英晶体结构与其可浮性之间的关系｡采

用红外光谱进行表面分析,详细地研究了 DES在锡石表面上的吸附机理｡ 

关键词:两性捕收剂 DES;锡石;浮选机理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25 

项目成员:王闻单(矿物加工08)､栗艳锋(矿物加工09)､唐志东(矿物加工10) 

指导教师:朱一民 

 

 

//////////////////////////////////////////////////////////////////////////////// 

 

 

尖晶石材料 LiNi0.5Mn1.5O4的研究进展 

●郜亚杰，刘国强，郑建杰，岑  鹏 

 

 

摘  要：阐述了尖晶石材料 LiNi0.5Mn1.5O4的晶体结构､主要制备方法｡介绍了纳米合成､掺杂元素及表面修饰

等提高材料充放电倍率性能,改进其电化学性能的方法｡展望了该材料在未来先进锂离子电池中

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Ni0.5Mn1.5O4；晶体结构；制备方法；电化学性能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26 

项目成员:郜亚杰(冶金工程 08),郑见杰(冶金工程 08),岑鹏(冶金工程 08) 

指导教师:刘国强  

项目名称:新型锂离子电池 LNMO/LTO的研制  

本文发表在《稀有金属与硬质合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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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锶热还原 Sc2O3制备铝钪中间合金 

●唐冲冲,常化强,包晓刚,刘贵清,刘奎仁 

 

 

摘  要:以 Sc2O3为原料,液态铝锶合金做还原剂及合金基体,在nNaF•AlF3-NaCl-KCl熔盐体系中通过铝锶热

还原制备 Al-Sc中间合金｡实验考察了 ScF3添加量､温度和时间对 Sc含量和收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熔盐中添加 1%(wt,下同)的 ScF3,反应温度 1000℃,反应时间 45min,制得了 Sc 含量达到 2%以上

的 Al-Sc 中间合金,其中 Sc 直收率为 74.25%,且熔盐可重复利用以增加 Sc 的收率｡采用 SEM､电子

能谱分析和 XRD 等方法对合金样品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 Sc 在 Al中以间断的 Al3Sc 第二相粒子形

式存在,连续相为铝基｡ 

关键词:熔盐;铝锶热还原;Sc2O3;Al-Sc中间合金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28 

 项目成员:唐冲冲(冶金工程 08),常化强(冶金工程 08),包晓刚(冶金工程 08) 

指导教师:刘奎仁 

项目名称:新型锂离子电池 LNMO/LTO的研制  

本文发表在《中国有色金属学报》,已被 EI检索 

 

 

 

高钒渣氯化提钒工艺探究 

●贾志良,孙瑜,郑海燕,刘宏辉 

 

 

摘  要:对于高钒渣的处理,现行工艺很难适应其资源特性,且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污染大､回收率低的问

题｡而新兴提钒技术如选择性析出､微生物浸出､矿浆电解等,虽然效果较好,但工艺尚不成熟,实际

生产仍采用传统钠化焙烧工 艺｡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提钒工艺,该工艺采用 FeCl3进行氯化提钒,并

且在空气气氛条件下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氯化提钒是可行的｡ 

关键词:高钒渣;氯化提钒;可行性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29 

项目成员：董凯伟（冶金工程 08），贾志良（冶金工程 09），刘宏辉（冶金工程 09） 

指导教师：沈峰满 

项目名称：钒钛磁铁矿提钒技术的基础研究 

本文发表在《东北大学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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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提钒的基础研究 

●董凯伟，刘宏辉，孙瑜，郑海燕 

 

 

摘  要：本文开发的氯化提钒工艺以钒钛磁铁矿（高钒渣）和 FeCl3为原料，在中低温氧气气氛下，通过

氯化法使钒钛磁铁矿（高钒渣）中的 V以 VOCl3（g）的形式分离出来，然后通过沉钒、煅烧等过

程得到 V2O5。氯化提钒后的铁精矿可以通过还原、熔融分离得到高品位的钛渣和优质炼钢原料，

从而实现铁、钒、钛的全面综合回收利用。通过 XRD、XRF和化学分析等检测手段对氯化提钒试

验产物的物相、转化率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氯化提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当反应温度为 1000K、

反应时间为 3h时，物料的转化率达到 55.07%。结合前期理论分析认为，如果试验过程中比较精

确的控制反应气氛中的氧势和氯势，与此同时连续加入氯化剂，将得到更高的提钒率。因此利用

工业废弃氯化物提取金属钒，可实现资源综合利用的同时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具有良好的工

业应用前景 

关键词：氯化提钒；钒钛磁铁矿；钒渣；钒金属提取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29 

项目成员：董凯伟（冶金工程 08），贾志良（冶金工程 09），刘宏辉（冶金工程 09） 

指导教师：沈峰满 

项目名称：钒钛磁铁矿提钒技术的基础研究 

本文发表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采用气幕挡墙优化 7 流连铸中间包流场 

●常  胜   钟良才  邹宗树  张玉玺  丁仁义 

 

 

摘  要：以七流连铸 T型中间包为原型，采用 1:3的几何相似比建立中间包的物理模型。保证几何相似和

动力相似的条件下，采用气幕隔墙与导流隔墙进行了中间包结构优化水模实验。结果表明，气幕

挡墙与常规控流装置配合可以有 效的改善中间包内的流体流动特性。采用气幕隔墙与导流隔墙

组成的最佳中间包结构 4个流平均的最小停留时间均值为 40.5 s、平均停留时间均值为 406.5 s、

峰值浓度时间均值为 222.5 s、死区体积均值为 18.7%。大幅改善了中间包的流体流动特性，且

各流的流体流动特性更加趋于一致。 

关键词：7流中间包; 气幕挡墙; 流场优化; 物理模拟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36 

项目成员：常胜（冶金工程 08）、张玉玺（冶金工程 09）、丁仁义（冶金工程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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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钟良才 

项目名称：采用气幕隔墙的 7流连铸中间包钢液流动数学物理模拟 

本文发表在“全国冶金反应工程学术会议” 

 

//////////////////////////////////////////////////////////////////////////////// 

Nd 对 ZK60 镁合金均匀化退火组织的影响 

●张洋洋 乐启炽 张志强 崔建忠 

 

 

摘  要：研究了添加 Nd 元素的 ZK60 镁合金铸态和退火态的金相图和 XRD，同时测定了随着均匀化时间的

不同合金硬度的变化。结果表明，Nd 能显著细化镁合金晶粒，减少晶间的第二相。Nd 在镁合金

中形成 Mg12Nd，均匀化后该相消失，其中的 Nd以单质形式固溶到基体中，起到固溶强化作用。随

着 Nd含量的增加，固溶效果增加，需要的均匀化时间也增长。 

关键词：ZK60；Nd；维氏硬度；显微组织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37 

项目成员：张洋洋（材料成型 08）、勒霞文（材料成型 08）、谭力允（材料成型 08） 

指导教师：崔建忠 

项目名称：高成形性镁合金轧制理论与工艺研究 

本文发表在《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溜槽角度对混装布料过程的影响 

●李海峰，罗志国，张树才，邹宗树 

 

 

摘   要：分析了定点布料方式下溜槽角度对混装布料规律的影响. 首先对混装布料方式进行了物理实验

模拟，获得了不同溜槽角度下的料流轨迹、料堆结构等重要信息，分析了不同粒度的混装物料

在下落过程中存在的偏析现象.其次利用离散单元法（DEM）数学模型对布料过程进行了模拟研

究，并对模拟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模型结果与物理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其中模型获得的料堆

结构和径向空隙度分布的信息的结果可为现场调节煤气流分布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万向布料器；混装布料；定点布料；溜槽角度；离散单元法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38 

  项目成员：张树才（冶金工程 09）、祝浩（冶金工程 09）、游洋（冶金工程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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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邹宗树 

项目名称：COREX熔化气化炉布料模式优化的理论及实验研究 

本文发表在《东北大学学报》，已被 EI检索 

 

//////////////////////////////////////////////////////////////////////////////// 

 

基于神经网络的 FeO 氧化系数软测量方法  

●邱波 
1
，李国威

1
，李鸿儒

2
，李抒

2
  

 

 

摘  要：FeO含量是球团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更加准确地计算球团化学成分指标，提出了 FeO 氧化

系数的概念。 FeO 氧化系数按照定义需要球团成分的离线计算，无法进行直接检测，本文 通

过相关因素的分析实 现了 FeO 氧化系数的软测量。在分析球团生产过程中 FeO 影响因素的基

础上， 利用神经网络建立了 FeO 氧化系数的软测量模型，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确定了神经网

络软测量模 型的输入。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行训练和验证，结果表明，本文提

出的球团 FeO 氧 化系数软测量模型能够获得满意的精度。 

关键词：球团；FeO 氧化系数；神经网络；软测量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50 

项目成员：李抒（自动化 09）、 冀萌凡（自动化 09）、张晓波（自动化 09） 

指导教师：李鸿儒 

项目名称：智能立体车库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本文发表在《控制工程》，已被 EI检索 

 

//////////////////////////////////////////////////////////////////////////////// 

一种应用 MFAC 的 Buck 变换器并行控制方法 

●吴建华
1
 刘亚楠

1
 杨海涛 2 崔雷

1 

 

 

摘  要:针对现有的控制方法对 DC-DC变换器在模型失配方面的局限性，本文以电流连续型 CCM Buck变换

器作为研究对象，将串级无模型自适应控制（MFAC）策略用于模型失配的 DC-DC变换器的控制中。

同时为了提高 DC-DC变换器的动静态性能，本文提出了一种 MFAC与状态反馈精确线性化最优控制

的并行控制策略，并设计了并行控制器。在 Matlab/Simulink 中建立了变换器及控制器的仿真模

型，分别在模型匹配及失配情况下进行仿真研究及对比分析，仿真结果说明了 MFAC与并行控制策

略的有效性。并行控制方式可以实现两种控制方法的协同工作、优势互补。 

关键词:无模型自适应  状态反馈精确线性化  并行控制  Buck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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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59 

项目成员：杨兵兵（自动化 09）、王睿阳（自动化 09）、崔雷（自动化 08） 

指导教师：吴建华 

项目名称：电力电子控制系统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本文发表在第六届高校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学术年会 

 

 

//////////////////////////////////////////////////////////////////////////////// 

 

上肢康复机器人实验平台肌电信号采集系统的设计 

●王建辉，张传鑫，白冰，刘一楠 

 

 

摘  要：表面肌电信号是肌肉收缩的同时伴随的一种电压信号，是一种复杂的表皮下肌电信号活动在皮肤

表面处的时间和空间上综合得出的结果，能够反映出神经、肌肉的功能状态。正是其在相同肌群

规律性和在不同肌群差异性，使得利用肌电信号作为人机接口来控制上肢康复机器人成为可能。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肌电信号采集系统的设计，将从硬件电路以及软件设计两部分进行阐述。其中

硬件电路主要由表面电极、信号调理、NI-USB-6210 数据采集卡和上位机四部分组成；系统软件

采用虚拟仪器开发平台 LabVIEW 编程，完成肌电信号实时采集、滤波处理、数据存储等功能。 

关键词：康复机器人、表面肌电信号、信号采集、LabVIEW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62 

项目成员：张传鑫（自动化 08）、白冰（计算机 08）、刘一楠（通信工程 09） 

指导教师：王建辉 

项目名称：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实验平台肌电信号采集系统的设计 

本文发表在《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世界》 

 

 

嵌入式智能沙盘上位机的实现与研究 

●沙毅  王志远  隋金坪 候淇滨 

 

 

摘  要：沙盘在当今社会尤其是战争方面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虚拟电子沙盘与实物沙盘的结合更能



| 2012 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102 

反应出真实的地形地貌，给人以大局与细节的统筹。本文采用模拟简单山地地形，深入浅出地详

细阐述智能沙盘系统的几大主要模块技术：地形三维数据的处理技术，PC机上的可视化技术，嵌

入式控制技术等。 

关键词：智能沙盘 嵌入式 地形仿真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68 

项目成员：侯淇彬（通信工程 09）、隋金坪（通信工程 09）、王志远（通信工程 09） 

指导教师：沙毅 

项目名称：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智能沙盘控制系统的研制 

本文发表在《电子世界》 

 

 

//////////////////////////////////////////////////////////////////////////////// 

 

 

智能沙盘的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沙毅  隋金坪 候淇滨 王志远   

 

 

摘  要：随着现代电子科技的不断发展，应用电子技术研制智能沙盘系统已成可能。智能沙盘就是利用嵌

入式操作系统控制处理 PC 端发来的数据并让步进电机进行准确的操作，来模拟出不同的地形地

貌，实现快速模拟，并可 多次利用。 

本文提出了智能沙盘的控制方案，设计了智能沙盘控制系统。该系统通过手动控制系统和上位机

控制系统可分别操作步进电机的运行，以完成所要求的功能设置。 

本文介绍了智能沙盘控制系统的结构组成，以及系统各个模块的功能和电路设计及调试过程，并

给出智能沙盘控制算法最后对控制系统做了简要的总结。 

关键词：沙盘；智能；电机控制；步进电机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68 

项目成员：侯淇彬（通信工程 09）、隋金坪（通信工程 09）、王志远（通信工程 09） 

指导教师：沙毅 

项目名称：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智能沙盘控制系统的研制 

本文发表在《电子世界》 

 

 

//////////////////////////////////////////////////////////////////////////////// 

毕业论文/*******要求：%20%20%20%20%20%20%20%20中英文摘要、关键词要准确，不能有语法和用词错误，此内容为今后审查重点。%20%20%20关键词之间要用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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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老年人伴护系统中 3D 加速度传感器的校准  

●徐礼胜 林海叶 章星 赵曜楠  Max Q.-H Meng 

 

 

摘   要:跌倒检测设备是老年人伴护系统的重要组成之一,跌倒检测设备主要通过采集人体在前后左右上

下多个方向上的加速度变化来识别人体的跌倒状况｡但是通常跌倒检测设备都不能按理想的情形,

即传感器自身坐标系与人体运动坐标系重合,穿戴在监护对象身上,从而导致在加速度数据采集

后计算分析时产生误差｡本文设计了一款基于 3D 加速度传感器 MMA7260 的跌倒检测设备｡通过电

压补偿和坐标系变换的方法对传感器采样数据进行校准｡经过实验分析,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准

确的将采集数据从传感器坐标系转换到人体运动坐标系,更好 的体现了人体运动过程中的体位

变化｡ 

关键词:校准  3D加速度传感器  电压补偿  坐标变换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75 

    项目成员：陈良（生物医学工程 09）、林海叶（生物医学工程 08）、徐明杰（生物医学工程 09） 

指导教师：徐礼胜 

项目名称：个性化移动健康伴护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本文发表在第十二届全国医药学大会 

 

//////////////////////////////////////////////////////////////////////////////// 

基于并行采样的 PET 快电子脉冲数字化方法初步研究 

●王玥 胡子翔 宗慎言 项士海 王军博 刘军强 孙航 吴长龙 边钺岩
 

 

 

摘  要：目的 将并行采样方法引入 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探测器所输出快电子脉冲的数字

化过程,获取蕴含时间和能量信息的数字脉冲｡同时,降低高速数据采集系统的成本｡方法 本研

究基于并行采样的 PET快电子脉冲数字化方法,以 51微控制器为主控芯片,两片 ADC0832为模数

转换芯片,一块 LCD 为显示器成功构建了具 有并行采样功能的实验系统｡结果 主控芯片成功驱

动两片 ADC和 LCD,实现了并行采样｡结论 该方法在 PET快电子脉冲的数字化方面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正电子计算机断层装置;探测器;快电子脉冲;数字化;并行采样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77 

项目成员：胡子翔（生物医学工程 09）、宗慎言（生物医学工程 09）、边钺延（生物医学工程 10） 

指导教师：项士海 

项目名称：基于压频转换的 PET前端快电子信号数字化方法研究 

本文发表在《北京生物医学工程》 



| 2012 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104 

CO2吸收模型中容积传质系数的确定 

●郝玲 郑朝振 章俊 李志通 刘燕 

 

 

摘  要：气泡微细化是“原位机械搅拌法铁水炉外脱硫技术”的关键。气液传质系数是研究气液吸收过程

的基本参数。本文根据相似性原理建立水模型实验装置，并通过测定 NaOH 吸收 CO2的速率来研

究气泡微细化过程，同时根据吸收原理定量计算出容积传质系数 Ak 及 CO2气体利用率 η 。当溶

液 pH值从 12降低到 9的过程中，容积传质系数为 2.938×10
-4
m
3
/s，本实验所用 CO2 的利用率的

公式可简化为： Qt/98.18 。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研究吸收速率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容积传质系数；CO2利用率；水模型；气泡微细化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211 

     项目成员：李志通（冶金工程 09）、郑朝振（冶金工程 09）、刘质斌 

本文发表在《材料与冶金学报》 

 

//////////////////////////////////////////////////////////////////////////////// 

 

富锂正极材料 Li[Li0.2Mn0.54Ni0.13Co0.13]O2的 PVP 燃烧法合成 

●代克化 张莹 金秋瑾 吴永利 翟玉春 

 

 

摘   要：采用聚乙烯吡咯烷酮(PVP) 辅助燃烧法合成了高容量的 Li[Li0.2Mn0.54Ni0.13Co0.13]O2 正极

材料，并研究了其结构、形貌和电化学性能。XRD分析表明材料为典型的α -NaFeO2结构，R-3m

空间群，结晶良好。从 SEM 图可见材料的晶型发育良好，排列有序，粒径均匀，大部分晶粒的

粒径在 0.1~0.2 μ m 之间，平均粒径为 0.16 μ m。材料在 0.1C（1 C = 250 mA·g-1）倍率下

的首次充电容量为 351.5 mAh·g-1，放电容量为 284.3 mAh·g-1，库仑效率为 80.9%。0.5 C

和 1 C的首次放电容量分别为 236.1 mAh·g-1和 210.0 mAh·g-1，分别相当于 0.1 C首次放电

容量的 83.0%和 73.9%。在 1 C 倍率下经过 30次循环，容量保持率为 85.3%。第 2-30次充放电

平均库仑效率为 98.9%，具有良好的充放电可逆性。 

关键词：锂离子电池; 富锂正极材料; Li[Li0.2Mn0.54Ni0.13Co0.13]O2; 燃烧法; 聚乙烯吡咯烷酮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214 

项目成员：金秋瑾（冶金工程 08）、张莹（冶金工程 09）、吴永利（冶金工程 09） 

指导教师：代克化 

本文发表在《电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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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合成陶瓷材料的研究进展 

●卢忠鑫，蒋茂明，马北越
1
，李  博，孙明刚，舒  耀

2 

 

 

摘  要：综述了以粉煤灰为原料合成 β -Sialon、Sialon-莫来石、莫来石及莫来石-氧化锆陶瓷材料的研

究现状，并分析了 Sialon的合成机理。 

关键词：粉煤灰；陶瓷材料；Sialon；莫来石；研究进展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215 

 项目成员：李博（冶金工程 09）、孙明刚（冶金工程 09）、卢忠鑫（冶金工程 08） 

指导教师：马北越 

 

 

//////////////////////////////////////////////////////////////////////////////// 

 

 

熔盐电精炼硅制备多晶硅的 NaF-KCl 熔盐净化及净化作用 

●谢宏伟
＊
，刘青云，王朝辉，于哲 

 

 

摘  要：熔盐电解质的除杂净化对制备高纯度多晶硅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预电解净化方法，研究了温度、

电压、时间等对 NaF-KCl熔盐净化的影响，结果发现温度 800℃，预电解电压 2.5V，预电解时间

4h 为熔盐净化合适条件。进行了恒电位电精炼法制备多晶硅，采用 XRD、SEM、EDS 和 ICP-MS 对

熔盐净化前后获得的多晶硅进行了表征，发现熔盐净化使多晶硅产品纯度明显改善，纯度达到

99.99%。 

关键词：NaF-KCl；预电解净化；电精炼；多晶硅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216 

    项目成员：刘青云（冶金工程 08）、王朝辉（冶金工程 09）、于哲（冶金工程 09） 

指导教师：谢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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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锡生产工艺中淬水槽的水流场数值模拟研究 

●李建中 ，邓比涛  ，邵雄风，王志成，朱国和 

 

 

摘  要： 针对软熔工艺中淬水过程对镀锡板的产品质量有着明显地影响，本文采用计算流体力学 CFD 软

件包中 Gambit前处理软件、fluent求解软件和 Tecplot后处理软件，对淬水槽进行了网格划分、

数值模型建立求解及其后处理，成功地模拟淬水槽水流场。分析了淬水槽水流场 Y方向和 Z方向

的速度矢量分布。确定了淬水槽喷水压力变化对水流场的影响规律。优化出有利于镀锡板产品质

量的淬水槽喷水压力为 0.38MPa。 

关键词：镀锡；淬水槽；水流场；数值模拟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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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脱锡剂在电镀锡机组软熔导电辊脱锡效果的研究 

●朱国和, 李建中, 邓比涛，邵雄风，王志成 

 

 

摘  要：综述了脱锡剂的研究进展。研究了不同酸性脱锡剂对导电辊脱锡效果。结果表明，脱锡剂高锰酸

钾脱锡效果较好，脱锡速度快，脱锡速度达 0.023g/cm
2
，且添加剂亚硝酸钠有助于脱锡效果。粘

锡的模拟导电辊脱锡过程表明，脱锡时间为 5min 时，模拟导电辊表面平均粗糙度值达 1.074μ m，

脱锡的效率达到 97.3%。高锰酸钾-氩硝酸钠体系的脱锡剂对导电辊材质腐蚀性较小。 

关键词：酸性脱锡剂; 镀锡; 软熔导电辊;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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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结构对镀锡板锡铁合金层及其耐蚀性的影响 

●李建中，邓比涛，邵雄风，王志成，朱国和 

摘  要：锡铁合金层对镀锡板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采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和电化学分析方法，研究

了金相结构对镀锡板锡铁合金层及其耐蚀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晶界较少的镀锡基板提高了电镀

过程锡的成核率，促进了晶粒细小、孔隙较少锡铁合金层生成。电化学分析表明，BA材自腐蚀电

流明显地小于 CA材自腐蚀电流。但是，BA材、CA 材和 DR材的自腐蚀电位差别较小。 BA材、CA

材和 DR材镀锡板循环伏安曲线均出现析氧峰，BA材氧化峰电流密度高于 CA材和 DR材。 

关键词：金相结构; 镀锡板; 锡铁合金层; 耐蚀性 

 

 

2012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217 

项目成员：邓比涛（冶金工程 09）、邵雄风（冶金工程 09）、王志成（冶金工程 08） 

指导教师：李建中 

项目名称：镀锡机组导电辊脱锡技术的研究 

本文发表在《轧钢》 

 

//////////////////////////////////////////////////////////////////////////////// 

 

 

从高铁含量钴铁细菌浸出液分离回收钴的研究 

●陈国宝 郭瑞鹏 李海军 杨洪英 王舲帆 王海  

 

 

摘  要：生物冶金应用于钴铜硫化矿提取钴铜有较大的优越性，从细菌浸出液中分离回收钴和铜的研究是

该工艺的关键性环节。通过萃取的方式已经实现铜从生物浸出液中分离。之后要进行除铁操作。

采用铁矾法时，在温度为 90°C，PH 在 2.0 附近，除铁的效率最高，达到 95.8%。合成针铁矿法

所需的晶种，通过 x射线表征，为针铁矿。针铁矿法除铁率在 pH为 3.5，温度为 75°C条件下，

除铁效率接近于 1，此时的钴损失率可以忽略。 

关键词：生物冶金  针铁矿 黄铁矾 晶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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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est System for Top 

Management Team Based O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Xue-ying Hong, Zhu-chao Yu, Zhu Wang , Yang Jiang 

 

 

Abstract—  The decision made by Top Management Tea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on business operation, so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decision-making seems very necessity. Starting 

from the Prospect Theory of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the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esting decision-making behavior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analyzing the specific 

process and methods of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est, we can do further researches on deci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so as 

to provide reasonable grounds on evaluation and improving of decision-making behaviors. 

Keywords—BehaviorTest,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 Decision Simulation, Top Managem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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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发表于 IEMI 2012 - The 3rd International Asia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已被 EI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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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cenarios Management for Testing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 Decisio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Zhu Wang, Zhuchao Yu ,Yang Jiang, Xueying Hong 

 

 

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ain idea of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esting scenario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 experiments in theory of behavioral decision effect, testing scenarios 

are designed for testing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then a management 

system is developed to achieve dynamic management of testing scenarios. 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and mechanism of decision-making simulation are adopted i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Finally, some tests are carried out for testing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business 

execu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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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decision simulation, testing scenario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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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xyapatite-Coated Titanium-Based Preparation of 

Biomaterials by RF Magnetron Sputtering 

●WANG Guo-Qing, GAO Ting-Ting , YANG Sheng , Zhang Dan 

Abstract： Hydroxyapatite (HAP) coatings are widely used to improve the biocompatibility of the substrate. In 

this paper, Ti-based HAP coatings were prepared by RF magnetron sputtering method,and the 

coating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were analyzed by SEM，EDX and IR spectroscopy.When the 

sputtering conditions were 290 W and 120-180min, the nano-HAP surface coatings had formed on the 

surface of Ti-based. The average size of grain was 48nm, and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the 

coating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HAP coatings. The coating thickness was 513±15~985±25 nm, 

Ca/P=1.51±0.03~1.84±0.04. After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y when Ti-based HAP materials were 

implanted, bone tissues had covered the surface of the coatings, osteoclasts could be seen, and the 

bond strength of the coatings had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HAP coatings prepared by the method of 

RF magnetron sputtering have excellent bioactivity and stability. 

Keywords: RF magnetron sputtering, hydroxyapatite, Ti, biocompatible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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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Synthesis of Micro-textured TiCN/Ti3SiC2 Composite coating 

on Ti-6Al-4V 

●Yuling Yang , Zhiyuan Tong , Xiuli Si, Danyang Dong，Sijing Zhang, Wei Bai 

Abstract:A micro-textured TiCN/Ti3SiC2 composite biocoating was obtained by laser direct cladding technology 

using TiCN/SiO2 as the precursor. A pulsed Nd: YAG laser (wavelength 1064 nm) was employed to 

melt the precursor and form the textured morpholog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variation in the laser 

scan speed appeared to have no detectable influence on the type or amount of phase evolution in the 

modified surface region that mostly contained the same phases such as Ti3SiC2, TiC0.3N0.7, TiN, 

and Ti2O. The average surface roughness Ra presented a decreasing trend with increasing laser scan 

speed. An evenly textured surface was achieved under laser scan speed of 3 mm/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observations revealed the dendrites like structure in the coating and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i3SiC2 phas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ocations near the top of 

coating. A relatively uniform microhardness within the coating processed with laser scan speed of 3 

mm/s is indirect indication of uniform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ating. The composite coating 

possessed microhardness (1223 HV0.2) about 4 times higher relatively than Ti substrate (290 HV0.2). 

Key words: Micro-textured; TiCN/ Ti3SiC2; Biocoating; Laser Direct Cl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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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LiNi0.5Mn1.3Ti0.2O4/Li4Ti5O12 cells 

●Guo-qiang Liu1), Xi Wang1), Ya-jie Gao1), Lei Wen2), Guang-yin Liu1), Jian-jie Zheng1), Peng 

Cen1),and Ying Li1) 

Abstract: Spinel compounds LiNi0.5Mn1.3Ti0.2O4(LNMTO) and Li4Ti5O12 (LTO) were synthesized by 

different methods. The particle sizes of LNMTO and LTO are 0.5-2 and 0.5-0.8μm, respectively. The 

LNMTO/LTO cell exhibits better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at both a low current rate of 0.2C and a 

high current rate of 1C. When the specific capacity wa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mass of the LNMTO 

cathode, the LNMTO/LTO cell delivered 137 mA·h·g−1 at 0.2C and 118.2 mA·h·g−1 at 1C,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pacity retentions after 30 cycles are 88.5% and 92.4%, respectively. 

Keywords:lithium batteries; titanium compounds; nickel compounds; manganese compounds; oxides;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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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Ni-Mo-P Coating Electrodeposition under Stabilized 

Magnetic Field and its Hydrogen Evolution Activity 

●Jiangxue Han1, Yingxiang Bian2, Xin Su 3, Jibao Liu 4 Bailin Wang5, Tianquan Peng6 ,  

Abstrac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parallel and vertical magnetic field, which range from 0T to 1.0T, the 

effects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in electrodepositon process to prepare Ni-Mo-P coating on its 

micro-morphology, alloying component,    crystal structure and hydrogen evolution activity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face of Ni-Mo-P coating obtained was smooth with less 

ball cellular depositions under an external vertical magnetic field. The coating showed more ball 

cellular dsepositions, and the number of which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under an external parallel magnetic field. The content of Mo increased 

slightly and the plating structure has switched from transition state into the amorphous state with 

applied magnetic field.  Ni-Mo-P coating obtained with parallel magnetic field had the highest 

hydrogen evolution activity, while the hydrogen evolution activity decreased under Vertical magnetic 

field. 

Keywords：Stabilized magnetic field, Ni-Mo-P alloy, Electrodeposition, Hydrogen evolution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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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recrystallization texture in rolled (Fe81Ga19)99B1 Sheet 

●Zhenghua He 1,a, Diyao Su 1,b, Yuhui Sha 1,c*, Fang Zhang 1,d and Liang Zuo 1,e 

Abstract : The recrystallization texture in a rolled polycrystalline (Fe81Ga19)99B1 alloy sheet was investigated using 

X-ray and EBSD (Electron backscattering diffraction) methods. The η fiber (<001>//RD) with 

dominant Goss ({110}<001>) component was successfully obtained through sheet thickness after 

primary recrystallization. Goss remains the dominant texture component during further grain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Gos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pecific rolling induced favorable shear band 

morphology and deformation texture. The results provide a prospective route for the efficient 

recrystallization texture optimization and economical production of Fe-Ga sheets. 

Keywords: Fe-Ga; Cold rolling; Texture; Recrystal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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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ometry Method for WSN Self-localization with UAV Based on 

RSSI Distance Measurement 

●Zeyu Wang, Yunzhou Zhang*, Xiaohua Zhang, Honglei Liu 

Abstract： The present method for WSN self-localization needs so many anchor nodes that it leads to lots of 

problems such as waste of resources, bad localization accuracy and low localization coverage rate. A 

new method for WSN self-localization with UAV based on RSSI measuremen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UAV’s flight path is also planned and signal transmitting mechanism of wireless sensor nodes 

is designed with an ingenious idea.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lower the cost of WSN building by 

reducing the need of anchor nodes. Furthermore, it can localize the WSN with excellent accuracy and 

high coverage-rate with small energy consumption. 

Key wor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UAV; RSSI measurement; Localization accuracy; Localization covera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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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Edge Based Coverage Hole Detection Algorithm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Xiaohua Zhang, Yunzhou Zhang*, Zeyu Wang, Honglei Liu 

Abstract:  With the knowledge of locations of each node in randomly deploy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the 

detection of  

coverage holes is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 An improved hole detec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Boolean sensing model. The algorithm screens out hole-boundary nodes by Voronoi Diagram. In 

order to achiev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coverage holes, we introduce a new method called Virtual 

Edge to calculate boundary nodes. The simulation shows that compared to such popular hole detection 

methods as Voronoi Diagram algorithm and Simplicial Complex algorithm, the algorithm proposed can 

get more accurate location, shape and area information of coverage holes. 

Keywords: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overage hole detection; voronoi diagram; virtual edge; hole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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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verage Hole Detection Method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ith 

Energy Efficiency 

●Xiaohua Zhang, Yunzhou Zhang, Zeyu Wang, Honglei Liu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energy problem during the coverage hole detection process, the paper presents a new 

coverage hole detection method with energy efficiency (HDEE) for the randomly deploy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ith the knowledge of locations of each node. By calculating the life expectancy of 

working nodes and making a compromise between network repair cost and energy waste, working 

nodes with short lifetime are screened out. After that,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joint coverage 

probability an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coverage hole, the locations of coverage holes can be 

detect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s that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coverage hole detection 

algorithm with no consideration of energy problem, our method can maintain the coverage quality of 

repaired WSN, prolonging the working life of WSN. 

Keywords: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Hole Detection; Energy Efficiency; Probabilistic Sensing Model; Repair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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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of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for Parking and Taking Car 

about the Vertical Circulation Type Stereo Garage 

●Shu Li,Hongru Li,Xiaobo Zhang,Mengfan Ji 

Abstract:   The vertical circulation type stereo garage has some advantages such as its simple construction, low 

cost, easy combination and less ground occupation. Regarding the problem of parking and taking car 

in the vertical circulation type stereo garage, the paper studies the queue system in the garage through 

a queue theory,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for parking and driv-ing is 

obtained.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 proved that, the whole vertical circula-tion garage by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stated in this paper has some advantages such as average short time for parking 

and taking car one time, high efficiency for average service rate. 

Keywords: vertical and circulation type stereo garage; parking and taking a car;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queu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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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roved Chaotic Ant Colony Algorithm 

●Hongru Li , Shuzhuo Wang, Mengfan Ji 

Abstract:   Ant colony algorithm is a rising intelligent algorithm in recent years,which performs well in solving 

large-scale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problem.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nt colony algorithm,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the basic ant colony algorithm, we 

present a chaotic ant swarm algorithm with strategy of return-trip optimization and elitist strategy. At 

first, make the basic ant colony algorithm into chaos initialization. When getting the mathematical 

solution, put into chaos interference factor to prevent from getting into the local minimum. 

Furthermore bring two improvement projects: strategy of return-trip optimization and elitist strategy 

into the ant colony algorith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solu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roved chaotic ant colony algorithm is a good solution to the shortages of the basic ant 

colony algorithm.  

Keywords: Ant Colony Algorithm; Chaotic Ant Swarm; Strategy of Returntrip Optimization; Elitis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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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tics of Image Segment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Humanoid 

Robot NAO 

●Shuying Zhao1, Shancheng Jiang1, Ying Liu1, Haichao Feng1 and Weiqian Tao1 

Abstract:As is known, image segment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computer 

vision and intelligent robot, especially for the humanoid robot. Nowadays, a great number of methods 

are proposed to do the  segment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color information and shape 

inform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m are lack of accuracy or fastness, which can not meet the nee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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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poCup-an international robotics football competition-and other practical needs. So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new methods to improve them. First, pre-processing before image identification 

is needed. Then, based on YUV color space, the author proposes a simple way to set the data of 

different thresholds. After that, in order to raise the accuracy of the identification, a new algorithm is 

put forward to eliminate interference points. Finally, for more complicated tasks,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border lines and field lines, another method based on the scan lines is applied and 

performs well.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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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ing Shutter Image Compensation Based on Humanoid Robot 

NAO 

●Shuying Zhao1, Longwei Jiang1, Ying Liu1, Shancheng Jiang1, Haichao Feng1 . Weiqian Tao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RoboCup Standard Platform League (NAO) Rule Book, the author did 

some experiments to finish the League’s tasks based on the humanoid robot NAO. The image captured 

by a moving camera will have a distortion which is affected by the so called “rolling shutter”. The 

rolling shutter means that not all scanlines are exposed over the same time interval.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model of rolling shutter of cameras and principle of capturing images. Then corrections to image 

distortion found on the NAO robots is described. At last the cases of reversing the effects of a rolling 

shutter on the images taken by the robot’s moving camera are presented. This approach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hape recognition and the accuracy of Tilt rate.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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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Method for Automated Segmentation of Airway Tree 

●Wenjun Tan1, Jinzhu Yang1, Dazhe Zhao1, Shuang Ma2，Li Qu2， Jinchi Wang2 

Abtract：  Accurate and automatic segmentation of airway tree from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MSCT) 

chest scan is an essential step for automatic computer aided diagnosing pulmonary diseases, including 

pulmonary emboli, pulmonary function and nodules detection. Due to the low contrast between 

airway walls and lung tissue on CT values, providing an accurate and in-vivo segmentation 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of 3D anatomical tree structures from MSCT chest scan is a challenging issue for 

computer vision in medical imaging. In this paper a new-fully automated approach to segmentation 

airway tree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3D seed point is extracted using the adaptive threshold algorithm 

in the first slice image, which the bronchi is demonstrated in the image. Secondly, the segmentation 

main bronchi with 3D region growing from the seed point and detection leaking into the lung 

parenchyma with compu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volume are simultaneous computed. Thirdly, the 

probable leaking points are selected using simulating 3D region growing based on parallel computing 

when the leakage is detected. Finally, the segmentation bronchi is recycled with the selected seed 

points until up to the stopping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provides an 

automatic and efficient method to extract airway tree. 

Key Words: Airway tree segmentation, region growing, parallel computing, MSCT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56 

项目成员：曲丽（计算机 09）、马双（计算机 09）、王金池（计算机 09） 

指导教师：杨金柱 

项目名称：基于高精度气管树自动分割的气管病变定量分析 

本文发表在 CCDC，并被 SCI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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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ure Segmentation Based on YCb’Cr’ Color Space Ellipse Fitting 

Skin Color Modeling 

●Wenjun Tan1，Gaoyang Dai2，Han Su2， Ziyi Feng2 

Abtract：  Color feature is zooming, rotation, affine and deformation good invariance. At present, the color 

models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extensiv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but not effective for specific 

imaging equipments.  According to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esents a YCb'Cr' space ellipse f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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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skin modeling method based on the specific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lor distribution, 

and use it for the gesture segmentation.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has good accuracy, 

eliminating some of the color dependence of the brightness, and has better versatility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for some specific imaging equipment. 

Key Words: Skin color model, Gesture segmentation, Ellipse fitting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58 

项目成员：于雅雯（通信工程 08）、戴高阳（计算机 09）、宿涵（自动化 10） 

指导教师：覃文军 

项目名称：基于视觉信息的仿人导盲机器人系统研究 

本文发表在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已被 EI检索 

 

 

 

 

Target Recogni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Platform 

Humanoid Robot 

●Shuying Zhao1  Xiaotao Wang1  Han Su1  Gaoyang Dai2  Ziyi Feng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Chinese robot competition and Robocup open standard platform league 

competition, The problem of the target recognition and localization with the Nao robot need to be 

solved. Through setting white balance of the robot’s vision sensor, The images are processed and 

threshold’s segmentation is got. Then the outline of the target can be got and the centroid is calculated. 

Thus the position of the target is located by structuring the geometric relation model between robot and 

targets. 

Key words:Robocup , Nao robot, threshold, outline, recognition and localization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58 

项目成员：于雅雯（通信工程 08）、戴高阳（计算机 09）、宿涵（自动化 10） 

指导教师：覃文军 

项目名称：基于视觉信息的仿人导盲机器人系统研究 

本文发表在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已被 E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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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Optimization of Controller Parameters based on Power 

Electronics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Platform 

●Cui Lei, Wang Jinjin, Liu Gang, Wu Jianhua , Wang Ruiyang, Yang Bingb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a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platform for power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 to make 

it easier to design and debug the control algorithm and parameters. The control algorithm is built up 

using MATLAB/Simulink, and the PC is connected to the actual power electronic circuit. This design 

realizes online comparison control algorithm and automatic debugging of the controller parameter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has also developed an online optimization function of the controller 

parameters to ensure a reasonable transient respons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practic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xperimental platform. The control strategy is modified flexibly 

and it is suitable for teaching experiment and engineering debug. 

Key Words:power electronic systems,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Nelder-Mead simplex method, online automatic 

optimization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59 

项目成员：崔雷（自动化 08）、杨兵兵（自动化 09）、王睿阳（自动化 09） 

指导教师：吴建华 

项目名称：电力电子控制系统半实物仿真实验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本文发表在 The 24th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CCDC) 

A K-means Clustering Based Algorithm for Shill Bidding Recognition 

in OnlineAuction 

●Bin Lei1, Huichao Zhang1, Huiyu Chen1, Lili Liu1, Dingwei Wang1 

Abstract:  A new method based on k-means clustering is proposed for the shill bidding detection in online 

auction.Through analyzing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buyers, the proposed method extracts and 

quantifies fourcharacteristics for every buyer, that is to say each buyer will be represented by a vector 

of four elements. Then all buyers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e., shill bidding buyers and general 

buyers by the proposed k-means clustering basedalgorithm. An example that collects actual data of an 

online auction from one online store and then analyzes the data withSPSS is given to show that two 

types of buyers differ significantly on 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illustrate thatthis new 

method is effective and suitable to be generally used. 

Key Words:Online auction, Shill bidding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 extraction, K-means clustering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63 

项目成员：雷斌（计算机 08）、张慧超（计算机 08）、邓泽群（控制 09） 

指导教师：汪定伟 

项目名称：面向网络拍卖实验过程的竞拍者欺诈识别研究 

本文发表在 CCDC2012，并被 E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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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a Novel Coaxial Magnetic Gear  

●Yongkui Man1, a, Shuo Zhang 1, b, Yisheng Zhang1, cWensheng Hao 1, d, Junfeng Zhang1,e, and Hua Li1,f.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chanical gear, permanent magnetic gear has some unique advantages, 

such as high efficiency, noise free, zero friction, and overload protection and so on. However, its 

applications are always constrained due to its unstable or not smooth torque produced by this kind of 

magnetic gear.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magnetic gear,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oaxial magnetic 

gear with a double-layer structure composition, which could provide the higher and stable or smooth 

torque. 

Keywords: magnetic gear, double-layer.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67 

项目成员：郝文升（电气 08）、张硕（自动化 09）、张峻峰（自动化 09） 

指导教师：满永奎 

项目名称：具有外转子型磁阻式永磁齿轮的研究 

本文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A kind of spatial angular magnetic gear transmission 

●Yongkui Man1, a, Junfeng Zhang1, b, Yisheng Zhang1, cShuo Zhang1, d, Wensheng Hao1,e, and Hua Li1,f. 

Abstract.  Gear exciting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modern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s. But when the 

requirements of angular gear transmission are need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mechanical and 

magnetic gear transmission are even more obvious. The traditional mechanical gear boxes have the 

construction of direct mechanical contact, whose disadvantages are low efficiency, noisy, apt to 

lubricate, easy to produce vibrations to be damaged and so on. And the existing magnetic gear is 

coaxial which can’t meet the need of angular transmission.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kind of 

spatial angular magnetic gear, which has no direct mechanical contact between the driven axis and load 

axis, is proposed. Besides, the principle of the gear ratio is introduced and a concrete magnetic gear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nge of the angle of this magnetic gear can be very large. 

Keyword: Angular transmission; Non-contact; Magnetic gear; Gear ratio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67 

项目成员：郝文升（电气 08）、张硕（自动化 09）、张峻峰（自动化 09） 

指导教师：满永奎 

项目名称：具有外转子型磁阻式永磁齿轮的研究 

本文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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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alysis of a Novel Magnetic Gear 

●Yongkui Man1, a, Wensheng Hao1, b, Yisheng Zhang1, cShuo Zhang1, d, Junfeng Zhang1,e, and Hua Li1,f. 

Abstract.  Compared with mechanical gear, permanent magnetic gear has unique advantages which are high 

efficiency, noise free, zero friction, vibrationless, overload protection, etc.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novel coaxial magnetic gear with high speed radio and analyzed the efficient performance including 

peak torque, starting, braking, and no-loading procedures on the basis of calculating in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nsoft. The results prove that the novel magnetic gear is reasonable and efficient. 

Keywords: magnetic gear，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orque density， simulation.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67 

项目成员：郝文升（电气 08）、张硕（自动化 09）、张峻峰（自动化 09） 

指导教师：满永奎 

项目名称：具有外转子型磁阻式永磁齿轮的研究 

本文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eak Photoelectric Signal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LabVIEW  

●Lin Xu1, Xiaochen Zhu1, Chaoli Wang2, Hailong Xu3. 

abstract：Th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of Weak photoelectric signal acquisi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normal 

problems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This paper takes solar energy automatic tracking system as 

background, based on four quadrant photoelectric sensor. The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weak 

photoelectric signal acquisition system, and has a deep analysis and a research on some key links, such 

as the weak photoelectric signal acquisition, the conversion circuit and the preamplifier circuit. It 

designs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circuit through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o achieve data transfer , 

and establishes the man-machine interface based on the LabVIEW. The results of the actual system 

operation  show that the designed of the weak  photoelectric signal collection, fully describes the 

function of automatic tracking of the solar energy. The technology is extensibility. It has a broad 

prospect of application. 

Keywords: weak photoelectric signal, solar energy automatic tracking system, signal acquisition system , 

LabVIEW.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69 

项目成员：管聪（自动化 09）、朱笑晨（自动化 09）、方嘉琨（自动化 10） 

指导教师：徐林 

项目名称：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智能家电管家设计与实现 

本文发表在“计算机科学与服务体系国际会议”，并已被 SCI、E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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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Algorithm Based on Gaussian Mixture Background Model 

●Wei Wang, Xinyuan Yang  College of Software 

Abstract： Aimed at the disadvantage that Gaussian mixture background model i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sudden 

light change, this paper present an improved algorithm based on Gaussian background model. By 

adding tow steps which are light judgment and background update into the algorithm, the algorithm 

can eliminate the affects of sudden light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lgorithm can extract the 

actual background in sudden light change environment. 

Keywords：background modeling; Gaussian mixture background model; sudden light change; 

2012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170 

项目成员：王晨辉（软件 09）、陆嘉伟（软件 09）、王鑫（软件 10） 

指导教师：朱志良 

项目名称：Easy Campus 

本文发表在 IEEE国际会议，已被 EI检索 

 

 

Colloids Synthesis of Nano -TiO2 from Novel self-heating 

Peroxotitanate Complex Solution 

●Zhenyu Li,Zhongyin Xing,Zhenyang Zhao,li Zhang,Ting Sun 

Abstract:  A kind of simple, rapid, speed controllable PTA gel synthesis proces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nano- 

TiO2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Hydrogen peroxide with proper amount of TBOT on complex, 

formed a titanium oxygen acid solutions. This solution at room temperature turned into gel by heat- 

releasing rapidly with no need to ageing or heat treatment. Gelling speed could be controlled 

additionally. 

Keywords:Titanium dioxide, hydrogen peroxide, PTA,,solution ,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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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本科生申请专利一览表 

序

号 
类型 名称 发明人（按照顺序） 所属学院 申请日期 

1 发明专利 
一种熔盐电解精炼工业硅制备硅

纳米线方法 
东北大学 材冶学院 2012.3.16 

2 发明专利 
变角度空间块体滑落模型试验平

台及其使用方法 
王述红，汪江，饶文杰，倪勇 资土学院 2012.3 

3 实用新型 
变角度空间块体滑落模型试验平

台 

汪江，王述红，张恒，饶文杰，

倪勇 
资土学院 2012.2.29 

4 发明专利 
一种生物浸出液的铁矾微晶除铁

方法 

陈国宝、郭瑞鹏、杨洪英、王

舲帆、王海、李海军、佟琳琳 
理学院 2012.4.2 

5 发明专利 
一种结合能量有效性的传感器网

络覆盖空洞检测方法 

张云洲，张校华，王泽宇，刘

红蕾 
信息学院 2012.5.1 

6 发明专利 一种铝钪合金的制备方法 
刘奎仁，唐冲冲，常化强，包

晓刚，刘贵清 
材冶学院 2012.5.2 

7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记忆合金驱动的仿蝗虫

弹跳机器人 
袁忠秋、邓迅、刘涛、史李春 机械学院 2012.2.24 

8 发明专利 
一种高效短流程纳米二氧化钛制

备方法 

李振宇、邢忠银、赵振洋、孙

挺 
材冶学院 2012.4.28 

9 实用新型 数据采集综合显示仪表 白景冰，马超，刘明达 信息学院 2012.5.4 

10 实用新型 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防护罩 侯雪艳,吴隽稚,王紫瑄 机械学院 2011.6.24 

11 发明专利 
一种双轴互补光线跟踪的太阳能

热水器 

李建昌；苏天一；侯雪艳；吴

隽稚；梁笑阳；王紫瑄 
机械学院 2012.1.16 

12 发明专利 
一种 Ru-Li共掺杂氧化镍薄膜的

制备方法 
侯雪艳,王玉磊 机械学院 2012.5.10 

13 发明专利 
一种碳纳米管增强镁基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 

刘越 晋冬艳 田家龙 赵群 王

誉 
材冶学院 2012.5.15 

14 
软件著作

权 
线性代数在线学习系统 孙艳蕊 秦宏超 宋叔尼 理学院 2012.04 

15 
软件著作

权 
线性代数单元测试系统 孙艳蕊 秦宏超 宋叔尼 理学院 2012.04 

16 实用新型 智能沙盘 沙毅 隋金坪 侯淇彬 王志远 信息学院 2011.10.15 

17 发明专利 
一种时变动态网络中端到端流量

的重构方法 
蒋定德，袁珍，姚成等 信息学院 2012.4.12 

18 发明专利 
一种动态环境下网络流量异常的

多尺度侦测方法 
蒋定德，姚成，袁珍等 信息学院 2012.4.25 

19 发明专利 
一种网络异常流量的时频域快速

侦测方法 
蒋定德，姚成，袁珍等 信息学院 2012.5.9 

20 发明专利 一种下棋机器人 
丛德宏，常皓，徐成禄，刘克

旭 
信息学院 2012.5.31 

21 实用新型 
一种风光水互补发电装置及控制

方法 

孙秋野，张化光、黄佑钟、李

鸿儒、张晨、曹志强、杨珺、

马大中、刘振伟 

信息学院 201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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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

号 
类型 名称 发明人（按照顺序） 所属学院 申请日期 

22 实用新型 
一种三相不平衡负荷自动调补的实验

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孙秋野、张化光、周建国、刘鑫

蕊、杨珺、马大中、刘振伟、黄

佑钟、张晨、曹志强 

信息学院 2011.8.1 

23 发明专利 旋转到直线传动的永磁齿轮传动装置 满永奎 郝文升 张益盛 信息学院 2012.4.20 

24 实用新型 一种便携式回收箱 王宇冬 资土学院 2011.11.21 

25 实用新型 建筑物保温墙体 王宇冬 资土学院 2011.11.26 

26 发明专利 
一种便携式多功能户外运动关节发电

装置 

丛德宏；皮俊宽；洪旭东；温嘉

旺；李倩 
信息学院 2012.5.25 

27 发明专利 一种互动教学系统及方法 
于瑞云；张豫辉；吕成；魏超；

汤允豪；张翔宇 
软件学院 2012.6.21 

28 发明专利 一种磁性传动轮 
满永奎；张硕；张益盛；郝文升；

张俊峰；李华 
信息学院 2012.6.21 

29 发明专利 
电力电子控制系统实验装置及 

实验方法 

吴建华；崔雷；刘刚；王睿阳；

杨兵兵；田川 
信息学院 2012.8.29 

30 发明专利 
用于评估岩石损伤的双弯曲元超声波

传感试验装置及方法 

张希巍；冯夏庭；徐帅；孔瑞；

赵永川 
材冶学院 2012.9.18 

31 实用新型 一种多驱动三轴联动抓取式停车库 

刘景亮；安雄；李晟泽；朱云鹏；

程凡强；陈述平；段一冰；刘万

启；马明旭 

机械学院 2012.9.29 

32 发明专利 一种机械式制动能量回收自行车 
马明旭；霍晓佩；刘公雨；谢中

淮；陈述平；王志宝；卢海超 
机械学院 2012.10.23 

33 发明专利 
基于组态的励磁发电储能控制装置及

方法 

杨东升；张勇；张化光；孙秋野；

曾俊彦；李广地；赵琰；王迎春；

罗艳红；王智良；冯健 

信息学院 2012.11.7 

34 实用新型 24 小时自助还书装置 杨健；何雪浤；张俊峰；孙绍先 机械学院 2012.11.27 

35 发明专利 24小时自助还书装置及方法 杨健；何雪浤；张俊峰；孙绍先 机械学院 2012.11.27 

36 发明专利 一种可调多功能流通试验槽平台 

王述红；昝世明；王存根；樊赟

赟；倪勇；黄立夫；王一然； 

高轩麟 

资土学院 2012.11.26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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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重要学生科技竞赛获奖数量统计表 

序

号 
竞赛名称 

获得奖项等级 

全国

特等

奖 

全国

一等

奖 

全国

二等

奖 

全国

三等

奖 

全国优

胜奖 

省特

等奖 

省一

等奖 

省二

等奖 

省三

等奖 

省优

秀奖 

1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1 1       2 1     

2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 8       10 8 17   

3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3 5 6 7 

4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

专题邀请赛 
  1 1               

5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1         4 5 8   

6 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14 18   17           

7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1   2   6 4 10 10   

8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3             

9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1 5     11 5 2   

10 CCTV 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       八强             

11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

科技竞赛 
      1             

12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2 1     7 9     

13 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赛                   1 

14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仿真设计竞赛     1 1             

15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3 6 22 44             

16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1           2   

17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信息安全技术

专题邀请赛 
      1             

18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

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8 4               

19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1 1     8 10 21   

20 中国机器博弈锦标赛   2 1               

21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6 4 18             

22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竞赛               1 4 2 

23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口语

大赛       
      3 6 4   

24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机器

人擂台赛 
                3   

25 
“三菱电机自动化杯”大学生自动

化大赛暨自动化系统应用竞赛 
  2 1 1             

26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模拟电

路邀请赛 
    1               



                                                                               |||素质教育成果展示| 125 

续表一 

序

号 
竞赛名称 

获得奖项等级 

全国

特等

奖 

全国

一等

奖 

全国

二等

奖 

全国

三等

奖 

全国优

胜奖 

省特

等奖 

省一

等奖 

省二

等奖 

省三

等奖 

省优

秀奖 

27 

第 26 届全国高校采矿工程专业

学术年会暨第2届全国高校采矿

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赛 

  1 1               

28 
“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课程

作业评优 
      2 1           

29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1 1 7             

30 
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工业自

动化挑战赛 
  1           2     

31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

新应用大赛 
  2 1       2     1 

32 
辽宁省本科大学生工业设计竞

赛 
              2 1   

33 全国大学生口译竞赛               1 2 1 

34 中国高等学校艺术设计大赛   2 4 3 15           

  合计 3 51 74 91 33 6 54 65 80 12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学生获奖情况列表 

序

号 
比赛项目 奖项 获奖学生 比赛时间 组织单位 

1 

辽宁省首届

大学生创业

计划大赛 

三等奖 
东大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魏佳旭、赵

成岩、胡钟文、国镇疆、康宇婷  ） 

2012.6 

辽宁省大学

生就业指导

局 

创业团

队优秀

奖 

东尚网业有限公司（东北大学） 

泊安智远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大

学） 

弘远阻燃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大学） 

2 

2012中国大

学生就业模

拟大赛 

一等奖 工商管理学院 黄素娜 2012.11 

全国博弈论

与实验经济

学研究会和

北京信息科

技大学联合

主办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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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教育课题和教改项目统计列表 

序号 学校名称 课题/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项目来源 时间 

1 东北大学 
助困体系与贫困大

学生成才研究 
刘青瑞 10000 元 学校 

2012 年 5 月～

2013 年 5 月 

2 东北大学 

高校发展适应性心

理咨询模式的实证

研究 

陈阳 1000 元 

辽宁省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项

目（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专

项）立项课题 

2011 年~2012

年度 

3 东北大学 
大学生学习积极性

调动机制研究 
陈阳 无 

沈阳市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专项研究课题 

2011 年~2012

年度 

4 东北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中的创新素质培

养的研究 

程美华 1000 元 

辽宁省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项

目（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专

项）立项课题 

2011 年~2012

年度 

5 东北大学 

大学生信仰教育视

阈下的青马工程深

化与创新研究立项

申请书 

张玉宝 10000 元 团中央 2012 年 12 月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团委供稿） 

 

 

 

文化素质教育研究成果统计列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负责人 出版社/期刊 时间 

1 东北大学 
英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援助服务体系研究 
刘青瑞 东北大学学报 2012 年 3 月 

2 东北大学 
浅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

创新人才培养 
程美华 东北大学学报 2012 年 1 月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第五部分 图片新闻 

                                               

2012 年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年会暨高层论坛在西安召开 

我校获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传承雷锋精神 引领青年成长 

——东北大学积极开展大学生道德建设 

东北大学在辽宁省第九届国际标准舞大赛中取得佳绩 

“炫舞青春”第十一届校园交谊舞大赛成功举办 

校团委开展“能力拓展我先行”能力拓展模式创意比赛 

校团委开展“智勇双全——大学生能力素质拓展挑战赛” 

共同关注十八大胜利召开 积极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我校组织师生观看十八大开幕式实况 

第十一届辽宁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在我校举行 

辽宁省首届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在我校举行 

我校举行第五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成果展 

科技放飞梦想  挑战成就未来 

——东北大学 2012 年度学生科技创新工作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我校摘银 

创业激情溢彩华  白山黑水谱新章 

——东北大学在“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摘金 

东北大学在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中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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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年会暨高层论坛在西安召开 
 
2012 年 11 月 8 日～10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

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 2012

年会暨高层论坛。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学习胡

锦涛在清华百年校庆的讲话精神，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大会及论坛主题为：素质教育与大学精神。教

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教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中

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

大成、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中国高教学会秘书长

范文曜、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郭立宏等领导以及西

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

义遒、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等专家出席了

大会开幕式，来自美国、香港、台湾和大陆等地的

百余所高校的书记、校长、专家、学者和境外嘉宾

参加了会议。 

大会对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获

奖者进行了表彰，并给多年来为素质教育工作做出

突出贡献的教育家周远清、杨叔子、张岂之、王义

遒、胡显章等老先生颁发了开拓贡献奖。 
部分与会的专家、学者和代表们在会上主要围

绕大学精神对素质教育的引领作用、素质教育与大

学文化传承创新、大学素质教育机制及队伍建设、

素质教育通选课程体系、素质教育的方式方法研

究、专业教育中如何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等话题作了

发言或专题报告。大会通过主题报告、分论坛研讨

和中外交流工作坊等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和经验分享。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先生作了

题目为《文化的教育和教育的文化》的报告。周远

清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大文化、中国文化、微观

文化。他认为大学是文化实践、文化创新和文化传

承的机构，大学的三个功能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

科学研究。中国教育要有适合中国的文化模式，要

形成自己特色的教育。中国应发扬深厚悠久的文化

传统，学习国外优秀文化，形成和谐文化。文化育

人要提高大学的文化自觉和素质教育自觉，提高学

校的文化品位、教师素养、学生素质，优秀的文化

寓于教育之中。周远清以南开大学为例，阐述了南

开大学多年来开展物理文化、化学文化、数学文化、

生物文化等学科文化教育，从专业教育学科中挖掘

文化，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推进素质教育。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作了题目为《大学精

神与文化育人》的报告。张岂之讲到，大学文化育

人有丰富内涵，要与时俱进、不断增加内容，要充

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和网络优势，要相互交流、

学习和讨论，文化育人才能不断开花结果。 

北大原常务副校长、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顾

问王义遒在报告《论大学精神形成演变的逻辑之道

—大学精神之我见》中指出大学的史命是文化传承

和发扬创新。大学素质教育要以人为核心，大学精

神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

理事长郭大成作了题为《彰显大学精神、引领全面

育人》的报告。郭大成提出全面育人和全员育人理

念。要弘扬爱国精神、完善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

成为具有高远的理想、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要倡

导创新精神，加强实践环节，引导学生成为敢于创

新、富有创造力的人；要秉承科学精神，鼓励科学

探索，引导学生成为脚踏实地追求真理的人；要突

出人本精神，强化体育美育，引导学生成为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人。 

西安交通大学宫辉书记作的报告题目为《西安

交通大学本科生书院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对中国

古代书院和西安交大实行书院制的历史进程作了

阐述和回顾。宫辉书记谈到实行书院制的好处在于

为学生制造温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师生间的

相互了解和交流，弘扬大学精神。书院是学生社区

的新形式，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大学的书院制促进

了师生共处、知行兼修、以及不同专业的文化沟通。 

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作了题目为《构建大学素

质教育“三位一体”的模式》的报告。通识教育的

三位一体即：文化育人、科研育人和实践育人。其

中，“文化育人”以通识教育课程为主要抓手，建

设具有学校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打造学校精

品课程，形成高水平的国家精品开放课程；“科研

育人”以高端前沿的学术讲座和创新实践项目为第

二课堂，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和专题报告，开展大

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实践育人”以实习实践作为

第三空间，建设综合性实习基地，搭建广阔的实践

舞台，倡导彰显个性的文化氛围。多年来，西北大

学尝试构建大学素质教育的“三位一体”模式，在

课程教学特别是通识课程教学中贯彻素质教育，在

科研训练中渗透素质教育，在实习实践过程中践行

素质教育，将文化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统一

起来，实现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科研与教学、理

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为塑造知行合一、灵肉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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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高素质大学生进行探索。 
    台湾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黄藿教授所
作的报告题目为《台湾通识课程的教学创新—以中

大伦理学教学为例》。他讲述了台湾近年来通识教

育的改革与通识教学的创新、伦理学的课程设计与

规划、行动导向的伦理学教学与学习、伦理学教学

的学生回馈与反思和通识(素质)教育未来发展的

趋势。台湾通识教育改革的特色可以概括为机构健

全、管理科学、制度完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校普遍设置通识教育专责单位，除「通识教育

中心」外，还有「全人教育中心」、「通识学部」、「博

雅学部」、「通识教育学院」等。2.对通识课程及核

心通识课程进行全盘规划和检讨，同时各校设置课

程委员会，对通识课程大纲进行审查。3.为确保通

识课程改革绩效，各校开始设置通识课程教学助理

(TA)制度，协助通识教师作教学的改进。4.透过通

识教学研讨会、通识教学研习营，以及通识教师工

作坊等活动，推广优质教学方法与经验。5.教学网

络科技融入通识教学中，使用在线教学平台，强化

并整合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引进学习科技产

品，加强师生互动，大幅提升学生学习成效。结论：

台湾通识教学创新的经验可资大陆借鉴。台湾与大

陆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同属中华文化圈，同文同

种，在教育方面的规划与做法是可以相互参照学习

的，台湾高校在通识教育方面改革的成效以及在通

识课程方面教学的创新这几年有显著成效，可供大

陆高校借鉴。（教务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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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在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评比中，

我校素质教育改革试验项目“以基地建设为主渠道

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获得试验成果

类二等奖。 

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评选由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主办，旨在贯彻教

育规划纲要，调动高等教育界在大学素质教育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的积极性，深入推进大学素质

教育工作。此次评选工作收到申报项目共计 96 项，

评选出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17 项，

二等奖 28 项，三等奖 26 项。（教务处供稿）

 
 

  

 
 

传承雷锋精神 引领青年成长 

——东北大学积极开展大学生道德建设 

 
东北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针对大学生

的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

地之一，学校围绕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高层

次的综合性人才开展了一系列的素质教育实践活

动。在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知识面广、

视野开阔等素质的同时，我校更注重大学生的思想

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优秀大学

生。 

    2012 年 3 月 9 日下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共同组织的“全国道德

模范高校巡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在我校

汉卿会堂蔡冠深报告厅举行。全国道德模范郭明

义、王文珍、文建明等用精彩的演讲与我校师生代

表 500 余人分享了他们践行道德规范的心得体会。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辽宁省委宣传部部

长张江、中央文明办协调组副巡视员张健萍、教育

部思政司副司长迟刚毅、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

杨松、我校校长丁烈云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大会

由我校党委副书记熊晓梅主持。 

    王世明首先就举办这次全国道德模范高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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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意义作了精彩的阐述。他指出，这次巡讲是为

了让同学们更好地走向成功。成功需要道德的辅

助，没有道德做基础的成功是短暂的。只有胸怀大

德，才能为同学们更美好的未来奠定基础，才能辅

助同学们走得更远。 

    丁烈云在致辞中指出，我校长期以来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将

大学生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融入到学校教育的各

个环节，取得了显著成绩。此次全国道德模范高校

巡讲活动在我校举行，为全校师生全面了解、深入

学习全国道德模范事迹提供了良好机会。我校要把

学习全国道德模范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引领广大青年学生传承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

扬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

砥砺品格，矢志报国，努力成为推动中国新型工业

化建设进程的精英人才。  

    在观看了介绍道德模范的事迹短片后，文建

明、王文珍、郭明义等三位道德模范分别登台为在

场的师生作了题为《永远把老百姓装在心中》、《用

爱心高擎生命之光》、《一辈子当“雷锋传人”》的

演讲。朴实的语言，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精彩的

演讲不时被师生们阵阵热烈地掌声所打断。 

    中荷学院教师王帅在聆听了文建明30年来“扎

根基层、造福一方”的事迹后，深受感动，她说：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要学习文书记开拓创新、

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创新

工作方法，敢于正视困难，善于化解矛盾。” 

    2008 级本科生庄林林说：“今天，我们找到了

榜样，我们知道，好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平凡的

人一样可以成为道德的伟人！” 

整场报告如春风化雨，将道德的温暖阳光洒进

东大学子的心房。报告后，我校师生反响强烈，纷

纷表示爱国爱校是东北大学的优良传统，无私奉

献、感恩社会是当代大学生的神圣使命。我校师生

一定要紧紧跟在道德模范擎起的道德大旗之下，传

承道德模范精神，立志报效祖国。 

在全国道德模范高校巡讲活动首场报告会结

束之后，东北大学为更好的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宗旨深入进行了大学生的思

想道德教育，发掘同学们身边的道德模范和典型事

迹，开展了东北大学首届大学生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评选出 7名学生道德模范，集中展示我校学生

良好的道德风貌，激励广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荣辱观，弘扬健康文明的校园新风尚，为学生全面

成长提供精神助力。（学生处供稿） 

 

 

东北大学在辽宁省第九届国际标准舞大赛中取得佳绩 
 

5月 1 日，辽宁省第九届国际标准舞大赛在辽

宁省青年宫拉开帷幕。本次比赛由辽宁省企业文化

联合会主办。 

本次舞蹈盛会吸引了大量的标准舞爱好者前

来参加。东北大学国标舞团团长姜龙带队、选派 12

组选手参加了摩登新星组别的比赛，舞种为华尔兹

和探戈。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东大学子在舞池中翩

翩起舞，尽情发挥。笔挺的姿态，轻盈的舞步，自

信的微笑无不散发着作为大学生应有的朝气与活

力。激烈的比赛充斥着轻松愉快的气息，观众也深

深被大家所折服，呐喊助威声亦是此起彼伏。经过

激烈的角逐，东北大学代表队选手凭借精湛的舞技

包揽了摩登新星组别中的前六名，东北大学荣获大

赛优秀团队奖。（教务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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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舞青春”第十一届校园交谊舞大赛成功举办 
 

2012年12月10日, “炫舞青春”——东北大

学第十一届交谊舞大赛于大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

厅成功举办。本次大赛由东北大学教务处、共青团

东北大学委员会主办，文化艺术中心国际标准舞团

承办。 

国标舞团作为我校唯一的体育舞蹈社团，自

2001年成立起，始终坚持以传播和推广体育舞蹈文

化，培养同学们兴趣爱好和美学情操为宗旨；通过

选修课、课外培训、比赛多种方式全面提升同学们

的舞蹈技巧和综合素质，不仅丰富了校园的文化，

而且提高了同学的艺术修养。国标舞团举办的一年

一度的“交谊舞大赛”作为国标舞团的品牌活动项

目，多年来一直深受我校师生的关注和好评。本届

“炫舞青春”交谊舞大赛历时一个月之久，历经初、

复、决赛三个环节的角逐，共设华尔兹、探戈、维

也纳华尔兹、慢三（普通）、慢三（业余）、帕斯

（普通）、帕斯（业余）七个组别，参赛选手涉及

学校所有学院，横跨大一到研二各个年级，共51对

选手将近110人参加了本次比赛，参赛人数创历年

新高。其规模之大、反响之广在历届交谊舞大赛中

尚属首次。（教务处供稿） 

 

        

          选手表演                           沈阳体育学院专业舞蹈者示范表演 

        

文化艺术中心的主持阵容                                评委点评 

 

 

校团委开展“能力拓展我先行”能力拓展模式创意比赛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大学生能力拓展工作的

深入开展，提高工作水平，校团委于 2012 年 3

月份举办了“能力拓展我先行”团支部能力拓展

模式创意比赛。旨在通过比赛遴选优秀创意，以

此为基础创建团支部能力拓展的基本模式，通过

编制、下发案例的形式，加强对团支部开展能力

拓展活动的指导。 

此次活动共有十四个学院的十五支代表队

总计 500 余人参与本次活动，历时七天。由各学

院副院长和团委书记结合活动的“创意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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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意的可操作性”“创意的实效性”“创

意的创新性”等多方面对各个参赛代表队打分、

评价,最终评选出优秀代表队。广大学生在素质

拓展活动项目中，从表达，思辨，领导，执行，

创新等 5个方面得到明显提高。（团委供稿） 

   

 

 

校团委开展“智勇双全——大学生能力素质拓展挑战赛”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大学生能力拓展工作的

深入开展，经校团委研究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智勇双全——大学生能力素质拓展挑战赛”，各

学院选派团支部参加比赛，参赛团支部需完成 19

个此赛项目，累计分数进行评比。除比赛项目外，

设置体验区，非参赛团支部可进行体验活动。裁判

根据参赛团支部比赛中表现（团队协作意识、团队

执行能力、个人领导能力等）并结合团支部挑战项

目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比赛设置一等奖一名，二

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团委供稿） 

 

 

    
 
 

共同关注十八大胜利召开 积极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我校组织师生观看十八大开幕式实况 

2012 年 11 月 8 日，党的十八大在北京隆重召

开。为了解十八大盛况和及时掌握十八大会议精

神，激励广大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工

作，学校组织师生集中收看党的十八大开幕式实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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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 9 时，东北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

厅座无虚席，包括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国防生、

少数民族学生、普通学生代表在内的 400 余名同学

认真观看了党的十八大开幕式的盛况。 

观看直播的广大学生听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报

告备受鼓舞。学生代表东北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冠霖

说：“听了胡总书记刚刚作的报告，我们更明确了

青年一代的历史责任与继往开来的使命，青年强则

国强，我们青年大学生将凝聚共识，顽强拼搏，为

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信息学院学生白景冰

表示：“作为学生党员，我们深知肩上的重担，在

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会刻苦学习，努力掌握本领，

在学好文化知识的同时，紧紧跟着党走，树立起我

们党员的先进形象，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为祖

国的建设，为民族的复兴，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作为去西部就业的学生代表，东北大学资土

学院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生安旭说：“作为一名应

届毕业生，我选择到西部就业，从基层开始，把我

在大学四年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在不断提

高自身技能的同时，能够把创新、积极的新一代大

学生精神带到工作岗位，为西部建设贡献自己的力

量。” 

  除了学校统一组织集中观看十八大开幕盛况，

在东北大学的各个学生寝室，同学们也通过网络直

播的方式观看十八大开幕的全过程。 

  学生宿舍六舍 406寝室的 4名同学一起观看了

十八大的开幕式，观看的过程中，她们也认真地做

着笔记。寝室成员尹瑞秀：“党的十八大今天召开，

我们寝室同学聚在一起观看十八大开幕式，在观看

的过程中，我们也回顾了党引领我们中华民族走向

复兴，获得国家独立、富强的艰辛过程。我们也应

该秉承东北大学校训的精神，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把我们的所学所获运用于实践当中去，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寝室成员吕扬

说：“除了认真观看十八大开幕式，为了喜迎十八

大，我们学校的同学也举行了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

活动，比如东北大学学生会在腾讯微博上开通了

‘光辉旗帜，青春引航’的微博祝福活动，通过微

博祝福，可以表达全校学生对十八大的祝福以及广

大同学的心声，同时介绍了有关党史的知识，让我

们可以更深入的学习理论知识。” 

上午 11 时，8舍 G 区 304 寝室，国防教育学院

测绘 1101 班的同学们听完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

八大报告后认真地交流着他们的体会与收获，王波

印同学说：“观看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我深刻

的感受到，作为一名国防生，应该扎实自己的专业

基础，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用我们切实的行动，

为国防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十八大献礼。” 

十八大开幕式的胜利召开使党和国家迈向了

美好未来的新篇章，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节点，组织

学生共同关注十八大是极其必要的也是意义深远

的。使当今大学生具有远大抱负、国际视野一直是

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和目标，通过关注十八大，能

够使大学生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坚定理念信念，

明确时代责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

接班人。（学生处供稿） 

 

 
第十一届辽宁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在我校举行 

 

4 月 21-22 日，由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我校承

办的第十一届辽宁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在

我校何世礼教学馆举行。本届竞赛主题为“幸福生

活——今天和明天”，内容为“休闲娱乐机械和家

庭用机械的设计和制作”，共吸引全省 25 所高校

的 192 支代表队报名参赛，参赛学生达 980 人，是

历届竞赛参赛高校和作品数量最多的一次。 

开幕式上，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建华，省教

育厅高教处处长杨为群，省财政厅文财处副处长曲

道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产业副处长仲继超，

全国竞赛组委会副主任、天津大学张策，北方重工

集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苏鹏程，抚顺特钢股份

公司副总经理刘振天，我校副校长姜茂发、机械学

院院长张义民、学生创新中心主任张立志以及省内

部分高校领导、本届大赛评审专家组成员、十余家

媒体记者出席会议。开幕式由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杨为群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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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姜茂发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并简要介绍

了我校基本情况以及创新人才培养举措。作为高校

创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大学生机械

设计竞赛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希望本次竞赛的成功举办能够进一步扩大赛事影

响，为促进校际交流、推动创新人才培养提供良机，

让更多、更好的选手通过竞赛提升和展现创新能力

与水平。 

 

 

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建华在致辞中指出,组织开

展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是我省贯彻落实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他希望各参赛高校

能够以竞赛为契机，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和就业能力；全体参赛教师

树立多样化人才观，革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努 

 

 

 

 

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希望全体

参赛学生继续发扬创新精神、团队意识，在创新实

践中提升素质、增长才干，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

有的贡献。 

据悉，本届机械创新设计竞赛是我省今年组织

的十二项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之一，得到省教育

厅、财政厅高度认可，全省高校积极参与，吸引多

家企业现场观摩，为推进校企合作、协同创新搭建

了很好的平台。竞赛历时两天，共包括现场展示、

答辩评审两个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 24 项、二等奖 39 项、三等奖 59 项，其中我

校代表队荣获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7

项。近期，竞赛组委会将从获奖作品中选出部分作

品代表辽宁省参加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竞赛。（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辽宁省首届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在我校举行 

 

6月 2 日下午 1:30，由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

财政厅主办，东北大学承办的 2012 年首届辽宁省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现场决

赛在我校图书馆学术报告厅隆重开幕。我校副校长

王福利，辽宁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张平礼，辽宁

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我校信息学院副院长张斌，计算中心副主任黄卫祖

以及竞赛组委会专家成员出席开幕式，入围现场决

赛的省内 20 所参赛高校的 120 支代表队参加了开

幕式。开幕式由学生创新中心副主任王刚主持。 

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十二五”

期间辽宁省“质量提高工程”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

在去年 10 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成功举办基

础上，2012 年，辽宁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等部门《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

件精神，将组织开展 12 项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开幕式现场 

          姜茂发副校长致欢迎辞 

          张建华副厅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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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竞赛即为其中之一。竞赛旨在进一步推进辽宁省普

通高等学校计算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切实

提高计算机教学质量，激发省内各高校大学生学习

计算机知识技能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其创新能力、

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及团

队合作意识。 

开幕式上，我校副校长王福利致欢迎辞。他说，

此次计算机设计大赛的成功举办，必将进一步促进

校际交流，极大激发学生投入实践的热情，有力地

引导计算机学科的教学改革。作为首届竞赛的承办

单位，他代表东北大学对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全体参赛师生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祝愿参赛队员在大赛中发

挥应有水平，取得优异成绩。  

辽宁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张平礼代表省教

育厅对大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组

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和省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

他希望，希望各高校以大赛为契机，着力推进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希望广大教师不断更新观

念，加强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希望

参赛大学生通过大赛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完善就

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更快的成长为企业和社会所需

要的优秀人才。 

据悉，本届竞赛共有来自省内 24 所高校的 315

件作品成功报名参赛，经过专家网络评审，共有 120

件作品入围本次现场决赛。决赛历时两天，答辩评

审分为软件应用与开发、数字媒体设计、计算机音

乐创作、软件设计四个类别。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评选出一等奖 34项，包括软件应用与开发类 15项、

数字媒体设计类 17 项、计算机音乐创作类 1 项、

软件设计类 1 项；二等奖 73 项，包括软件应用与

开发类 32 项、数字媒体设计类 36 项、计算机音乐

创作类 2 项、软件设计类 3 项；三等奖 83 项，包

括软件应用与开发类 31项、数字媒体设计类 45项、

计算机音乐创作类 3项、软件设计类 4项；其中我

校共有 17 作品参赛，分获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1项。（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我校举行第五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成果展 
 
6 月 1 日上午，我校第五批“国家大学生创新

性实验计划”项目成果展在逸夫教学馆一楼大厅隆

重举行。校长丁烈云，科技处处长王国仁，学生指

导服务中心主任张皓以及校团委、教务处有关领

导，各学院相关负责人，项目评审专家等出席开幕

式并观看了成果展。开幕式由学生创新中心副主任

            王福利副校长致欢迎辞 

           张平礼处长致辞 

开幕式现场 

          答辩评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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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主持。 

作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在我校的实施有效带动了本科生科学研究与发明

创造的训练。本届成果展展出的是我校第五批“国

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成果，共有 91 个

创新项目参展，是历年来展出项目数量最多的一

批。项目成果涉及理论探索、科技调研、节能减排、

软件开发、医疗保健、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包括

国家专利 24 项， SCI 检索论文 8篇、EI 检索论文

15 篇，充分体现了东大学子独特、宽泛的创新思维

和较强的创新能力。 

校长丁烈云在讲话中对本批“国家大学生创新

性实验计划”所取得的项目成果表示祝贺并对各有

关职能部门、指导教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付出的

辛勤劳动给予肯定。丁烈云指出，“国家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计划”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研究能力、

探索能力的重要平台，对我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与创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了全面提升教育

质量，学校积极深化教学改革，通过院士名师上讲

台、加强科研院所合作、推广国际交流等举措，不

断优化育人条件，争取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配置给

每个学生。丁烈云希望，全体东大学子珍惜在校学

习机会，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投身科研实

践，争取为国家发展、为我校教育事业的跃升发展

多做贡献。 

在本次成果展开幕式之际，还举行了东北大学

2012 年“我最喜欢的大学生创新项目”颁奖仪式，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张皓宣读获奖项目名单，校

长丁烈云受邀为获奖项目的项目组成员颁奖，并亲

切地与项目成员合影留念。（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科技放飞梦想  挑战成就未来 
——东北大学 2012 年度学生科技创新工作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多彩的科普活动、丰硕的科研成果、优异的竞

赛成绩，2012 年 12 月 11 日，科学馆学术报告厅洋

溢着无限的青春活力与收获喜悦，东北大学 2012

年度学生科技创新工作颁奖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校党委书记孙家学，副校长姜茂发，总会计师芦延

华，校团委书记张玉宝，校长办公室主任徐峰，研

究生院副院长刘宏林，教务处处长刘常升，学生工

作处处长王辉，计划财经处处长刘恒义，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主任张皓，三会办主任李鹤以及科技产业

集团总经理涂赣峰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的集体

和个人颁奖。各学院教学、学生副院长，团委书记、

教学办主任以及获奖师生代表等共计280多人参加

了本次颁奖典礼。 

此次颁奖典礼恰逢学生创新中心成立五周年。

为了营造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大环境，早在 2007 年，

学校整合优势资源成立学生创新中心作为创新人

才培养专门机构。五年来，学生创新中心确立科普

活动“乐中学”、科研训练“做中学”、科技竞赛“竞

中学”教育理念，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综合改

革，努力探索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全

方位创新，多角度、多层次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本科生科研成果和竞赛获

奖数量稳步增长，获奖层次逐年提升。2012 年，先

后有 1100 多人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460 多人次在

  成果展现场                     校长丁烈云与项目组成员亲切交流               校长丁烈云与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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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家级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包括国际级奖

项 32 项、国家级奖项 242 项，除英语竞赛外，国

家级竞赛获奖数量同比去年增长 36%；通过参与科

研训练，学生发表学术论文 98 篇，SCI 检索 14 篇、

EI 检索 34 篇；成功申请专利 50 项，同比去年增长

56%。 

颁奖典礼上，全体师生通过精彩的视频展示，

分思维篇、科研篇、挑战篇三个篇章共同回顾和总

结了过去一年我校学生科技创新工作所取得的优

异成绩，与会嘉宾为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奖。

其中，理学院宋叔尼、信息学院李鸿儒等 98 人被

评为“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外语学

院赵丽娜等 14 人被评为“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先进

个人”；管理学院姜杨等 36 人被评为“大学生创新

性实验计划优秀学生”；材冶学院学生学术科技创

新与创业中心等 8个学生组织被评为“校园科技活

动优秀学生组织”；文法学院柴庆骥等 12 人被评为

“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优秀学生干部”。为了树立科

技创新典型，打造学生中的“诺贝尔奖”，全校师

生从 84 名申报者中优中选优，最终评选出资土学

院王宇冬等 15 名“东北大学第五届学生科学奖”

获得者，校党委书记孙家学受邀为获奖者颁奖。 

副校长姜茂发对获奖师生和集体表示衷心祝

贺，并对近年来我校学生科技创新工作所取得的成

效表示充分肯定。姜茂发强调，人才培养质量是学

校生存发展的根本和基础，着力提升高等教育质

量、努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东北大学必须承担的

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姜茂发希望，全体师生能够

充分利用国家与学校的教育教学资源，更广泛地参

与到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来，以科学研究和创新实

践推进“寓教于研”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各

相关部门要增强人才培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

“大责任意识”，明确“大质量观”，努力形成推进

创新人才培养的工作合力，为把我校建设成“在中

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引领作用的‘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颁奖嘉宾与获奖学生合影                            获奖指导教师接受表奖 

 

 

校党委书记孙家学为学生科技奖获得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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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我校摘银 

 

2012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第 37 届 ACM 国际

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预赛（金华站）比赛在

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

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88 个院校的 152 支队伍，

共 456 名选手参加了本站比赛。我校网络中心刘小

锋老师指导的由软件工程 09 级学生李科、软件工

程 10级学生罗耀燊和信息安全 10级学生杨逸颢组

成的 NEU_Fantasy（奇妙队）参加了本站比赛。经

过 5小时激烈的角逐，奇妙队成功解出 5题，最终

排在了正式队的第 23 名（学校校排名为第 18 名）

成功夺得银奖。本次银奖的成绩亦刷新了我校近几

年来在 ACM-ICPC 亚洲区预赛上的最好成绩。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英文全称:ACM 

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

（ACM-ICPC 或 ICPC）是由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主办的，一项旨在展示大学生创新能力、团队精神

和在压力下编写程序、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年度

竞赛。经过近 30 多年的发展，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

设计竞赛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

计算机竞赛。赛事目前由 IBM 公司赞助。据 2007

年统计全球已经有来自 83 个国家 1821 所大学的

6700 支参赛队伍参加了预赛(分 213 个赛场举行)，

预赛结束后仅有 100 支参赛队伍闯入全球总决赛。 

参赛队员的优异成绩是他们每日每夜辛苦钻

研的最好回报，也是学校领导和老师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的结果。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自 2009 年、

2011 年分别在东北大学图书馆 311 及大成教学馆

502、504 筹建东北大学 ACM 程序设计创新实验室、

创新基地，并组建队伍、安排日常及假期集训、参

加网络和高校邀请赛、购置专用书籍及设备、专门

聘请教师担任教练。同学们也刻苦训练，ACM 集训

队队员们发扬吃苦耐劳精神，在今年暑假和国庆期

间积极开展训练，积极讨论，刻苦学习，专心备战。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东北大学 ACM 集训队的队员

们将继续征战，希望他们以后的比赛中继续拼搏，

为东北大学争光添彩，冲金摘银，向世界总决赛冲

击。（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获奖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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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激情溢彩华   白山黑水谱新章 
——东北大学在“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摘金 

 

2012 年 11 月 28 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

教育部、全国学联、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同

济大学承办，复星集团协办的第八届“挑战杯”复

星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上海圆满落幕。

在本届比赛中，东北大学代表队不负众望，最终摘

得一金两铜。其中，参赛作品《奇润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获得全国金奖，成为辽宁省唯一一项获得金

奖的作品，实现了近十年来辽宁省高校在此项赛事

上的历史性突破，也是东北大学参加该项比赛的一

个里程碑。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一项具

有导向性、示范性、群众性的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是推行素质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

极投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本届比赛中共

有内地 152 所高校的 200 件作品进入全国决赛，竞

赛评审委员会共评出金奖作品 65 件，银奖作品 135

件，铜奖作品 450 件。东北大学推选的三件作品中

《奇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获得全国金奖，《辽宁

邦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与《东智科技工程技术公

司创业计划书》获得全国铜奖，居于辽宁省首位,

在全国名列前茅。东北大学能够喜获佳绩，是我校

近年来着力注重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的成果结晶，是

我校同学发扬自强不息精神和展现创新激情的集

中体现，充分展现出我校在创新型竞赛上的重要成

就与重大突破。 

多年来，东北大学高度重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始终将各类科技竞赛作为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科技竞赛在学校

创新人才培养和教育质量提升方面的引领作用与

辐射功能。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开设创业 KAB、创

新思维与发明技法等系列创新创业选修课，组建创

业先锋班，开展企业名家进校园，成立创新创业团

队，推行“一院一赛”，举办大学生科技节，组织

学生参与各类国家级科技创新赛事，实施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等工作，引导和鼓励学生循序渐进

地参与各类科技创新活动，有效推动了学校教育教

学改革，在全校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科技创新氛

围，为构建多层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

基础。 

竞赛组织过程中，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学校团委、

学生创新中心认真研究实施方案，经过统筹安排、

广泛宣传，邀请名师有针对性的开展了 4场挑战杯

创业计划竞赛讲座，引领和鼓励全校师生积极参

与。通过举办第八届东北大学“东软杯”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力邀校内外专家及往届获奖同学担任

指导老师，先后展开 12 场不同规模的专业培训等

举措，我校参赛队在为期三天的第八届“挑战杯”

辽宁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答辩中，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获得辽宁省特等奖 6项、一等奖 4项、

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10 项，综合成绩居全省首位，

是我校在该项赛事上取得的省级最好成绩。为了在

国家级竞技中有更好的表现和更充分的发挥，省级

赛事后，全体参赛师生再接再厉、全力备战，校团

委和学生创新中心精心组织、积极推进，先后为进

入国赛的3支队伍邀请国家级专业指导老师及企业

家进行辅导，在计划书修改、战略管理、财务、语

言表达、礼仪等每一方面都制定了详实而有针对性

的辅导计划。决赛中，我校 3支代表队不负众望，

以完美的表现在竞赛的商业计划书书面评审、秘密

答辩、公开答辩等环节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最

终创下了辽宁省高校在“挑战杯”参赛历史上的最

佳成绩。  

“乘风破浪终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012

年，我校第八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的全体参赛师生用他们的辛勤汗水为我们留下

了骄人的一页篇章。如今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校将乘势而上，继续秉承“崇尚科学、追求真知、

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的宗旨，精心筹

备赛事，助力创新人才培养，为有志青年提供展示

创新才华的舞台，努力让“挑战杯”竞赛从象牙塔

走向社会，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

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学生创新

中心供稿) 

 

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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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在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中取得佳绩 
 
在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东北大

学的声乐节目《红旗飘飘》荣获艺术表演类甲组三

等奖。 

在辽宁省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东北

大学获得一等奖 1项、二等奖 7项、三等奖 2项。 

本次主题为“青春·使命”的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和发挥艺术才

能的机会，在指导老师们的辛勤努力下和学校相关

部门的精心组织下，我校学生积极参与，充分展现

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青春风采以及

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展示了我校艺

术教育成果。（教务处供稿）

 

 

东北大学在辽宁省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中获奖情况 

（艺术表演类） 

节目形式 节目名称 组别 获奖等级 指导老师 

合唱 红旗飘飘 甲组 一等奖 程明秦、张凤 

舞蹈 溜溜的康定溜溜的情 甲组 二等奖 葛益群 

重唱 让我们携手同行 乙组 二等奖 郑顺女 

民乐合奏 欢乐的夜晚 乙组 三等奖 刘娜 

 

（艺术作品类） 
作品形式 作品名称 组别 获奖等级 指导老师 作者 

工艺设计 台头用品设计-怀瑾握瑜 乙组 二等奖 张书鸿 张赫澄、孙延培 

工艺设计 您不在场的证明 乙组 二等奖 王峰 杜肖源 

工艺设计 西方经典·东方神韵 乙组 二等奖 霍楷 杨雨薇、李丽 

工艺设计 点滴雀巢，点滴关爱 乙组 二等奖 王峰 金亭亭 

工艺设计 校园雕塑-觅光 乙组 二等奖 张书鸿 韩萍毅、杨辽豫 

摄影 泉 乙组 三等奖 霍楷 万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