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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分年级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基于 Super 生涯发展理论 

 张皓 张小诗 

 

 

                                                                                             

摘要：Super 生涯发展理论是关于生涯发展的

系统理论体系，强调了生涯发展的阶段性、独特性

和成熟性对个体创业的重要影响。基于 Super 生涯

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结合高校创业教育的目标和

任务，探讨了高校创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分年级、

分层次的实施模式，提出了构建高校分年级创业教

育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Super 生涯发展理论  分年级  创业

教育体系 

当前，创新、创业、创造已成为推动社会前进

的引擎与动力。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

迫切需要大量的创业型人才。这势必要求高校加强

具有开创性的创业型人才培养，大力开展创业教

育，帮助学生获取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适应

与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和自主创业。作为

生涯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Super 生涯发展

理论的生涯发展阶段、生涯成熟度等一系列核心内

容为高校分年级创业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从

Super 生涯发展理论的视角，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对分年级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的构建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一、Super 生涯发展理论呈现生涯发展的主

要特征 

Super（舒伯）在生涯发展研究史上是自帕森

斯之后又一位里程碑式的大师。他于 20 世纪 80 年

代末，综合了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

学以及职业社会学的长期研究结果，系统地提出了

有关生涯发展的观点。生涯发展理论的重要突破，

在于使职业咨询从关心当前的职业适应，发展为着

眼整个职业生涯的规划。生涯发展理论的三个要点

包括：“自我概念”（self-concept），生涯发展阶

段（developmental stages）和生涯发展任务

（career development tasks），生涯发展与生活

角色（life roles）
[2]
。其呈现的生涯发展主要特

征包括： 

（一）生涯发展的阶段性 

Super 将生涯发展阶段划分为成长、试探、决

定、保持与衰退五个阶段。他指出，生涯发展是一

个连续不断、循序渐进、具有固定型态，且不可逆

转的过程。每阶段的发展都是可预测的。人的每个

年龄阶段都与职业发展有着相互配合的关系，人的

生涯发展会伴随着年龄的成长而递进，每个年龄阶

段各有其生涯发展的任务。 

（二）生涯发展的独特性 

围绕着自我概念的形成，生涯发展理论强调了

个体差异以及对个体差异的认识在生涯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大学生在能力、性格、兴趣、价值观和

自我概念等方面存在着个体差异。这些个体差异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生涯发展需要、生涯发展

路径和职业选择等。 

（三）生涯发展的成熟性 

围绕着生涯发展任务，Super 提出生涯成熟度

（career maturity），是对生涯发展理论的贡献之

一。生涯成熟度是发生在生命中某个阶段内，由成

功完成生涯发展任务而获得的。一是指个人在整个

职业生涯历程中达到社会期望的水准，二是以职业

生涯各发展阶段的发展任务为标准所作的衡量。生

涯成熟度包含了职业选择的定向、职业信息和规

划、职业偏好的一致性、个人特质的具体化、职业

选择的独立性、职业偏好的智慧等六个维度。它为

个人生涯目标及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二、生涯发展理论下高校创业教育工作

的价值取向 

（一）将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生生涯教育的重要

组成 



                                                                                 |||理论研究与实践| 5

Super 认为，生涯发展是人生发展（如心理、

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从人生全程（life 

span）的发展角度了解大学生生涯发展和个别需

要。生涯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成就事业。择业、就业

是大学生生涯发展的一个阶段，但不是最高形态。

而当一个人成为创造者的时候，就不再是被动的就

业者，而已经成为一个劳动岗位的创造者，在解决

自我发展的同时，更可贵的是，为社会其他劳动者

创造岗位，创造生涯发展的机会。当前，高校大学

生生涯教育的重点集中在传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

上。大多数学生仅仅将创业作为找不到工作时的备

选方案。因此，高校应将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生生涯

教育的重要组成，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过程当中，

确定创业教育非功利性的战略目标，立足于学生的

长远发展和科学发展，注重教育学生将创业作为生

涯发展的目标和阶段性过程，注重专业教育、创新

教育与创业教育的高度融合，指引学生从不同的发

展领域（如自主创业、基层创业、岗位创业、团队

创业等）理解创业选择，并界定创业规划的困难和

需要。 

（二）实施分年级、分层次的高校创业教育架

构 

由生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知，每个人每一阶

段都有一些特定的发展任务需要完成，每个人在每

一阶段的个性、认知等都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年

级的大学生对创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都会有不同的

需求。低年级的学生侧重创业意识的培养和创业理

论知识的传授，高年级的学生则需要更多的创业实

践机会，研究生阶段更加注重科研创新成果向创业

项目的转化。其次，Super 强调个体差异以及对个

体差异的认识在生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个体

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生涯发展需要和

创业选择等。不同大学生个体在能力、性格、兴趣、

价值观和自我概念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对于夯实创

业理论、掌握创业实务、提升创业能力等诸多方面

有着不同程度的需求。因此，在创业教育中引入生

涯发展观，强化大学生对创业兴趣、能力的认知，

有计划、有目的、分年级、分层次地进行引导，注

重大众化普及与个性化指导，无疑是高校创业教育

工作有效开展的理论选择。 

（三）基于生涯成熟度的创业意识激发和创业

潜能开发 

生涯发展理论中，生涯成熟度是发生在生命中

某个阶段内，由成功完成生涯发展任务而获得的。

创业作为个人生涯发展的高级阶段，个人能否成功

地实现创业的目标，主要取决于各阶段的准备情

况。以创业为导向的生涯成熟是由创业意识、创业

特质、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创业能力等方面组成

的整体状态，并非单一维度的个体特征。因此，对

于大学生来说，一方面指向以创业为导向的兴趣、

价值观、特质等自我概念的澄清，即解决“我可以

创业”的问题，另一方面指向促进个人创业素质和

创业能力的成熟，即解决“我能创业”的问题。鉴

于此，以生涯成熟度为核心的创业潜能开发，应以

“生涯发展”为主线、以促进个体生涯成熟为目标，

以提升创业导向的生涯管理能力为切入点，创业意

识激发与创业潜能开发并重，从发展的角度对个体

创业活动中遇到问题进行综合性解决。 

三、高校分年级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一）高校分年级创业教育的内容体系 

生涯发展视域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应具有集创

业观念、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能

力与创业实践等于一体的完整内容体系，其核心是

培育正确的创业观念，提升大学生的规划能力、创

业能力、择业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是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因此，高校创业教育的范畴涉及生涯规

划、学业规划、社会认知、创业实务等诸多领域，

应设定不同年级创业教育的侧重点，同时将创业教

育每个范畴涉及的具体内容拆解到各个年级。大一

年级侧重于学生发展意识、目标意识、创业意识和

学习动力的激发，大二年级侧重于学生规划能力和

自我教育管理能力的培养，大三年级侧重于创新能

力的提升和创业实践的积累，大四年级侧重于职业

决策能力的培养，研究生侧重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的提升。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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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校分年级创业教育的内容体系 

年级 

 

内容 

范畴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动力激发 

与观念培育 

适应专业、学习

兴趣激发 
创业意识激发 

个人发展、创业与社

会进步 
 

科研创新与高层

次创业的关系 

生涯规划方法 
生涯规划理论

与方法 
生涯规划知识的实际应用 创业为导向的职业规划实施 

自我探索 
自我探索的 

方法 

兴趣、能力、价值

观、人格初步认知

兴趣、能力、价值观

进一步探索 
兴趣、能力、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 

目标选择 

与生涯决策 

生涯决策方法、

学习目标探索 
大学学习目标阶段性实施 

职业目标的澄清、

创业目标设定 
 

职业社会 

与行业认知 

职业和行业的

基本知识 

职业探索 

方法与途径 

经济发展、行业分

析、就业形势分析 
  

创业基础 
专业知识积累、创业途径方法 

类型认知 
创业计划书撰写 创业政策  

创业准备 创新思维训练 创业机遇教育、创新创业实践  

创业实务  创业情商培养 创业过程指导 科技成果转化 

 

 

（二）高校分年级创业教育的工作体系 

1、课程平台 

创业教育课程应在科学文化基础课程的基础

上突出创业型人才培养，与科学文化基础课程和专

业课程既分工又合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教

材、练习、案例要成为一个系列整体，有一定的结

构。而该结构不仅需要符合知识系统的科学性，还

需要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的发展和生涯发展的需

要。一方面，学校应将创业教育贯穿第一课堂，修

订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围绕着意识、精神、知识和

能力“四位一体”的创业教育内容，按照宽口径专

业目录构建基础教育系列、专业教育系列和工程教

育系列的三大系列课程体系，为学生能力提升和可

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另一方面，根据

创业教育的目标和要求，科学构建三个层次的创新

创业类课程，即：低年级侧重以培养创新创业意识、

形成创新创业观念为主要目的的课程设置，包括

《专业发展与职业概论》、《创新性思维与技能》等；

大二、大三年级侧重以教授经营管理等创业知识为

主要目的的课程设置，包括《现代管理方法》、《企

业经济管理》等；高年级则侧重于以服务于创新创

业实践为主要目的的课程设置，包括《数学建模与

实验》、《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等，系统介绍创新

创业的理论、知识与方法。 

2、活动平台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文化氛围，开展形

式多样的创业指导和实践活动，是培育学生的创业

观念，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根据创业教育的本质要求，

学校可以设定引领性活动、启发性活动和实践性活

动三大活动模块，综合运用普遍指导、分类指导和

个性化指导等手段，创新活动形式和载体，营造“肩

负青年使命，争做创业先锋”的浓厚创业文化氛围。

其中，引领性活动旨在唤起生涯发展和立志创业的

使命感，解决“为什么创业”的问题；启发性活动

旨在传递生涯发展和创业管理的知识，解决“创业

是什么”的问题；实践性活动旨在锻炼创新创业的

能力，解决“如何成功创业”的问题。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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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年级创业教育活动体系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引领性活动 
自主创业、基层创业、岗位创业、团队创业典型人物

报告会 
行业分析报告会  

启发性活动 
创意节 

生涯规划节 
科普节 

创业文化节 

创业明星零距离访

谈 

企业能力沙盘模拟大赛 

创业成长工作坊 

实践性活动  

一周一企 

就业创业践行计

划 

创新项目立项 

科技竞赛 

创业计划大赛 

创业实训 

科研训

练科技

竞赛 

 

3、孵化平台 

（1）政府部门投资建立的公益型创业实训基

地 

国家应制定和改进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为大学

生创业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同时政府出资

建立政府主导的公益型创业实训基地，并下拨经费

鼓励高校和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的公益型创业实训

基地。地方政府也应将创业纳入地区发展战略，积

极推进教育部门和企业、商业部门的联系，推动大

学生创业活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如美国的“洽作计

划”就是在政府的建议下，高校与公司、非赢利机

构、政府机关合作，让在读大学生定期到他们中的

机构参加一定阶段的工作实践。  

（2）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的创业实习基地 

大学应积极利用与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进行

产学研合作的机会，与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依托科研合作项目等建立创业实习和创业孵化基

地，并聘请企事业单位高层技术管理和人力资源管

理人员担任学生的“创业导师”，使大学生充分了

解企业的运作，亲身感受真正的企业精神，尤其是

企业独特的经营理念、价值观、运作规范、企业文

化、服务理念、企业风险等，为学生锻炼创业能力

提供真实的模拟环境和实践平台。如美国的“硅谷”

就是典型的创业园，其中 60%—70%的企业由斯坦福

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目前国内的上海的紫竹工

业园区、北京的中关村创业园区、大连创业园等都

为当地高校的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创业场所，为大

学生锻炼创业能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高校内部的创业孵化和创新基地 

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学科优势和

科研优势，可依托具有较强示范性和较大学科覆盖

面的实验室及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建立大学生创新

实践基地，带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之

间的交流与学习，促进实验室与学生科研项目的结

合，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与创新能力。同时，学校

可结合自身特点建立大学生创业中心和创业实训

室，提供创业场地、硬件设备和创业培训、创业咨

询等，使学生在校园内就能够进行一定规模的创业

实践和创业项目孵化。 

（三）高校分年级创业教育的保障体系 

1、加强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是创业教育工作科学化的

前提。创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除了要具备创业教育所需要的基础理论知识、从事

创业教育理论研究的热情外，还要具有一定的创业

实践和创业体验。同时，创业教育的分年级实施架

构对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规模、层次和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仅仅依靠高校专业教师和创业教育专

职工作人员，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高校应

以专业化为目标，着力加强两支创新创业师资队伍

的建设。一支队伍创业教育相关学科优秀专业教师

组成，负责学生创新项目的提出、开展、成果转化

等专业层面的工作，带领高层次创业。另一支队伍

由创业教育的专职工作人员、学院就业创业方向专

职辅导员、校外具有创新创业实践经历的社会人士

组成，负责创新创业政策、流程等指导咨询实务层

面的工作。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创业教育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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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伍的培养，通过派出培训、企业实训、课题

研究等多种形式，提高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2、健全统筹协调、分工明确的工作体制机制 

创业教育的分年级实施架构要求创业教育工

作深入学院、年级、班级。因此，统筹协调、分工

明确的工作体制机制是有效开展创业教育工作的

重要保障。高校应进一步强化校院两级对创业教育

工作的领导，遵循创业教育工作的特点，创新工作

体制。如东北大学学校成立了由主管教学校长和主

管学生工作副书记任双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了独立建制的学生创新中心，在工科类学院建立起

院级学生创新中心，形成了“领导统筹、部门分工、

院系参与”的工作格局。其中，领导小组统筹全校

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制订工作规划，明确工作重

点及目标；学生创新中心负责创新教育与实践，学

生指导服务中心负责创业教育，团委负责创业实

践；学院创新中心负责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实

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组织保证和工作的全覆盖。 

3、整合创业教育工作的优势资源 

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校内外、

教学科研等多方优势资源，营造全员促创业的浓厚

氛围。如可以依托高校各学科重点实验室等优势科

研资源，建立了“大学生创新基地”，依托国家重

点科研项目，吸纳学生参与，从场地、项目等方面

完善科研资源向学生开放的制度，为学生创新实训

和创业成果孵化提供帮助。学校还可以利用以院

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为首的优势教师资源，组

建学生科技创新和创业孵化指导队伍，为学生提供

创新项目、科研竞赛、成果转化等全方位的指导。

另外，可以利用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事

业单位产学研合作的机会，建立创业实训基地，多

渠道地开展创业教育工作。（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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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普惠性、递进式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张立志 王刚 黄晓颖 

 

 

 

                                                                                              

摘要：加强大学生的创意意识、创新能力和创

业精神的培养，已成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

内容和举措。为此，东北大学多年来，结合学校的

实际，进行认真的探索与实践，以递进式的创新创

业课程体系和 “四节”（即大一创意节，大二科普

节、大三科技节、大四创业节）创新实践体系为核

心，构建了具有普惠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模式。 

关键词：普惠性；递进式；创新教育体系；培

养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指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根本任务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核心是要增强学

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

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胡锦涛在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也强调：“大学生要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新知、运用真知，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增长才干，不断提高实践能力、创

新创业能力。”所有这些，为高校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针对当前部

分大学生存在学习兴趣淡薄、知识结构单一、实践

能力薄弱、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如何富有实效性

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已成为高校推进素质教育的

重要课题。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

重要载体，它应如何着力提高学生善于发现问题、

擅于解决问题的创新创业能力呢？这里涉及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但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大学生的成

才需求和创新创业教育特点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方面。 

东北大学在“培养和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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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高的具有创新精神，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创新

型人才”目标指引下，遵循“创新源于实践”、“创

新人才必须在实践中培养”等人才培养理念，以学

生为中心，打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之间

的界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

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逐渐形成和完

善了以“四节”为依托、以创新创业课程为支撑的

普惠性、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形成了第一课

堂与第二课堂有效衔接的创新创业新格局，充分发

挥了在大学生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方面的育

人功能，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高校大学生创新教育

模式。 

一、科学设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一）普惠性、递进式创新教育体系的构建的依

据 

创新创业教育是开发、提高学生创新创业基本

素质，培养创新创业意识，形成挖掘人的创新创业

潜能，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促进人的个性和谐发展

为宗旨，探索一整套科学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十

分重要的。这个体系的设立应充分体现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涉及的

各项工作和方法的运行应尽可能科学、合理、有效，

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学与实践环境，因为第

一，不同的学生，其个性、能力、素质都存在差异，

在设计并实施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充分

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这样设计才具有科学

性；第二，不同年级的学生，其知识水平、理解能

力、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实践教学内容的设计

上要遵循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不同年

级的学生要注重层次性。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创业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全面优化大学生综合素

质，使得教育结果具有权威性和可比性，易于接受

和推广。 
2、目标性原则。所谓的目标性原则，就是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应当始终围绕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的培养目标来进行。一般来说，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培养目标是“培养和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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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高的具有创新精神，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创新

型人才”。根据这一目标，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创

新创业的基本原理和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利用掌握

的创新创业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初步能力，了解和掌握与本专业学习及兴趣

关注点有关的文献检索和查阅资料的基本能力，具

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构建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必须围绕上述培养目标来进行，任何脱

离这一目标构建的会流于形式，难得取得实效，失

去其应有的意义。 
3、系统性原则。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

一个系统，或者说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系统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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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必然是由许多方面或环节组织的。从创新创业

内容来讲，一般来说包含创新、创业基础知识培训

和科研创新基本能力培养两个环节；从过程来讲，

则包含创新创业教育的设计、传授、示范和引导、

创新创业技能训练、质量评估和反馈等环节；从环

境来看，包括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这些环节都是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

之间环环相扣，彼此紧密联系。在构建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过程中，务必要站在系统性的高度，对所有

环节进行认真思考、全盘考虑，按照最优化原理进

行设计，以最佳的效果达到创新创业所要达到的目

标。 
（二）递进式、普惠性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内

容 

普惠性、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根据培养高

素质的人才目标，尊重以上三个原则，结合学校实

际，构建了普惠性、递进式以创新创业课程为支撑、

以 “四节”活动依托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1）建立递进式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学校遵循“以学生探究活动为主线进行教学”

的现代教学观，结合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具

体情况，构建递进式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将

创新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针对低年级学生开

设十五门课程如“创造性思维与技能”、“创业基

础理论”、“KAB创业训练”、“批判性思维”等，

通过浅显的创新创业理论与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

创业意识；针对高年级学生开设二十门课程如“工

程技术创新方法”、“数学建模”、“ACM程序设

计”、“创业设计与实践”等创新创业实践课程，

通过具体的循序渐进式教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学生从事科

研活动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撰写科技论文的能

力。使其成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创业

意识的优秀人才。 

（2）建立递进式创新创业实践体系 

①大学生创意节 

大学生创意节是依托“创新性思维与技能”等

课程，面向大一学生开展的创意教育活动，以强化

学生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创意热情、提高学生参与

创新主动性为目的,旨在创新基础课程和创意节有

效链接，使学生在大一阶段形成创意设计的学术品

格。自今共开展五届大学生创意节，组织校级活动

38项，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立

意新颖的创意活动受到了学生们的广泛关注和热

情参与，保证了不同潜质、不同兴趣的学生都能够

参与其中。各设计合理切合实际的创意赛事使学生

学习与生活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小小的创意作

品从生活中提炼、从学习中凝结，展示了学生的丰

富的设计理念和思路，培养了学生有想法、会设计

的创意思维，为以后自主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创新创

业基础。 

②大学生科普节 

大学生科普节是宣传和普及科普知识的有效

载体，主要面向大二本科生开展，通过创新课程和

科普节有效链接，激发学生爱科学、讲科学、用科

学的热情，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科学素养。

自今共举办了四届大学生科普节，共组织校级科普

活动 38 项；院级科普活动 29 项，通过创新讲坛、

参观实践、科普赛事、科普展示等有效形式，不仅

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而且培养了动手实践

能力，使“乐中学、学中乐”真正深入每个学生生

活，在校园内打造了内容丰富的科普盛宴，营造了

浓厚的校园科技创新文化氛围，有力推进了学校创

新实践教育的开展。 

③大学生科技节 

大学生科技节是依托创新实践课程，实现创新

成果竞争交流的有效载体，主要面向大三本科生开

展，以倡导科学精神，培养学生合作精神、竞争意

识和创新能力为目的，通过活动引导大学生进行创

新实践，发现和培养在学术上有潜力、有作为的优

秀学生。截止目前，学校共组织大学生科技节 10

届，已形成了以“挑战杯”为龙头的系列创新赛事，

竞赛体系在内容上与专业学习紧密相连，在形式上

不断推陈出新，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在全校学

生中营造“学习科学知识，锻炼实践能力”的良好

氛围，使创新实践成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自觉追

求。 

④学生创业节 

大学生创业节是实施创业教育，推进创新成果

转化的有效载体。主要面向学校大四本科生开展，

坚持以实践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为宗旨，以

专业特色为依托，以激发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热

情，学习创业知识，熟练创业技能，培养新一代具

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大学生，促进

大学生自主创业为目的。通过创业课程与创业实践

活动的有效链接，从创新走向创业，从创新教育向

创业教育延伸。自2007年以来，学校每年都举办大

学生创业节，开展了成功企业家进校园、大学生科

技创业计划书大赛、创业风投抢金会、企业经营管

理模拟竞赛、“百元富翁”大赛等创业实践活动，

这些活动具有创新性，体现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

学生特点，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

激发了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信念，涌现出大

批学生创业典型，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锐意创

新、勇于挑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二、科学实施普惠性、递进式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 
（一）树立新型教育教学观念 

学校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创新教育实践环节在

培养高素质创新性人才中积极作用，全面深化教育

改革，大力推进素质教育，转变旧的教育思想和观

念，树立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教育思想和

观念。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树立以培养符合社会发

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在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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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模式上，构建普惠性、递进式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体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尊重教育教学

规律和学生成长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特色创新教

育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将创

新教育实践体系融入大学生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二）健全创新创业教育保障体系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工作是涉及学校教

学、科研、学生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系

统工程，必须建立适应大学生创新实践教育工作

开展的组织体制，理顺学校各主要部门在大学生

创新实践教育工作中的关系，明确学校各有关部

门在大学生创新实践教育工作中的职责，充分利

用全校的力量促进大学生创新实践教育工作的顺

利开展。2007年，学校成立学生创新中心作为创

新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整合优势资源，营造创

新人才培养的大环境。同时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

的学校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各学院纷纷成立了以

院长为组长的创新创业工作小组，建立了合理的

组织保障体系。为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专业发展，

学校还成立了以创新学教授为所长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研究所，负责大学生创新创业理论研究、测

评及评估等工作。组建“学生科学技术协会”带

领学生科技社团，组织推动大大学生创新实践教

育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为开展大学生创新实

践教育工作提供了坚强的学生组织保障。为保障

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学校在原有制

度建设基础上，先后出台了《东北大学科普立项

管理暂行办法》、《东北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竞赛管理办法》、《东北大学大学生创业教育指

导意见》，完善相关的组织管理机制与激励机制

等，为普惠性、递进式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模式提供制度保障。 

（三）创新教育模式，构建普惠性、递进式大

学生创新教育实践体系 

学校秉承创新教育不仅是精英教育，更是一

种普及性教育理念，力争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接受

和参与科技创新教育。 

学校始终把握将创新教育实践体系贯穿人才

培养全过程，渐进性、分阶段地加以安排。在全校

范围内，结合学生需求，以兴趣为引导，面向全体

本科生进行通识性科普教育，开展普及性创新教育

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增强学生学习与实

践的动力，努力营造“人人有创意”、“处处有创

新”的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同时针

对四个年级学生不同学年结构，根据学生不同阶段

的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的不同特点，尊重教育教学

规律和学生成长特点，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特色创

新教育实践活动，建立了以大学生创意节、大学生

科普节、大学生科技节、大学创业节为实践平台的

递进式“四节”特色创新实践教育体系。 

 

 

 

 

 

三、突破难题，带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高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既是人才培养的关键，也

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创新创业

教育就是要通过重点突破来带动人才培养体系的

全面改革。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实践活动，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学生基础薄弱，对

传统教育教学模式提出了严重挑战。 

（一）建构了通专结合、理实并重特色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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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理念和体系。 

通过调研分析，了解学生需求，并根据国家要

求、社会发展及学生需求制订并完善创新创业课程

体系建设，明晰了以生为本、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的教学模式。作为促进大学生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的催化剂，构建普惠性、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要求学生以发现问题为导向，以兴趣作驱动，以知

识创新应用为核心，自主开展具有综合性、创新性、

实践性的科学研究、社会调研和创业实践活动。与

其它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相比，普惠性、递进式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更加强调个性潜质和创新兴趣，更加

贴近社会现实与主体需求，更加符合大学生认知规

律和心理特点，更加利于知识融合和主体觉悟，更

加利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经过多年实践积

累，形成“创意、创新、创造、创业”链条式培养

体系，培养 “爱创新、会设计、能创造、敢创业”

创新型人才。 

（二）营造了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推动了学生

创新创业活动的普及。 

学校把倡导和组织大学生创新教育实践作为

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在注重大学生全面素质

培养的同时，重点加强大学生科技创新精神和创造

能力的培养，以大学生创意节、大学生科技节、大

学生科普节、大学创业节为实践平台，以科普专项

经费为支撑，扩大创新教育的覆盖面，面向全体本

科生、全方位、全过程、多层次的开展特色校园创

新教育活动，形成了以学生科协、各类科技社团等

学生组织为主体的科普工作模式，每年近万人次的

学生参加到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具有时代性、创

新性、趣味性、实践性的校园科普活动中，促进了

大学生创新实践教育工作呈高速态势发展。 

（三）构建全方位、全过程质量保障体系，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 

建立校院两级组织保障体系，确立创新人才培

养为“一把手”工程，建立相关规律制度、设立专

项基金、基地支撑等保障性工作，定期进行创新课

程检查、创新实践活动评估、问卷调查等工作，建

立“项目化运作”方式实施各类创新实践活动，确

保良好的创新教育环境和各环节质量标准的严格

执行。 

(四)促进了创新成果的转化，学生创业能力

显著提高。 

     创建富有特色的“创业先锋班”，以创业课

程为核心，以培养学生创业能力为主线，以创业基

地为支撑，以创业节为载体，以创业孵化为突破口，

普及创业知识，提高创业能力。同时利用“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创业实践和创业孵

化项目，一大批学生熟练掌握了创业方法和创业技

能。近年来在辽宁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得金

奖 23 项，在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大赛获得 1金 3 铜的成绩，居省内高校之首，在

2011、2012 年的国际青年创新大赛上获得“创业营

销”项目金奖 2枚。递进式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激

发了学生的创业热情，一大批学生毕业直接进行创

业实践，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五）创新创业能力蓬勃发展，人才培养质量

显著提高。 

  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特点，通过课堂教育、课

外实践、竞赛检验的方式，递进式的开展创新实践

教育，对学生进行问题式、探究式和研究性学习的

创新教育，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了学生的

创新精神、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学生参与到更高层次的科研训练、各类学术科

技竞赛中来，并取得优异成绩。先后有 3400 多人

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1200 人次在国际、国家级大

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包括国际级奖项 120 项、全国

一等奖 87 项、全国二等奖 186 项、全国三等奖 298

项。从 2008 年至今学生共发表学术论文 356 篇，

申请专利 144 项，其中发表 SCI 论文 28 篇，共有

50 人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学生

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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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entrepreneurship 

awareness,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ourse of 

achieving this goal,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NEU) has been endeavoring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for years. NEU constructed a general system and 

formed a characteristic model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ocusing on a progressiv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system as well 

as a practice system named “Four Festivals” 

(Creativity Festival for Freshman, Popular 

Science Festival for Sophom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stival for Junior and 

Entrepreneurship Festival for Senior).  

 

Keywords: General; Progressive; Innovation 

education system; Train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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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的素质教育实践中成长、成才 

姜茂发 刘常升 王宁 吴镝 | 来源：2013 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交流材料 

 

 

 

                                                                                              

摘 要：中国梦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要坚持走中国道路、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

希望，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生力军，是实

现中国梦的践行者。青年的素质和本领直接影响着

实现中国梦的进程，本文以东北大学为例，通过开

展内容丰富的素质教育与实践活动提高青年大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本领，坚定理想和信念，培养创新

精神和创造能力，让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的素质教

育实践中成长、成才。 

关键词：素质教育、中国梦、实践活动、成长、成

才 

 

在长期办学实践过程中，东北大学坚持“以人

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

合、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

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发挥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基地的资源优势，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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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高的拔尖创新人才，充分发挥高校的文化育人

与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一、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促进高

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1. 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构建文化素质教育

课程体系 

东北大学在切实转变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积极

探索文化素质课程的建设与教学改革相结合的途

径，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将文化素

质教育思想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教育教学

的各环节。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实践、重创

新”的培养理念，重新设计整合适应拔尖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构建了由人文类选修课群、新

知识课群、创新创业及技能选修课群组成的文化素

质教育模块。从课程设置的基础性、全面性、实用

性、前沿性、超前性等方面着手，按照文、史、哲、

经、法、管理、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现代

科学技术、创新教育等学科门类，为学生搭建一个

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培养创新能力所需要的知识平

台。按照学校规定，学生须修满不低于 10 个学分

的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其中含 2学分的艺术类必

修课程。目前，学校开设人文类选修课程达 200 余

门，每年参加选修的学生近 2万人。 

通过开设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将素质教

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

合，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融为一体，

改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促进了学生创

新性思维，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艺术修养和实

践创新能力，满足了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需

要，发挥了大学育人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对培养

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质

量 

为确保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质量，学校加强对教

学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出台了《东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的有关

规定》，并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对文化素质课程实

行新开课试讲制度、督导组听课制度、学生评教制

度、考试考核制度等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全方位

进行教学监督管理，确保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质

量。 

    3．开展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推进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 

我校重视素质教育课程建设，目前拥有《易学

与中国管理艺术》、《老子的人生智慧》、《老上

海广告大师》等 8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通过

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建设，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实现大学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和社会

责任，发挥文化育人作用。 

    4．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科交叉和融合 

学校重视学科交叉和融合，强化文理互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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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

互渗透和补充。为实现“多科性、研究型、国际化”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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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学校

不断推出改革措施，进行专业建设改革，调整学科

结构、扩大办学规模。2013 年，我校新成立了生命

与健康学院、江河建筑学院，逐步实现“信息科

学”、“材料科学”、“土木工程”、“生命科学”

和“建筑学”等跨学科交叉及其技术平台和资源的

无缝对接；推出了以靳树梁院士命名的本科生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计划— “树梁计划”，建立和

完善了“拔尖创新型”、“应用卓越型”、“交叉复合

型”、“协同创新型”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招

生方面，学校坚持“以人为本、为学生服务”的教

育思想，自 2013 年起开始实行机械类、材料类、

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工商管理类等五大类热门

专业大类招生办法。学生通过大类专业基础课程学

习后能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跨专业选课，给学生

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突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

地位，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5．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立专兼结合的高素

质的教学队伍 

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的素质教育实践中成长、

成才，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学校坚持“立

德树人”的教育思想，充分利用基地校资源，坚持

资源共享、互聘教师、互认教学工作量的教师队伍

建设原则，采取引进、外聘和培养的办法，建立专、

兼结合的高素质教学队伍。实施院士、名师为本科

生授课制度，这是东北大学开展的教学改革探索之

一，旨在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使学生具有远大抱

负和国际视野。学校规定从 2011 级学生起，各学

院开设“学科前沿知识系列讲座”课程，由资深教

授组成课题组授课。让大师级学术带头人给本科生

上课，有利于大学生从更高的学术高度、更宽的学

术视野去探讨问题、研究问题，从而有利于大学生

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学校拥有了

由院士名师带头的教师队伍，加强了文化素质教育

师资力量。 

二、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构建

普及型艺术教育与提高型艺术教育相

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 

我校长期以来，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

合，构建了以创新意识、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培养

为基本内容，以提高创新能力、科学精神和人格完

善为基本目标，以普及型艺术教育与提高型艺术教

育相结合为基本模式的教育教学体系。理工院校与

艺术院校联合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为东北大

学、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三所学校实施科

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创新教育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和资源共享的优势。利用联合基地学科

专业多样性的特点，学校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充

分发挥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功能，通过不同学科

的交叉与渗透，积极探索普及型艺术教育与提高型

艺术教育相结合的模式，成为理工科院校加强大学

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 

普及型艺术教育是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面向

全体学生、以学分制形式加以限制的选修课程。2

学分(32 学时)艺术类课程作为普及艺术教育的指

定性选修科目，每周授课 3学时，着重提高和培养

学生对各种艺术的欣赏水平和艺术修养，如音乐、

美术、书法等理论、发展史和欣赏的教学，使学生

对所修课程有一个基本的、较系统的了解，培养学

生的欣赏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品位，改善学生的

思维结构。 

提高型艺术教育则是针对在校大学生中有艺

术特长或个人爱好的特点而设置的选修课与社团

活动相结合的艺术类专项选修课程。艺术类专项选

修课程一般为 8 学分、128 学时。提高型艺术教育

所采取的基本教学模式是第一课堂教学(选修课)

与第二课堂实践(社团、艺术团、专项班)相结合，

专项艺术教育课以学生为主体，追求最大限度地培

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与能力，使学习与创造得到很

好的统一。目前，我校已开设合唱艺术、民族舞蹈、

体育舞蹈、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三维动画设计与

制作、话剧表演、体育礼仪啦啦操等艺术类社团课

程。 

三、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构建“四位一体”的创新教育体系 

东北大学在育人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德

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原则，着力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确立科普活

动“乐”中学、科研训练“做”中学、科技竞赛

“竞”中学的教育理念，积极搭建课程教学平台、

校园文化平台、科研实践平台和本科生科技竞赛平

台“四位一体”的本科生创新教育体系，将第一课

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教育有机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

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化创新人才培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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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促进学生的全面进步与个性发展。  

学校积极搭建课程教学平台，一方面充分发挥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功能价值，立足学生的素质培

养，坚持有利于学生了解人类文明中最基本的知识

领域和思维方法，有利于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科

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渗

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有利于引导学生

了解学科前沿，科学技术研究新成果、新趋势等原

则，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人文选修课程，规定必修学

分；另一方面，结合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具

体情况，挖掘校内外教师资源并适当引入企业一线

实践人员，增设创新教育系列课程，设立创新教育

学分，通过链条式助推式的创新理论课程教学，开

阔学生的视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夯实学生的

理论基础，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

础，为学生培养创新精神、发展个性提供广阔空间。 

 在科普活动“乐中学”教育理念下，学校遵

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特点，以学生组织为支

撑，以“科普立项”为龙头，搭建校园文化平台，

形成大一创意节、大二科普节、大三科技节、大四

创业节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链条式精品科普教

育活动，构建了校院两级科普体系，推出科普立项

“百千计划”，建立两坛(创新讲坛、大学生科技论

坛)、两会(大学生学术科技报告会、科普展览会)、

四赛(思维竞赛、创意大赛、科普知识竞赛、魔方

大赛)、四节(创意节、科普节、科技节、创业节)

科普实践平台，举办英语、数学、物理、制图等四

大基础学科竞赛，吸引学生的广泛参与，营造浓厚

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校园文化氛围。 

坚持“做中学”教育理念，推进“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社会实践”、“科研训练”四位一体

的实践教学模式。科研资源与教学资源共享，将具

有较强示范性和较大学科覆盖面的实验室命名为

“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以国家、省、校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为依托，全面实施本科生进研究所、进实

验室、进教师科研课题组“三进制”，让学生参加

科学研究的项目训练，培养他们的科技创新和科学

研究的兴趣与能力；以“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

划”项目实施为核心，建立基础实践教学、课外科

技活动、专业技能培训、社会实践教学等多元化科

研实践平台；坚持校企合作、校企资源共享，创建

自主研发、校企合作研发相结合的创新项目研发模

式。科研实践平台的建立，为学生营造了“自主、

自由”的学习和研究氛围，创造了研究性创新性实

验环境与条件。 

坚持科技竞赛“竞中学”教育理念，依托各类

学术科技竞赛，搭建科技竞赛平台，着力营造“人

人有创意”、“处处有创新”的浓厚的校园科技创新

氛围。 

课程教学平台、校园文化平台、科研实践平台

和科技竞赛平台，将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教育

有机密切结合，不仅突出了第一课堂教学主渠道作

用，同时也将第二课堂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整体

方案，统筹规划，强化第二课堂在导向、激励、素

质拓展、自我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功能，使学校的各

类教育教学课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了

一个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化创新人才培

养教育体系。通过完善机制，建立组织与制度保障

体系、创新实验保障体系、创新教育指导体系、质

量监控体系、评价激励体系，全面保障创新人才培

养。 

四、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 

1．搭建多元化的校园文化活动平台，为学生

的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 

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成立了各种类型

的学生社团 100 多个，社团成员达 1万多人，占在

校生总数的 60%；开设了 “辽海讲坛”、“建龙大

讲堂”、“青年•成功”讲坛、“心理讲堂”、“创
新”讲坛、等素质教育品牌讲座，以传播先进文化、

服务学生成才、提升职业素质、引领社会风尚、追

踪时事热点、激发爱国热情、播撒科学精神、繁荣

校园文化为宗旨，从大学生实际出发，为大学生的

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举办了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大学生社团文化节、大学生文化艺术欣赏周、

大学生科技节、大学生创业节、大学生创意节、大

学生科普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校园文化品牌活

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 

2．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开辟学生受教育、长

才干的重要渠道 

社会实践是当代大学生完善自我、尽快成长的

必由之路。“学以致用,贵在实践”。东北大学坚持

“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宗旨，积极组织学

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了“理论之光”社会考

察活动、“梦想中国”社会实践活动、“心系民

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传承雷锋精神”

主题实践活动、“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情考察活动、

“励志·增识”专业提升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志

愿服务活动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生日常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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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暑期社会实践服务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增

长见识和才干，体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与社

会的互动中提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健全人

格和良好的个性，实现增长知识、锻炼能力、内化

素质、全面发展的目的，取得良好的育人成效和社

会效益。 

3．以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

核心 

东北大学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和历

史。学校设置了校史展览室，每年组织纪念“一二

•九运动”的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九一八
纪念馆、张学良故居、辽沈战役纪念馆、雷锋纪念

馆等处设立为校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坚持定期开

展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促使学生形成爱

国主义品质，树立爱国主义信念。 

五、素质教育成果显著 

经过不断努力探索与实践，东北大学素质教育

成果显著。学校曾两次荣获国家教育部全国学校艺

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多次荣获辽宁省、沈阳

市优秀文化校园奖。《中国教育报》《辽宁日报》《沈

阳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沈阳电视台、

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单位

都曾对我校开展素质教育的情况进行专题报道，取

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校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知识竞赛和文化艺术

活动比赛均取得佳绩。在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中，我校获艺术表演类乙组二等奖 1项，获

艺术作品类二等奖 1项；在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中，我校获艺术表演类甲组三等奖 1项；

2013 年，东北大学技巧啦啦操队获得全国啦啦操联

赛沈阳站冠军、中国啦啦操之星争霸赛总决赛技巧

第二名，自选第一名的佳绩；在 2013 年首届 CCTV

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中，我校学生创作的作品

《水滴奇遇记》荣获电视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奖“金

盏奖”。 

实施创新教育多年来，东北大学特色创新教育

取得明显的成果，学生科技竞赛成绩喜人。2011年，

有900多人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404人次在国际、

国家级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包括国际级奖项27

项、全国一等奖37项、全国二等奖83项、全国三等

奖92项。2012年，先后有1100多人次获得省级以上

奖励，460多人次在国际、国家级大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并在多项国际国家级赛事中取得重大突破，

获得国际级奖项34项、全国一等奖53项、全国二等

奖74项、全国三等奖98项，在大学生英语、电子设

计、计算机设计、机械设计竞赛中荣获多项“优秀

组织奖”。2013年，获得科技竞赛奖项630项，其

中，国家级奖项和省级奖项各315项。东北大学本

科生人才培养“知识＋能力＋应用”特色鲜明，成

效显著。近两年，本科生申请专利142项，发表论

文223篇，其中SCI检索、EI检索100余篇。 

2013年是东北大学建校90周年。建校90年来，

东北大学秉承“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精

神，立足根本，以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

为国家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今

后，在通往百年名校的道路上，在中华民族复兴历

史进程中，东北大学一定会将“强校梦”与“中国

梦”融为一体，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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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走上“三尺讲台”，扮演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主角  

——东北大学大力开展辅导员人文素质选修课建设 

 王辉 马天威 韩磊 

 

 

                                                                                                

为有效促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充分发

挥辅导员在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中的作用，东北大

学科学规划，大力推动辅导员承担人文素质选修

课。目前有 65 名辅导员承担 9 门课程，积极探索

一条以课程建设促队伍建设、实现学生人文素养和

专业素养同步提升的实践之路。 

一、明确目标，科学创建大学生思想教

育新平台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必

须重视加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培

育，实现学生的全面成长，使学生获得终身发展的

能力。为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促进学科融合、文理渗透，我校

为辅导员成长提供一方“三尺讲台”，让辅导员从

幕后走到台前，从办公室走上讲台，从“第二课堂”

走到“第一课堂”，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于学科

教育中，开创性地设立了纳入本科生培养计划、由

辅导员担任主讲的人文素质选修课，目前已开设 9

门课程共计 352 学时，同我校其他由辅导员主要承

担的党课、团课及必修课一道，成为辅导员开展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 

二、创新方法，统筹推进人文素质选修

课的课程建设 

1. 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贴近学生思想

、学习和生活实际，我校精心设计、科学规划辅导

员人文素质选修课内容体系。已开课程分别为：《

职业发展指导》《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身养性

》《校园生活心理学》《大学生“行动力”的培养

与训练》《现代成功学》《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与对

外关系》《大学生法律维权》《生活与哲学》《拳

击》，涵盖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体艺术类

等门类。这些门类相对完整、内容具有鲜明时代特

征、教学手段丰富新颖的课程，在完善我校人文素

质选修课资源的同时，又独具系统性，基本涵盖学

生在校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学生顺利完成大学

生活具有宝贵指导意义。 

2. 规范开展课程遴选 

在充分进行开课需求调研的基础上，校学生

工作处组织了课程遴选工作，鼓励辅导员自愿申报

开设人文素质选修课。遴选过程注重紧密贴近学生

需求，准确把握课程导向，严格规范申报流程，明

确申报资料要求，科学论证整合课程。我校一线辅

导员踊跃参与，共提交申报课程 45 门。为确保遴

选的公平性和科学性，学校专门成立了由思想政治

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申报课

程进行评审，考察授课教师的知识背景、教学能力、

开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等要素，对课程的思想性、

导向性、科学性、课件制作、课程名称的拟定等多

方面内容进行了认真审查和评估论证，并组织授课

教师集中试讲，评审合格后才准许开课。规范严谨

的遴选过程确保了课程设置科学规范，从源头上严

把课程质量关为提升育人工作水平奠定了基础。 

3.丰富教学手段 

一是授课方式新颖。结合“90 后”学生的认

知习惯和求知特点，我校注重以教学形式改革来提

升教学质量，增强课程互动性，将传统的集中授课

方式与灵活的分组研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读

书会、体验教学、课外实践等方式相结合，充分调

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启发学生主动思考，提升教学

质量和课程吸引力。  

二是考核模式灵活。我校将平时考核和课程

结业考核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开卷与闭卷

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

点，建立符合人文素质选修课教学要求的考核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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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化课程管理 

我校采取多项举措加强课程管理。一是在每门

课程都成立教学小组，定期召开教学会议、规范教

学要求、组织集体备课；二是通过听课、进行教学

效果评价、开课需求调研等措施，科学评估教学质

量并进行分析反馈；三是挖掘优秀课程，组织公开

课观摩，积极参与精品课程建设；四是加强教师队

伍培训，邀请专家学者到校、选派人员参加校外培

训、举办沙龙等，为辅导员提升教学水平搭建平台；

五是鼓励研究，给予相关课题研究和论文发表经费

支持。 

三、凸显成效，推动队伍建设，提升育

人实效 

1. 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得到推进，队伍

建设迎来新局面  

人文素质选修课建设是我校辅导员队伍“有课

程、有课题、有论文、有（境外）培训经历”的“四

有”建设内容之一，课程的开设开创了我校辅导员

队伍建设的新局面.  

一是高质量教学梯队初具规模。学校重视教学

梯队建设，目前的人文素质选修课教学梯队由中科

院院士担任梯队负责人，一批具有副高级以上职

称、并在相关领域有研究专长的辅导员担任课程负

责人，来自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线的

27 名辅导员担任课程主讲，每门课程均设有 1-2 名

助教，共有 65 名辅导员参与授课。拥有这样一支

学历层次和教学水平高，学缘、年龄和职称结构合

理，具有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的教学

梯队，对课程质量提升和德育队伍专业化建设具有

双重推动作用。 

二是辅导员职业认同得到强化。课程的开设拓

宽了辅导员的工作空间，给予辅导员与专业教师一

样的身份与舞台，强化了辅导员对自身职业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极大提高了辅导员实现自身职业化和

专业化发展的积极性，使其努力成为在各自研究领

域具有较高水平的专家。 

三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得到提升。

辅导员将学生工作实际引入课程讲授过程中，提升

了课程的德育功能；辅导员以学生的视角，设计、

调整和丰富课程内容，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同时，在与学生授课互动的过程中，辅导员也

更加贴近学生，了解学生，为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 学生自身获得新知，人文素养不断提升 

我校由辅导员担任主讲的人文素质选修课开

课以来，已有 900 多人次的学生选修过课程并给予

高度评价，超过 93%的参评学生表示“以后还想听

该门课”。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体会人文之美，通

晓社会发展规律，确立坚定政治立场，内化高尚道

德情操，培养良好文化修养。比如，学生通过对《职

业发展指导》课程的学习，学会如何去科学规划自

己的职业生涯；通过对《大学生行动力的培养与训

练》课程的学习，学会如何将计划付诸实践并取得

成功；通过对《校园生活心理学》课程的学习，学

会如何用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生活；通过对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身养性》课程的学习，

学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对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有益

的精神力量。 

3. 学校课程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大学文化资

源得以丰富 

我校将培养适应生态环境建设需求、具有广阔

社会责任感、具有远大抱负和国际视野，基础扎实、

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

作为培养重点，同时，我校又是具有悠久爱国主义

传统的高校，十分注重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辅导员人文素质选修课的应运

而生，正是我校人才培养理念的 

项具体实践，也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大学

育人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我校已开设的由辅

导员担任主讲的人文素质选修课数量占学校选修

课总数的 10%左右，极大地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

了校园文化。  

四、不断完善，全力构建人文选修课的

精品化格局 

1．完善课程体系 

在现有课程门类基础上，尝试开设科技与工

程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动手能力。同

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定期新开课程，稳步推进，不

断完善课程体系。 

2．编印出版教材 

由于条件所限，目前授课教师使用教材绝大

部分为校外专家的专著，未来将尝试选取重点课

程，依托教学团队，编印出版符合我校学生以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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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点的参考教材。 

3．建设精品课程     

确立建设校级——省级——国家级精品视频

公开课的三级目标，逐步打造一批品牌课程，带动

整个课程群不断提升质量。（学生处供稿）

 

课课课程程程建建建设设设图图图片片片   
 

1.人文选修课遴选试讲 

 

2.教师授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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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教学方式（课堂情景）  

 

 

 

 

 

 

 
 

4.人文素质选修课课程建设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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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中国”东北大学校园科技精英企业行社会实践总结 

 

 

 

 

                                                                                             

2013 年 7 月 21 日早， “梦想中国东北大学

校园科技精英校园行”社会实践团出发赴山东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本次活动为期五天，由东北大学

学生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东北大学三会办、学生创

新中心指导，山东招金集团资助。考察团一行 25

人，由来自科技活动、学科竞赛、科研训练等表现

优秀的学生组成。 

这次社会实践活动，选择了“梦想中国”这一

主题，真正深入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

一线单位——山东招金集团，真正的走进社会，走

进企业，将高校优势科技创新平台交流机制带入企

业，以实际行动来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坚持了解

基本国情，为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出谋划策，实

现双赢，完成个人梦与中国梦的完美结合。 

1. 实践课题 

（一）影视文化，梦回战火大金脉 

2013 年讲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黄金历史

的年代大戏《战火大金脉》在央视热播，该剧通过

刻画以淘金者为核心的一批中国社会底层人物形

象，试图把采金人的生活真实展现出来，并用探矿、

采金、淘金等过程，以艺术夸张手法，来推究中国

人的灵魂。 

社会实践团成员通过品阅《战火大金脉》，来

了解探究山东招金集团新型发展模式，作为本次社

会实践的主要目的地山东招金集团，对于这部电视

剧做了拍摄投资，“黄金文化”，“招远文化”的融

合是企业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进一步推动企业发

展的良好契机，是以多元化手段宣传推广企业文

化、企业产品，将黄金产业消费真正变为一种文化

消费，探究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新

中国大型国企走出的新型发展模式。 

（二）科技交流，校企合作创良机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黄金企业的生产状况日

新月异，厂矿单位对科技的重视和现代化设备的需

求也逐步提高。作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东北

大学充分利用科技、人才优势，在采矿、选矿、冶

炼加工、机械化生产、自动化控制等方面有丰硕的

科技成果和丰厚的以科技成果服务社会的经验。实

践团由来自东北大学优势专业的师生组成，本次社

会实践在参观黄金企业提高在校大学生现场经验，

推广实验室科技成果，创造校企合作良机等方面有

所收获。 

（三）九十华诞，基层校友促膝谈 

作为东北大学毕业生重要就业单位之一招金

集团，近年招收多位东大优秀毕业生从事基础管

理、生产等工作。本次实践活动恰逢东北大学九十

华诞，架起东大招金校友与东大在校学子的交流平

台意义更加重大。通过校友与学子的座谈交流，使

在校学生近距离了解现代企业及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和对大学生的评价，探究个人发展与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使学生更客观地规划

学业和职业；通过师兄弟的促膝长谈，表述共同的

东大情怀，为母校的更好更快发展献计献策。我们

追逐自己的梦，本身构成了“中国梦”的一块块基

石。“中国梦”的建构，又为我们放飞自己的梦想

提供了平台和土壤。当“中国梦”与个人梦同频共

振，二者都会加速绽放。 

2. 实践日志 

(一) 出征仪式 

7 月 19 日

16:00，2013 年东

北大学学生科协

赴招金集团社会

实践出征仪式在

图书馆三楼会议

室成功举行。实践

团的所有成员悉

数到场。实践团团

长王拓主持仪式。

在仪式开始前，各

实践团成员之间

进行了简单的自

我介绍，使大家对

彼此都有了一个

初步的认识和了

解并给实践团每

位成员发放本次

社会实践手册。实践团带队老师黄晓颖向所有成员

强调了实践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并仔细介绍和讲解

了相关的急救措施。最后，实践团指导单位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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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主任张立志老师向实践团成员介绍了山东、

招金集团的一些情况并做最后动员。 

本次出征仪式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它不但使

实践团全体成员明确了自己在这次社会实践的工

作和职责，而且使每个成员都感受到这是一次充满

挑战和意义的社会实践。2013 年东北大学学生科协

赴山东招金集团社会实践团，我们蓄势待发！ 

(二) 校企合作 

1. 参观生产线 

实践团一行于 7 月 22 日上午来到了招金集团

下属的夏甸金矿。夏甸金矿是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也是东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实践

团先后接受了安全教育、参观夏甸金矿黄金生产线

的监控调度中心、金矿 625 井下参观考察、黄金生

产选矿生产车间参观考察。在参观过程中，调度员

为我们讲解了夏甸金矿的生产现状及黄金生产的

流程，使我们对金矿的开采及黄金的生产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夏甸金矿党支部庄书记带领下我们井下

参观学习，井下艰苦的条件让我们感叹，工作人员

的敬业让我们钦佩。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暂停作业

的大型工程机械面前，展开了我们此行最重要的工

作，对之进行详细地研究，以便之后与招金集团进

行更密切的合作。我们一边对工程机械进行研究拍

照，主任一边给我们讲解。主任强调，因为像这种

大型的工程机械都是进口的，所以目前招金最缺的

是对这种机械进行维护的人才。 

2.机器人交流会 

下午的机器人交流会上丛德宏老师作为东北

大学机器人Action机器人队的带队老师，就Action

机器人队的发展历史和个人职业生涯作了简短的

介绍，然后由邹伟建和李卫东同学分别从控制和机

械两个方面来阐述我们团队目前拥有的控制技术

和机构设计能力。矿区的领导很认真地听了我们的

演讲，然后就目前矿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们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有一个矿区负责人提到他们现在矿

区从国外购入的一台机器人，用来矿井挖矿之用，

功能特别好，但是唯一存在的缺点就是机器人的工

作刀头需要手动切换，这样给整个采矿工作带来了

一些麻烦，希望机器人可以是自动切换刀头提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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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还有就是在选矿的工艺过程中的药水配料

的控制问题，目前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在选矿过程中

加入特定比例配量的药水，而现在都是手工根据经

验来配置的，他们也是希望可以在药水注入这一环

节能够提高到自动化的程度。 

丛老师针对各个矿区的负责人提出的目前存

在的一些问题也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在这一环

节的互动过程中，不仅让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到采

矿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让我们看到招金集团

善于发现问题和渴望解决问题的决心。也希望我们

的互动能对他们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最后

是夏甸金矿的负责人针对人才资源方面发表了自

己的一点看法，他表示目前像他们这样的采矿企业

需要更多专业人才的加入，他们在具备基本专业知

识的前提下，要能对目前矿区的大型设备有所了

解，也是希望东北大学在采矿专业的相关课程上能

有所改革，为企业培养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新世

纪人才。创新中心王处长就此事做出了积极的回

应，表示东北大学会考虑招金的良言美策，就课程

改革问题落实到实处，并希望与招金集团的长期合

作。 

交流会在几个小时的激烈交流后完满结束了，

对于招金的谦虚好学的精神，我们也受益匪浅，无

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应该都是这样，敏而好学，不

耻下问。 

(三) 企业文化交流 

22 日，实践团与招金集团企业品牌与战略部

领导和相关负责人就企业文化做了深入交流。张

瑾、赵腾、孙伟铭同学分别以“回首大金脉”、“品

读大金脉”、“崛起大金脉”为题，与在座人员一

起回顾了电视连续剧《战火大金脉》，并对这部剧

进行了深度剖析。这部剧的播出最终目的还是对

于文化的宣传，文化效应是本次影视文化组对影视

剧进行赏析的重点。赵腾同学从六个关键词：影视，

文化；经济，影响；推广，品牌，在突破传统，影

视小镇和招金文化三个方面上做了总结和升华。孙

伟铭同学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对于进一步推广

影视文化的介绍，分别是：特色招远、文化宣传、

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影视文化和文化多元化多角

度发展，并通过影视文化的群众性、时代性、民族

性、国际性与商业性提出对招金集团下一步影视发

展的建议。 

同学们充分的准备、专业的剖析、独到的观点、

合理的建议得到了集团成员的高度认可和赞赏。 

(四) 校友访谈 

2013 年是东北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东大在校师

生和招远东大人聚到了一起，同过学生们策划的一

个个交流环节，进一步抒发了爱校情感，并以共同

培育“成长之树”的形式为母校献礼。交流活动中，

同学们播放了自制校庆献礼的 MTV《有梦的翅膀》，

介绍东北大学的发展变化，为学长们佩戴校会、送

上祝福；学长们审阅了同学们的成长简历，为大家

在校期间的学习、工作提出建议，并就他们在大学

及工作岗位后的经历，和学生分享他们的人生感

悟。接下来，所有与会校友、老师、同学一起在梦

想之树上印上那些年我们的掌印，梦想之树连接着

招金集团和东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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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将永远充满生机活力。最后，校友、老师同实

践团学生一起录制了对母校生日的祝福视频。更有

各地的方言版。（“愿母校，积历史之厚蕴，宏图更

展！再谱华章!”）。 

3. 总结 

经过这次山东之行，在理论成果上，通过实地

考察，现场调研，广泛接触，了解问题，解决问题，

探索建立校企合作新机制，将高校科技创新成果推

广到生产一线，将生产一线遇到的技术难题，把解

决方案投向高校，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科研平台，

真正将产、学、研结合起来。探究出现代企业多元

化发展新趋势，紧跟时代潮流，利用新媒体、新理

念从生活、生产多方面宣传企业文化与企业产品，

从点到面，“影视文化交流组”着力通过对《战火大

金脉》的品读赏析，以及从中对影视文化的深层次

挖掘来展现影视与文化之间的深度关系，展示东大

学子良好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及思想高

度。本次实践活动恰逢东北大学九十华诞，架起东

大招金校友与东大在校学子的交流平台意义。通过

与山东招金集团工作优秀的校友交流，使在校学生

近距离了解现代企业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对大学

生的评价，使学生更客观地规划学业和职业，了解

校友们的奋斗故事以及在当今社会企业需要哪些方

面的人才，针对这些需求，反思大学生自身有哪些

不足，从而做到使大学生活可以更加充实且有意义，

别且将所学知识与社会接轨。 

“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通过开展这次社

会实践活动，使我们开始真正的了解社会，开阔了

视野，增长了才干，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清了自

己的位置，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对自身价值能够进

行客观评价。这无形中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

定位，增强了我奋力学习的信心和毅力。我们是大

学生，即将走上社会，更应该提早走进社会、认识

社会、适应社会。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在短短几天的实践活动

中，队员们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完成实践课题，并

出色的赢得了山东招金集团的一致好评。“我没想到

现在的大学生可以把问题分析的这么到位，剖析对

的如此深刻”山东招金集团银楼负责人说。我们把

东大人“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精神带进了实践

中，把东大人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体现得

淋漓尽致。在山东招金集团员工心底留下了很好的

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在掌握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真正的走上社会，将其融会贯通。这才是

当代合格大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与基本能力。

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走向社会参加实

践，体验生活，了解城乡差别，感受贫富差距；在

与人民群众的接触、了解、交流中受到真切地感染

和体验，从活生生的典型事例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

启发，使思想得到升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

加强，有利于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转化和拓展，增

强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七月，我们走进

火热社会，用汗和泪谱写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这

是爱的奉献，这是我们的无悔选择。七月，我们撒

播希望，同时拥抱丰收，就如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

我们的暑期社会实践曙光也给我们的大学生活留下

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4. 感谢 

本次社会实践受到了山东招金集团的资助，受

到了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社会实践团对招金集团表示衷心感谢！同

时，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得到了东北大学三会办李鹤

主任、学生创新中心张立志主任、学生创新中心王

刚主任、学生创新中心科普部部长黄晓颖老师等几

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为本次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开

展提供了有效帮助，在此，我们实践团对各位老师

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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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 “中国梦”之海外留学生归国自主创业情况调查 

 

 

 

                                                                                                

一、实践目的 

    了解大连高新创业园对海归学者回国自主创

业的优惠政策和各企业的发展情况，探索优秀创业

者的成功之道，咨询成功创业人对大学生创业的建

议，邀请高新区的成功企业者来东大举办创业成功

经验传授会，并邀请优秀企业来东大参加双选会，

为本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二、实践活动时间 

     2013 年 6 月 21 日-2013 年 6 月 25 日 

三、实践活动地点 

大连海外学子创业园 

四、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学生指导服务中心 张小诗老师 

带队老师：学生指导服务中心 于浩老师 

队    长：职业发展协会会长  魏文飞 

队    员：朱芳 

          杨一彤 

          申廷勇 

          王成敏 

五、实践地简介 

1. 简介 

大连海外学子创业园成立于 2000 年，是大连

市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为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

而设立的专业孵化器，是大连高新区、大连乃至中

国最有活力的海外学子集中地。 

创业园坐落在大连高新区的核心功能区内，依

山傍海，风景秀丽、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大

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十几

所国家级重点学府怀抱其间，为其发展提供充足的

人才储备和科技支撑。 

创业园着力提升服务功能，打造精品创业基

地，不断深化包括场地、资金、人才、市场、技术、

信息、政策、培训、中介、商务十大特色服务。建

设大连国家软件技术公共测试平台，为软件及外包

服务业企业提供全面地技术服务；连续举办十二届 

“中国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搭建了高端人才引

进的国际交流平台；实施“海创工程”为高端人才

的落户提供了资金、场地、人才、项目等全方位的

保证。依托大连高新区，创业园以优惠的政策、充

足的资金、完备的基础设施、先进的服务体系和多

渠道的市场信息为入驻企业提供优质的孵化服务。 

2. 园区发展 

目前，大连海外学子创业园还建成了海外学子

产业园、创意孵化园、海外学子创业大厦等各类孵

化器，以满足不同类型创业企业的发展需要。创业

园场地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累计孵化企业 931 家，

在孵企业 371 家。 

创业园被中组部、中宣部、科技部、人事部、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国家部委认定为“海外高层

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被科技部、教育部、人事

部列为“首批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示范建设试点

基地”、 被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授予“‘春晖

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基地”、被中宣部等六

部委联合授予“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工作单

位”光荣称号、被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授予“中

国青年留学人员创业基地”。 

创业园致力于整合各种资源要素，以寻找机

会，解决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存在的不同问题，创造

更新更大的价值，做创业企业成长的引领者和园区

产业发展的促进者。 

3. 其他 

大连高新区是大连市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最

集中的区域。区内汇集着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

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 11 所高等院校和中科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 40 余所科研机构，拥有 20 名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可为企业发展提供

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大连海外学子创业园（大连海创园）坐落于大

连高新区的核心功能区内，是为海外留学人员归国

创业而设立的专业孵化器。目前，已形成海外学子

创业园、海外学子产业园、创意孵化园、软件加速

器、科技孵化器、海创孵化器等为主体的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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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的孵化格局，以满足不同类型创业企业的发

展需要。 

大连海创园对于符合条件的入驻企业在注册

时给予以下支持鼓励政策： 

房租减免。对新入驻创业园的留学人员企业，

凡是签订三年以上入驻合同的，经审核两年内免费

提供 100 平方米办公场地。 

工商、税务一站式服务。由专业中介机构免费

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相关业务。 

除此之外，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海创园还将给

予“海创工程”政策扶持，企业税收减免政策，个

人奖励政策，资金扶持政策，专项扶持政策，中小

企业补贴，专利、著作权补贴，培训补贴，以及类

如场地服务、资金服务、人才服务、市场服务等海

创园的特色服务，以支持企业发展。 

4. 孵化企业 

“孵化企业”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企业注册地及工作场所必须在科技园的

工作场地内； 

（二）属新注册企业或申请进入科技园前企业

成立时间不超过 3年； 

  （三）企业在科技园内孵化的时间不超过 3年； 

（四）企业注册资金不超过 500 万元； 

（五）属迁入企业的，上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200 万元； 

（六）企业租用科技园内孵化场地面积不高于

1000 平方米； 

（七）企业从事研究、开发、生产的项目或产

品应属于科学技术部等部门印发的《中国高新技术

产品目录》范围，且《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范

围内项目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业务取得的收

入应占企业年收入的 50％以上。 

“孵化服务”是指为孵化企业提供的属于营

业税“服务业”税目中“代理业”、“租赁业”和

“其他服务业”中的咨询和技术服务范围内的服

务。 

六、实践内容 

本实践团全员于 6月 21 日早晨 6：00 从东北大

学出发前往沈阳北站乘坐火车前往大连，于当日中

午 13:30 到达目的地。14:00 顺利入住距实践地不

远位于黑石礁的一军事招待所，当日下午及晚上全

体成员为第二天的访问工作进行最后的分工演练，

以确保访问考察过程中不会出现差错。 

   6 月 22 日上午 8:30 全员从宾馆出发，乘坐公交

车前往大连市甘井子区高新技术园区火炬路开始

了第一天的访问。 

 

创业园的政府管理部门位于大厦的第 5 楼，一

下电梯，人力资源部的姐姐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紧

接着五六个高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亦十分热情的

把我们迎进了贵宾接待室，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次采

访任务开始了。 

   人社局徐部长给首先介绍了创业园的大体情

况，加上之后的提问环节，我们对创业园的情况有

了更进一步了解。从国家政策来说，国家鼓励高校

毕业生创业，尤其是海外留学人士回国创业，并为

他们提供了很多优厚的政策和福利，比如说国内高

校毕业生毕业两年内可以享受免税政策，在大连高

新区，政府为创业者起步阶段提供免费场地，免税，

设置奖励基金政策，鼓励广大海外人士回国创业。

尽管有如此优厚的政策条件和物质条件，创业成功

的比例并不高，甚至很低，徐部长分析说，30 岁—40

岁创业成功率较高，这个年龄段的人对自己的人生

已经有了很准确的认识，并且也有足够的精力去投

入。大连高新区创业者都是海外归国人士，都有很

丰富的社会经验 和技术能力，在国外也接受了很

好的教育，吸收了国外企业很好的管理经验，并且

他们自己心中也很清楚自己的自身条件，觉得自己

有能力回国创业。但即使如此，创业者成功率依然

不高，徐部长根据高新区成功者的经历给出几点建

议，创业方向主要是科技产业，因为只是一个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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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也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市场更新快，需

求量大，群众接受面广。专业项目要有宏观的把握；

尽可能的利用一切资源，一切政策；资金筹措方面，

创业不要怕没钱，只要有好的想法就会有天使投资

人给你做投资；产品定位要准确，时刻关注市场的

变化；公司要有正规化的管理。当被请求到对在校

大学生的给几个好的建议时，徐部长说：大学生不

要仅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学的东西不一定好用，

学的东西都是最最基础的东西，鼓励在校大学生走

出校园接触社会，培养自己的闯劲，培养自己的思

维。 

    

    

    

 

 

 

英特工程仿真技术有限公司，是一个国际型的

工程仿真软件研发公司和仿真技术咨询服务公司。

公司的宗旨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解决方案

和技术咨询服务。INTESIM 产品 INTESIM-Platform

是一款优秀的工程多物理场仿真及优化技术平台，

拥有强大的多场耦合仿真功能。目前公司已经拥有

了包括 INTESIM-Platform 等 9 项软件产品著作权

和 2项发明专利，2010 年获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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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基金立项。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一汽集团等先后成为INTESIM的用户。

公司的老总是一个典型的有梦想的人，在日本读完

博士后在美国工作了 9年，在美国有好的工作，好

的收入，好的条件，但是他不甘于现状。他说道，

他曾在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工作，做一名技术员，

干着自己擅长的工作，拿着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

但是他说他能看到他之后十年的生活状况，也就是

他身边老一辈的技术工作人员们。他不愿自自己以

后的人生也像他们一样，所以就毅然决然地回国自

己创业，经过了数年的不懈努力，如今取得的骄人

的成绩。当我们向他发出邀请来东北大学参加双选

会时，他爽快的答应的，说是早就有想法来我校做

一场专场招聘。并且愿意在我校学生举办一场创业

交流会，十分愿意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创业心得。 

 

 

英特工程仿真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给我们展示了该公司的世界领先级的产品 

 

 

成功感悟一：堂堂男儿不应满足于现状，要有一个

拼搏进取的心，用自己的梦想鞭策自己，用自己的

努力磨练自己。 

大连英极软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徐跃平，毕业于日本国立千叶大学，硕

士研究生。2000 年，创立了英极软件开发（大连）

有限公司，公司坐落于中国北方最为开放、最具活

力的港口城市--"北方明珠"大连，并地处于大连国

家级新技术产业园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

然和人文环境，雄厚的人才基础，政府的积极支持

和国内先进的软件园区，为英极软件开发（大连）

有限公司发展软件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英极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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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 INTERNET 的

大型应用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的高科技企业。项目

主要涉及证券、外汇、期货、电子银行、个人信贷

等金融系统，金融门户网站，财务系统，邮件系统，

大型门户网站，手机游戏，GOLF 俱乐部系统等各个

领域；另有财务处理中心，呼叫中心（Call Center），

IT 支持（及运营中心），人力资源外包等 BPO 合作

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国际

化的管理体制，先进的人才战略方针，富有激情与

创造力的领导团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有识之

士。经过六年的发展，公司现有员工 200 多人，他

们 都 是 Java/C/C++/Perl/PHP ，

Unix/Linux/Windows/Mac 等领域五年以上经验的

技术专家，技术水平居国际前端，行业开发经验丰

富，出口创汇从最初的 110 万人民币增加到 5000

万人民币，成为对日外包行业中的佼佼者。2006 年

5 月，上海分公司成立。英极软件开发（大连）有

限公司，作为中国 IT 界的行业新秀，正以其全新

的姿态飞速发展，倍受世人瞩目。我们坚信，立足

于中国大连这个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和对日

外包中心，英极软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将会成

为国际一流的软件开发与国际合作基地！ 

英极软件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徐跃平先生是

东大校友，但是不巧的是当天他去日本出差了，没

能见到学长。副董事长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亲自

为我们递上一瓶冰糖雪梨饮料。副董事把我们领进

会客室，给我们讲起了老校友的发家史。大致情况

是，徐学长从东大毕业后去了日本留学，并在日本

结实很很多朋友，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关系网络，拥

有很多合作伙伴，英极软件主要是做外包，客户都

是日本企业。副董事长阿姨还特意请来了人力资源

总监曲楠楠姐姐为我们讲解关于面试的一些技巧。

曲姐姐讲道：招聘的第一条件是要看应聘者的实践

能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面试的时候要像面

试官展示出真诚的态度，不要抱着来试一试的态

度，那样谁都不会要你，企业要你是因为觉得你能

为企业做出贡献。对于毕业生就业首先要选好企

业，在面试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多看看面

试指南，多练练英语口语，选择工作不要在意起薪

是多少，工作前几年一定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和目

标，进企业多多学习，只要能力好，薪水自然会涨

上去的。当我问到考研是否对软件工程学生有太大

的益处时，曲姐姐回答我说，有备无患，现在用不

着没准以后什么时候就用上了，还提醒我要好好利

用在学校的时间，多注重语言的学习，养成严谨积

极认真的态度。 

 

      

 

成功感悟二：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过硬的技能来

源于千百次磨练；树立优秀人格，广泛交友，为成

功铺路；不好高骛远，应着眼于当下，做好手头该

做的事情。 

本次走访的各家企业在此就不一一列出，但是

创业工坊绝对是不可省略的。创业工坊是由大连市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联合天使投资人、中介服务

机构共同打造的创新创业服务新平台，主要致力于

项目早期投资并提供全方位创业服务，旨在培育高

科技企业和企业家。创业工坊目前由创业工坊咖啡

厅、创业工坊工作间、创业工坊技术平台组成，为

早期创业者提供天使投资、创业辅导、项目合作、

技术交流等“一站式”创业孵化服务。 

创业工坊在政府支持下，由大连市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主导，针对创业者通常面临的缺少创业

和管理经验、启动资金欠缺、难以吸引优秀技术人

才等困难，通过整合政策环境、技术、营销和服务

资源，并协助引入天使投资，充分实现各项资源的

有效配置，激发创业团队及企业创新活力，促进产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站式投资孵化平台 

创业工坊可为创业企业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

和条件，帮助创业者进行初期创业项目辅导孵化并

提供整合“一站式”服务。包括办公场地，物业管

理，财税服务，人力资源，法律咨询以及股权融资

对接和创业咨询辅导等服务，整合天使资金、创意

项目、创业者资源，创造价值企业等。目前，创业

工坊已建成国家软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创意设计

技术服务平台，建立了由奥远投资发起设立的“创

业工坊基金”，完善充实了创业导师队伍。创业工

坊是天使投资人寻找项目、创业者寻找创业帮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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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梦想的舞台，是大连创新创业思想最活跃、最具

创新活力的人才项目聚集地。（学生指导服务中心

供稿）

 

 

 

 

新出台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文件列表 

学校名称 文件名称 文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2013年校园科普立项

工作指导意见 

东大团发

[2013]6号 

团委、学生创

新中心 
2013年3月 

东北大学 

关于第六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

果的通知 

东大学创字

[2013]1号 
学生创新中心 2013年6月 

东北大学 

关于举办第九届“挑战杯”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东北大学

校内选拔赛的通知 

东大团发

[2013]19号 

团委、学生创

新中心 
2013年10月 

东北大学 

关于开展东北大学第一期“”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

报工作的通知 

 学生创新中心 2013年12月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第二部分 文化素质课程建设 

 

                                               

东北大学 2013 年人文选修课目录 

新开人文选修课介绍 

数码摄影及欣赏课程介绍 

宋代文艺作品赏析课程介绍 

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课程介绍 

批判性思维课程介绍 

现代成功学课程介绍 

二十四史精读课程介绍 

大学生法律维权课程介绍 

生活与哲学课程介绍 

学生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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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2013 年人文选修课目录 

 

东北大学 2013 年春季人文选修课目录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1 世界美术史及欣赏 32 郑茂 讲师 150 

2 版画艺术及欣赏 32 张璐璐 讲师 147 

3 交响音乐欣赏 32 张丽娜 副教授 90 

4 舞蹈（特招） 128 关静姝 编舞 30 

5 外国音乐史及欣赏 32 彭永启 教授 90 

6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陈秉义 教授 69 

7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原媛 讲师 90 

8 爵士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曹洋 教授 90 

9 中西器乐名著赏析 32 魏艳 教授 77 

10 合唱艺术（特招） 128 程明秦 国家一级指挥 30 

11 书法 32 朱利 教授 90 

12 中国画山水花鸟画临摹 32 郑宗秀 副教授 39 

13 体育舞蹈 1（特招） 128 张士文 副教授 30 

14 体育舞蹈 2（特招） 128 张士文 副教授 30 

15 首饰艺术 32 朱恩静 副教授 149 

16 宝石鉴赏 32 关子川 副教授 170 

17 中国民族管弦乐赏析 32 吴宪 国家一级演奏员 24 

18 校园拉丁舞 32 梁青 副教授 30 

19 大学语文 32 张红星 教授 76 

20 文学名著欣赏 32 杨蕾 副教授 120 

21 散文欣赏与写作 32 孙洪海 主编 126 

22 世界建筑及欣赏 32 刘晓红 副教授 150 

23 民间工艺欣赏 32 王顺 副教授 150 

24 流行歌曲赏析 32 胡杰 副教授 90 

25 油画名作欣赏 32 史万兵 教授 114 

26 中国绳结艺术 32 高丽南 工程师 40 

27 漫画入门 32 杨建春 研究员 100 

28 话剧表演（特招） 128 刘若云 国家一级编剧 30 

29 国学基础 32 毕宝魁 教授 150 

30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 32 周淼 讲师 30 

31 媒介素养与视觉传达 32 杨薇薇 助理研究员 200 

32 健康街舞（特招） 128 高大鲲 助教 30 

33 流行街舞（特招） 128 高大鲲 助教 30 

34 FLASH 动画设计及制作 32 高路 助教 120 

35 校园交际舞 32 梁青 副教授 30 

36 拉丁舞 32 梁青 副教授 30 

37 大学音乐鉴赏 32 魏艳 教授 81 

38 影视艺术的审美文化 32 霍楷 讲师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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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39 集邮艺术欣赏 32 王彩云 副教授 150 

40 钢琴演奏基础 32 黄岑 副教授 20 

41 摄影的技术美与艺术美 32 霍楷 讲师 170 

42 中外文学名著赏析 32 韩天佳 教授 120 

43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特招） 64 王峰 讲师 40 

44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特招） 64 周淼 讲师 30 

45 歌曲伴奏 32 陈光 讲师 20 

46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 32 王峰 讲师 39 

47 世界陶瓷工艺研究与艺术欣赏 32 王峰 讲师 174 

48 中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韩天佳 教授 160 

49 外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韩天佳 教授 160 

50 计算机 DIY 与维护 32 焦明海 副教授 60 

51 数学建模与实验 1 32 宋叔尼 教授 61 

52 综合电子技术实验 32 李大宇 讲师 70 

53 程序设计技术 32 赵长宽 讲师 120 

54 数码照片 Photoshop 处理技术 32 李封;李婕 讲师 121 

55 便携电子产品应用设计 32 徐彬;张昱 讲师 120 

56 大学生程序设计编程基础 32 刘小锋 助理工程师 120 

57 premiere 视频编辑与特效制作 32 薛丽芳;李凤云 讲师 120 

58 创业教育与实践 32 王刚;贾建峰;等 副教授 39 

59 现代管理方法（一） 32 钟磊钢 副教授 103 

60 易学与中国管理艺术 32 孙新波 副教授 168 

61 中国传统文化 32 张红星 教授 200 

62 艺术导论 32 张红星 教授 36 

63 健康心理学 32 黄津芳;卢乐萍 主任医师 120 

64 企业文化（人文） 32 王宝森 副教授 66 

65 健身瑜伽 32 程丽华 副教授 31 

66 体育礼仪-啦啦操（特招） 128 丑丽萍;李迪 教授 30 

67 礼仪健身舞蹈（特招） 128 杨波 副教授 30 

68 大众健美操 32 杨波 副教授 30 

69 舞狮(特招) 128 姚连涛 副教授 30 

70 涉外交往与异国风情 32 李正鸿 副教授 200 

71 游泳 1（男生班） 32 王震 助教 30 

72 游泳 2（男生班） 32 王震 助教 30 

73 游泳 3（男生班） 32 解欣 讲师 30 

74 游泳 4（男生班） 32 程明 副教授 30 

75 游泳 5（男生班） 32 解欣 讲师 30 

76 游泳 6（男生班） 32 程明 副教授 30 

77 游泳 7（女生班） 32 李一良 助教 29 

78 游泳 8（女生班） 32 李一良 助教 30 

79 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 32 沈晓波 讲师 120 

 



| 2013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34 

续表二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80 时尚搏击操 32 刘和臣 副教授 30 

81 中国传统太极拳 32 刘和臣 副教授 30 

82 定向运动 32 贾海波 讲师 50 

83 游泳 9(初级班) 32 丑丽萍 教授 29 

84 游泳 10(初级班) 32 丑丽萍 教授 30 

85 管理心理学 32 王宝森 副教授 170 

86 创造性思维与技能 32 罗玲玲;吴俊杰 教授 120 

87 橄榄球 32 任可 讲师 50 

88 英美报刊文章选读 32 David 外教 30 

89 企业哲学 32 胡振亚 讲师 77 

90 技巧啦啦操（特招） 128 丑丽萍 教授 30 

91 奥运赏析 32 孙玉宁 讲师 119 

92 足球裁判法 32 金刚 讲师 111 

93 英语演讲（基础班） 32 高志英 副教授 20 

94 英语演讲（提高班） 32 刘红 讲师 20 

95 大学生能力拓展指导 32 黄晓颖;张哲;等 讲师 118 

96 时尚健身课 32 杨波 副教授 30 

97 瑜珈舞蹈 32 程丽华 副教授 30 

98 大学生“行动力”的培养 32 李瑞奇;王一;等 助教 120 

99 职业发展指导 32 王辉;齐丽;等 教授 120 

100 校园生活心理学(二) 32 陈阳;程美华 讲师 102 

101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身养性 32 马天威;韩磊;等 副教授 46 

102 宋代文艺作品赏析 32 汤常鸣 助教 75 

103 英语影视工作坊 32 姜雪;刘红 讲师 25 

104 英语语音实践 32 王祁 副教授 30 

105 日本简史 32 沈峰满 教授  55 

106 日本文化特别讲座 32 顾宁 讲师 160 

107 京剧入门与鉴赏 32 李晨 助教 85 

108 社交礼仪 32 杨桂香 副教授 120 

109 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 32 张杨 讲师 160 

110 数码摄影及欣赏 32 于丹 讲师 120 

111 民族音乐赏析 32 李放 讲师 90 

112 人文知识讲座 32 朱利;张红星;等 教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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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2013 年秋季人文选修课目录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1 世界美术史及欣赏 32 郑茂 讲师 108 

2 版画艺术及欣赏 32 张璐璐 讲师 112 

3 交响音乐欣赏 32 张丽娜 副教授 91 

4 舞蹈（特招） 128 关静姝 编舞 30 

5 外国音乐史及欣赏 32 彭永启 教授 90 

6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陈秉义 教授 89 

7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原媛 讲师 90 

8 爵士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曹洋 教授 90 

9 合唱艺术（特招） 128 程明秦 国家一级指挥 30 

10 书法 32 朱利 教授 91 

11 中国画山水花鸟画临摹 32 郑宗秀 教授 40 

12 体育舞蹈 2（特招） 128 张士文 副教授 30 

13 体育舞蹈 2（特招） 128 张士文 副教授 30 

14 首饰艺术 32 朱恩静 副教授 150 

15 宝石鉴赏 32 关子川 副教授 152 

16 大学语文 32 张红星 教授 62 

17 文学名著欣赏 32 杨蕾 副教授 121 

18 世界建筑及欣赏 32 刘晓红 副教授 152 

19 民间工艺欣赏 32 王顺 副教授 150 

20 流行歌曲赏析 32 胡杰 副教授 89 

21 中国绳结艺术 32 高丽南 工程师 41 

22 漫画入门 32 杨建春 研究员 100 

23 话剧表演（特招） 128 刘若云 国家一级编剧 30 

24 国学基础 32 毕宝魁 教授 151 

25 健康街舞（特招） 128 高大鲲 教授 30 

26 流行街舞（特招） 128 高大鲲 助教 30 

27 校园交际舞 32 梁青 副教授 31 

28 拉丁舞 32 梁青 副教授 30 

29 影视艺术的审美文化 32 霍楷 讲师 151 

30 集邮艺术欣赏 32 王彩云 副教授 150 

31 钢琴演奏基础 32 黄岑 副教授 20 

32 摄影的技术美与艺术美 32 霍楷 讲师 151 

33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特招） 64 王峰 讲师 30 

34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特招） 64 周淼 讲师 30 

35 校园拉丁舞 32 梁青 副教授 30 

36 钢琴名著欣赏 32 黄岑 副教授 78 

37 歌曲伴奏 32 陈光 讲师 20 

38 中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韩天佳 教授 108 

39 外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韩天佳 教授 56 

40 计算机 DIY 与维护 32 焦明海 副教授 60 

41 数学建模与实验 1 32 宋叔尼 教授 182 



| 2013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36 

续表一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42 竞赛机器人设计与制作 32 丛德宏 副教授 119 

43 大学生智能车设计基础 32 闻时光 讲师 120 

44 程序设计技术 32 赵长宽 讲师 116 

45 数码照片 Photoshop 处理技术 32 李封;李婕 讲师 124 

46 便携电子产品应用设计 32 徐彬;张昱 讲师 103 

47 大学生程序设计编程基础 32 刘小锋 助理工程师 117 

48 premiere 视频编辑与特效制作 32 薛丽芳;李凤云 讲师 121 

49 创业设计与实践 32 王刚;贾建峰;等 副教授 94 

50 易学与中国管理艺术 32 孙新波 副教授 150 

51 企业文化（人文） 32 王宝森 副教授 73 

52 健身瑜伽 32 程丽华 副教授 30 

53 日本文化特别讲座 32 顾宁 讲师 124 

54 体育礼仪-啦啦操 128 丑丽萍;李迪 教授 30 

55 礼仪健身舞蹈（特招） 128 杨波 副教授 30 

56 大众健美操 32 杨波 副教授 30 

57 舞狮(特招) 128 姚连涛 副教授 30 

58 游泳 1（男生班） 32 解欣 讲师 31 

59 游泳 2（男生班） 32 解欣 讲师 30 

60 游泳 3（男生班） 32 王震 助教 30 

61 游泳 4（男生班） 32 王震 助教 30 

62 游泳 5（女生班） 32 李一良 助教 31 

63 游泳 6（女生班） 32 李一良 助教 33 

64 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 32 郑兴燕 助教 108 

65 时尚搏击操 32 刘和臣 副教授 28 

66 中国传统太极拳 32 刘和臣 副教授 30 

67 定向运动 32 贾海波 讲师 30 

68 游泳 7(初级班) 32 丑丽萍 教授 31 

69 游泳 8(初级班) 32 丑丽萍 教授 31 

70 管理心理学 32 王宝森 副教授 145 

71 橄榄球 32 任可 讲师 30 

72 时尚健身课 32 杨波 副教授 30 

73 中日文化比较 32 王秋菊;沈峰满 教授 84 

74 英美报刊文章选读 32 David 外教 29 

75 技巧啦啦操（特招） 128 丑丽萍 教授 30 

76 奥运赏析 32 孙玉宁 讲师 30 

77 足球裁判法 32 金刚 讲师 30 

78 瑜珈舞蹈 32 程丽华 副教授 30 

79 大学生能力拓展指导 32 王一;林楠;等 助教 65 

80 英语口译入门 32 王婷 讲师 30 

81 校园生活心理学(一) 32 张哲;武琳;等 讲师 119 

82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 32 赵越;初青松;贺翔 副教授 44 

83 二十四史精读 32 张红星 教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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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84 国画赏析 32 许身玉 副教授 50 

85 普通心理学 32 葛桂荣 副教授 151 

86 社会心理学 32 葛桂荣 副教授 151 

87 网球 32 姜晓宏 副教授 21 

88 中国民族管弦乐赏析 32 吴宪 国家一级演奏员 61 

89 综合电子技术实验 32 李大宇 讲师 117 

90 创造性思维与技能 32 罗玲玲;吴俊杰 教授 93 

91 工程技术创新方法 1 32 赵新军 副教授 55 

92 现代管理方法（一） 32 钟磊钢 副教授 88 

93 大学音乐鉴赏 32 杨馥嫚 助教 64 

94 民族音乐赏析 32 李放 讲师 81 

95 企业哲学 32 胡振亚 讲师 106 

96 英语演讲（基础班) 32 高志英 副教授 19 

97 英语演讲（提高班) 32 刘红 讲师 21 

98 现代成功学 32 
闻邦椿;任朝晖;

刘树英 
教授 71 

99 批判性思维 32 赵兴宏;赵亮 教授 118 

100 乒乓球 1 32 程明 副教授 30 

101 乒乓球 2 32 程明 副教授 30 

102 羽毛球 1 32 张锐锋 教授 30 

103 羽毛球 2 32 张锐锋 教授 30 

104 生活与哲学 32 蔡雪娇 助教 96 

105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 32 赵丽娜;金英 讲师 110 

106 拳击 32 逄锐 助教 29 

107 大学生法律维权 32 李小禾 助教 77 

108 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 32 林楠;闫研;等 助教 63 

109 波兰语 32 Adam 外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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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人文选修课介绍 

 

 
数码摄影及欣赏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数码摄影及欣赏 

课程编号：300000091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于丹，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油画专业，硕士，现为东北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讲师。

2004 年成立个人摄影工作室。油画和摄影作品多次获奖，对摄影和绘画有多年的实践和教学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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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艺术概论》 夏放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摄影作品研究》韦彰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摄影思维与艺术》赵增锴 林承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课程简介： 通过开设该门课程，使学生了解摄影的发展历史和前景，了解摄影的基本分类和各主要流派
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提高对摄影艺术的鉴赏能力。旨在通过对大量摄影作品的赏析，让

学生不但了解摄影历史更了解当代摄影的现状和数码技术的应用。使学生们开阔文化视野，

培养创新思维，提高美学修养，陶冶高尚情操。尤其对理工科为主的多学科学生的审美修养

和艺术文化提升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教学说明： 本选修课程分为教师授课模块、作品欣赏模块、课堂讨论模块、现场点评模块和论文写作模

块。围绕课程的设置，由教师系统地介绍了数码摄影的基本理论和技能。主要内容包括摄影

必备器材的结构、功能，聚焦方法、景深的调节技术，正确曝光和测光的重要性和技巧，光

线在摄影中的作用和运用技术，摄影构图的基本原理、构图基本程序和常见的构图形式。摄

影的基本分类和各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通过对大量摄影作品的赏析，了解摄影

历史更了解当代摄影的现状和数码技术的应用。由学生欣赏、讨论、点评摄影作品。本课程

为课堂授课，讨论课归为自学讨论和学习，10 学时。设置 4学时为自学内容，根据教学视频

学生自拟问题发言。利用多媒体教学讲解和观看录像，共计 20 学时。要求学生了解摄影的

发展历史和前景，充分认识到摄影对人类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了解摄影的基本分类和各主

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提高对摄影艺术的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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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艺作品赏析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宋代文艺作品赏析 

课程编号：300000085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汤常鸣，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现为东北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讲师。从事环境艺术设计

教学 3年，研究方向为室内空间设计、居住空间设计、艺术设计软件教学，对中国古代文化、

艺术兴趣浓厚，并多年学习和研究，在文艺作品欣赏方面颇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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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文化史》 杨惠生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 月 1 版 

课程简介：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高峰时期，而产生于宋代的文化艺术人物和作品灿若星河，其

对后世影响深远，对当今时代也有深刻的文化价值。本课从宋代诗词、绘画、书法、建筑、文

艺人物、文艺符号六个方面，讲授了产生于宋代的文艺作品欣赏角度与分析方法，并从文艺作

品的形象到内涵做由浅入深的解析，使学生通过宋代文艺作品了解宋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了解

宋代文艺作品的文化价值，并能从中体会到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以及如何将这些有价值的文

化传承后世。将宋代文艺作品赏析引入选修课教学，首先是将文艺作品时间定格在一个朝代可

以将欣赏的范围具体化，有利于学生区别了解知识时间轴，同时可以更深入更具体的了解文艺

作品本身及其内在文化内涵。本课不仅能丰富校园文化、加强学生对宋代文艺作品的学习与了

解，更能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知，促进其知识结构的完善，尤其对东北大学理工科为

主的多学科学生的审美修养和艺术文化提升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教学说明：本选修课程分为教师授课、作品欣赏、课堂讨论、作品课堂点评和作品评论写作五个内容。围

绕课程的设置，由教师讲授宋代诗词、绘画、书法、建筑、文艺人物、文艺符号、后世影响七

个方面，从文艺作品的形象到内涵做由浅入深的解析；由学生欣赏宋代文艺作品、现场讨论宋

代文化问题，并由现场学生点评，课程最终由学生撰写宋代文艺作品评价或作品后世影响论文

作为课程最终成绩考量作业。本课程为课堂授课，讨论课归为自学讨论和学习，8 学时。多媒

体教学讲解和观看作品及相关影视资料，共计 8学时。要求学生掌握宋代文艺作品的艺术特征

和美学文化，撰写结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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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 

课程编号：300000088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张扬，毕业于东北大学，硕士，现为东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讲师。研究方向为钢琴演奏，在

国内重大钢琴比赛中屡次获奖，在省内外音乐界具有一定知名度，对国内外流行音乐发展有较

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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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流行音乐之旅》 

课程简介：流行音乐是目前国际国内都十分受欢迎的音乐流派，老少皆宜，在提高人民群众音乐素养和传

承音乐文化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国内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流行音乐

因其独特的音乐特色和丰富的音乐素材其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提升。本课程主要通过

对中外流行音乐的发展与风格讲解，使学生对流行音乐这一绚丽多彩又贴近时代的艺术形式有

更为深刻的了解，激发学生对音乐艺术的兴趣与热爱，特别是流行音乐因其通俗易懂，表现生

活而更易被大众所接受，作为综合类大学的学生，从流行音乐入手接触音乐，深入了解音乐更

加容易和有所收效。通过课程的学习，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也可以间接提高校

园文化的质量，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对流行歌曲及音乐的演唱和表演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教学说明：本选修课程以教师讲授、视频及音频欣赏、课堂讨论及舞台实践为主要组成，教师通过对流行

音乐的历史发展以及风格流派的讲授，结合对不同风格音乐作品的欣赏，使学生对流行音乐的

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并且能够将学到的风格流派特点应用到平时的活动及艺术实践中，结

合学校的学生文艺活动的开展，学生可以有充分的舞台实践机会来验证所学，已达到学以致用

的目的。本课程为课堂授课，讨论课归为自学讨论和学习，6 学时。本课程设置习题课 2 学时

为自学内容，根据学生自拟问题发言。利用多媒体教学讲解和视听，共计 10 学时。要求学生

掌握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及风格，撰写论文并能应用于实践。 

 
 
 
 
 
 
 
 
 
 



                                                                               |||文化素质课程建设| 41

批判性思维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批判性思维 

课程编号：300000126 

课程性质：人文教育 

任课教师：赵兴宏，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东北大学教学名师。 

 赵亮，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学与批评理论、中国哲学、科技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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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美】保罗、埃尔德，乔苒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课程简介：本课程面向全校各专业本科生开设，适合文科、理科、工科学生选修，是各专业学生完成本科

阶段学习、深入专业领域探索的有力辅助工具，对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生活能力、社会能力具

有重要作用。该课程立足世界先进教学和研究视野，选用相关领域世界性权威教材，辅以多样

化课堂教学模式，力图在教授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本质、内涵、外延、方法基础上，培养学生形

成批判性思维习惯和能力，进而面向整个本科阶段学习和成长过程提升其逻辑思维能力、各种

写作能力、沟通交际能力、讨论辩论能力、组织协作能力、应变及解决问题能力，乃至学习和

处理知识能力、科研及论文写作能力、课题项目表述和演示能力。 

教学说明：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内容及学时：全程采用多媒体教学。通过讨论课及能力测试培养学生理论

及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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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成功学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现代成功学 

课程编号：300000508 

课程性质：人文教育 

任课教师：闻邦椿，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大学机械设计及理论研究所名誉所长,东北大学 “重大机械装

备设计与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平台”985 工程建设首席教授。 

刘淑英，东北大学机械学院教授。 

任朝晖，东北大学机械学院教授，东北大学机械设计及理论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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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成功学—兼谈做人、做事、做学问》 
课程简介：本课程作为人文选修课，以科学发展观和系统工程思想作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为基础，

详细介绍了“成功做事的一般规则”和成功做事的“十二对规则”， 以此提高学生在做人、做
事、做学问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甚至可以改变学生的命运，使之在人生奋斗的道路上取得很大

的成功。 

教学说明：为了增强学生对本门课的认知，本课程将设计 2个学时的看录像环节，加强生活中的典型示范

作用。为了使教授内容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本课程将设计 2个学时的讨论课，用于学生对上课

过程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增强学生的理解。为了增强课程的感染力、吸引力，本课程除采用互

动方式外，还将在课堂教学环节充分运用视频、案例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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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精读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二十四史精读 

课程编号：300000405 

课程性质：人文教育 

任课教师：张红星，沈阳音乐学院艺术文学系主任，东北大学客座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

省语言学会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大众音乐家协会

会员、辽宁省孔子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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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讲义；《史记》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宋景祐刻本；《三国志》清武英殿刻本；《晋

书》宋刻本；《南北朝七史》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南史》《北史》元大德刻本；《旧唐书》

宋绍兴刻本；《新唐书》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永乐大典》辑出；《新五代史》宋庆元刻本；

《宋辽金三史》元至正刻本；《元史》明洪武刻本；《明史》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清史稿》

中华书局点校本。 
课程简介：本课是学生历史教育的主要载体，可以培养学生了解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从历史人物事件中

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指导自己现实的发展。响应党和国家领导人学习历史的号召，增强综合

素质，实现全面发展。有益于增强学生就业后长远健康发展的后劲。 

教学说明：本课程为课堂教学，主要讲授内容有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朝诸史、

北朝诸史、北朝诸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元明清史、辽史、金史、

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讲课 20 学时，讨论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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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律维权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大学生法律维权 

课程编号：300000312 

课程性质：人文法律 

任课教师：李小禾，毕业于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硕士，现担任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辅导员。

多次参加辽宁省、沈阳市法学会活动，并多次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获得

法律类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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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律基础知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民法》、《婚姻法》、《合

同法》、《刑法》、《证据法》、《民事诉讼法》 
课程简介：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是目前彻底解决纠纷的必经途径。而对于法律

知识的一知半解是维权的障碍，本课程涉及婚姻法中结婚的条件和财产的分割、民法中的不当

得利和无因管理、劳动合同法中就业合同的条款及其纠纷解决途径、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和紧急

避险、证据法中证据的种类和运用、基本的民事诉讼程序等模块的学习，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

行法律知识的渗透和理解，以便学生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在维护自己

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不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教学说明：教学内容：1.《婚姻法》中结婚的条件和财产的分割； 

2.《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 
3.《劳动合同法》中就业合同的条款及其纠纷解决途径； 
4.《刑法》中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5.《证据法》中证据的种类和运用； 

6.《民事诉讼法》中基本的民事诉讼程序等。 
基本要求：1.学生能够掌握日常可能涉及到的基本法律知识； 

2.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本科程以课内学习为主，若有条件可以参加法律系组织的模拟法庭活动。自学《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学时为 2 学时。以结婚的条件和财产的分割、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证据的种类和运

用和案例分析为内容安排习题课，学时为 8学时。全部课程采用多媒体方式教学。 

 

 

 

 

 

 

 

 

 

 



                                                                               |||文化素质课程建设| 45

生活与哲学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生活与哲学 

课程编号：300000510 

课程性质：人文社科 

任课教师：蔡雪娇，哲学硕士，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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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人生”系列四套书 
课程简介：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发展，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树立和追

求崇高的理想，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教学说明：教学内容：1、哲学的概念、哲学和世界观、具体科学的关系；2、联系生活和实践，说明哲学

并不神秘；3、运用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原理，说明哲学可以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指导。 

          教学要求：1、通过学习，使学生喜欢哲学，热爱哲学，切实体会到生活需要哲学；2、使学生
认同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认同哲学是一门艺术，它可以指导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人们要想生活得有意义和有价值，就不能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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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展示 

 
1.绳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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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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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维动画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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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讲坛 

“青年·成功”讲坛 

2013 年心理讲堂目录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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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素质教育活动项目统计列表 

特色创新教育活动 

东北大学第三届大学生创业节 

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创意节 

东北大学第五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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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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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图书馆学

术报告厅

构架•博弈•融合—中美关

系与中国崛起战略分析 
丁义浩 部长 副编审 东北大学宣传部 

2 3 月 29 日 
图书馆学

术报告厅
书法艺术 朱利 教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3 4 月 12 日 
图书馆学

术报告厅
北美大学文化特点及启示 孙雷 部长 教授 东北大学组织部部长 

4 4 月 26 日 
图书馆学

术报告厅
音乐美学与音乐欣赏 魏艳 教授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5 5 月 10 日 
图书馆学

术报告厅
人是教育的对象 史万兵 教授 博导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6 5 月 17 日 
图书馆学

术报告厅
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创新 杜宝贵

副院长 教授 

博导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7 9 月 6 日 
学生活动

中心 214

沈阳市历史名城保护体系

研究 
张晓云 副院长  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

8 9 月 27 日 
学生活动

中心 214

《行为规范的经典——<

弟子规>》 
窦胜功 教授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9 10月11日 
学生活动

中心 214
宇宙学的发展历史 李楠 副教授  东北大学理学院 

10 10月 25日 
学生活动

中心 214
重在执行 孙萍 

副院长 教授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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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院李楠主讲：宇宙学的发展历史 

孙雷主讲：北美大学文化特点及启示 孙萍主讲：重在执行 

魏艳主讲：音乐美学与音乐欣赏 朱利主讲：书法艺术 

张晓云主讲：沈阳市历史名城保护体系

丁义浩主讲：构架•博弈•融合— 

中美关系与中国崛起战略分析 

杜宝贵主讲：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创新 



| 2013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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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建龙大讲堂”报告列表 

序号 时间 地点 题目 承办单位 讲座人 

1 2013.3.22 
活动中心

多功能厅 
拥抱 2013，爱自己从即刻开始 校园文化促进会 素黑 

2 2013.3.29 
基础学院

一馆 101 

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我们的

老校长张学良 
基础学院团委 邱秀华 

3 2013.4.16 
活动中心

多功能厅 
体验式拓展学习之旅 能力拓展中心 钱永健 

4 2013.4.23 
活动中心

201 
新浪找你妹---吃喝玩乐 校园文化促进会 大春 

5 2013.4.24 
活动中心

多功能厅 

从清新浪漫到热血文字——九把

刀战斗文学见面会暨签售会 
校园文化促进会 九把刀 

6 2013.4.24 
活动中心

多功能厅 
思考的力量 能力拓展中心 罗立新 

7 2013.4.25 
活动中心

多功能厅 
模拟沙盘训练之楼兰探宝 能力拓展中心 宋  城 

8 2013.4.25 
活动中心

214 
大侠金庸和他的武侠世界 校园文化促进会 张红星 

9 2013.4.25 

基础学院

主楼西阶

一 

微积分学习中的美学欣赏 基础学院团委 孔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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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时间 地点 题目 承办单位 讲座人 

10 2013.4.26 
活动中心

214 
古琴悠悠，高山流水觅知音 校园文化促进会 张冬雪 

11 2013.4.10 管理楼 402 《行为规范经典—解读弟子规》
工商管理学院团

委 
窦胜功 

12 2013.5.10 教学馆 102 千古第一孝 校园文化促进会 王彦春 

13 2013.5.15 大活 201 周易玄机破红尘 校园文化促进会 张  雷 

14 2013.5.16 
科学宫学

术报告厅 

“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构想 
思想教育中心 常家树 

15 2013.5.17 大活 201 用艺术感悟生活 校园文化促进会 庄廷伟 

16 2013.5.29 
基础学院

主楼 213 

东大风物与历史传统——建筑中

的东大往事 
基础学院团委 陈  均 

17 2013.5.31 
基础学院

一馆 301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前沿探析 基础学院团委 何雪浤 

18 2013.6.7 
机电馆 329

室 
“与优雅的邂逅”职场礼仪讲座 机械学院团委 肇薇娜 

19 2013.6.9 

科学馆 201

学术报告

厅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 
信息学院团委 顾树生 

20 2013.6.17 
学生活动

中心大厅 
性格与企业管理 校园文化促进会 李  星 

21 2013.5.29 汉卿会堂 像奥运冠军一样去战斗 校园文化促进会 孙福明 

22 2013.6.1 教学馆102 
走进历史的记忆---冯庸和冯庸

大学 
校园文化促进会 张文琦 

23 2013.6.7 
学生活动

中心 201 
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校园文化 朱俊勤 

24 2013.6.5 大活 201 勇敢追求，大胆去爱 校园文化促进会 海  涛 

25 2013.6.14 大活 201 
浮云生死，此身何惧-----天龙

八部的英雄与侠情 
校园文化促进会 刘  磊 

26 2013.6.6 
基础学院

Y301 
大脑思维控制机器人 基础学院团委 王  宏 

27 2013.10.20 
大成教学

馆 116 室 
三观看人生 

机械工程与自动

化学院团委 
卢锡超 

 



| 2013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54 

续表二

序号 时间 地点 题目 承办单位 讲座人 

28 2013.10.16 
大成教学

馆 207 室 
礼仪与着装 

机械工程与自动

化学院团委 
肇薇娜 

29 2013.11.1 大活 214 李白不为人知的一面 校园文化促进会 李  硕 

30 2013.11.7 大活 201 
和世界首富一样去思考——教

你如何拥有富豪的金钱观 
校园文化促进会 孙明洋 

31 2013.11.14 大活 214 
捕捉一瞬间的美——摄影作品

的欣赏和后期解读 
校园文化促进会 霍  楷 

32 2013.11.02 大活 214 感受科技魅力 校园文化促进会 金  宁 

33 2013.11.09 大活 200 
用心体会、攻心为上 ——浅谈

批评与教育学生的艺术与技巧
校园文化促进会 栗  岩 

34 2013.11.19 大活 214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上 校园文化促进会 翟国宁 

35 2013.04.12 教学馆108 
“自然语言理解——一种让机

器懂得人类语言的研究” 
信息学院团委 朱靖波 

36 2013.04.25 信息楼301 “中国的世界遗产” 信息学院团委 王金章 

37 2013.06.07 信息楼301 “非接触能量传递技术” 信息学院团委 王大志 

38 2013.09.15 
学生活动

中心 201 

“脚踏实地、认真工作、健康生

活成长” 
信息学院团委 张  蓓 

39 2013.09.15 
学生活动

中心 214 
“打造全球参与的能力” 信息学院团委 朱轩彤 

40 2013.10.25 信息楼301 
“奋斗途中迷茫，博导为你领

航” 
信息学院团委 刘士新 

41 2013.09.29 机电馆201 
自动化知识的初步概况以及未

来职业发展 
信息学院团委 

Pedro 

Albertos

42 2013.10.09 机电馆201 
控制理论介绍和在实际生产中

的应用 
信息学院团委 

Pedro 

Albertos

43 2013.10.24 教学馆106 大学学习与研究方法之我见 信息学院团委 孟庆虎 

44 2013.10.25 教学馆106 建立预测和优化的概念 信息学院团委 秦泗钊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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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建龙龙龙大大大讲讲讲堂堂堂图图图片片片   

   

       

          千古第一孝                       像奥运冠军一样去奋斗——孙福明 
 

      
激扬的青春奋斗文学——九把刀                 我的冯庸大学——张文琦 

     
开始一段心灵旅程——素黑                 李白不为人知的一面——海涛 

     
教你富豪一样的金钱观——孙明洋                九把刀讲座大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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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讲坛 
 
 
 
 
                                                                                             

东北大学创新讲坛是由东北大学创新中心主

办的、通过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及社会精英围

绕学生感兴趣的学术科研话题、自主创业等为主题

进行的、以系列讲座为主要形式开展的学生活动。

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013 年创新讲坛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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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思维开发

训练 
张平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

教授 
2013年4月11日 300 

2 东北大学 
开启大学创新性

学习之门 
张立志

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

心主任 

2013年4月17日 

4月22日 
1600

3 东北大学 

创新讲坛：方文墨

与你一起分享我

的航空梦 

方文墨 沈飞集团 2013年5月 200 

4 东北大学 钱学森的故事 叶永烈

一级作家、教授，我国

著名科普文艺作家、纪

实文学作家 

2013年9月18日 600 

5 东北大学 

创新讲坛：江森海

做客创新讲坛，让

你的缺点闪光 

江森海 创可贴8创始人 2013年10月 600 

6 东北大学 

央视中国创业榜

样走进东北大学

——寻找青春价

值的蓝海 

田宁 

关锡友

盘石网创始人 

沈阳机床厂董事长兼

党委书记 

2013年12月1日 600 

7 东北大学 
科技论文检索专

题讲座 
牟韶彬 东北大学图书馆 2013年12月16日 200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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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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青年·成功”讲坛目录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时间
听众

人数

1 “大学梦从规划开始”专题讲座 杨开 新精英生涯特聘职业发展专家 4.15 400 

2 
“无限动力，无限人生” 对口专

业经验交流会 

2013届

新入职

员工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4.12 400 

3 
“激情起航，铸就梦想”重点行业

分析专题报告会 
程杰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

司北中国区销售总监 
5.6 400 

4 职业成功源于奋斗 俞婷君 华为公司 6.7 200 

5 成功转型，职场人的初体验 马华兴
新精英生涯国际教育科技中心研

发总监 
6.7 100 

6 管理素质的提升 李小沛 沈阳机床厂闽赣地区销售经理 4.27 200 

7 
“爱航空，爱祖国，共筑航空报国

梦” 
及时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4.26 200 

8 就业，你知多少 张忠诚 中华英才网辽宁集群市场部总监 3.26 150 

9 
留学改变人生——一个理想主义

者的奋斗故事 
马志海  新通教育副总裁 3.21 200 

10 在德国学习与研究 

德国使

馆工作

人员 

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 3.11 100 

11 瑞士教育科研系统与瑞士留学 高天赐 瑞士驻华大使馆教育处主任 3.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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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

时间 

听众

人数

12  英国留学面试季—利兹大学 

国际官

员Ms. 
Joanne 

Shiel、中
国办公

室主任

Mr. Kun 
Chen 

利兹大学  3.11  80 

13 
英国留学面试季——格拉斯哥

大学 

国际办

公室副

主任Ms. 
Naomi   
Allum 

格拉斯哥大学 3.15  50 

14 
改变未来，从现在开始！——雅

思考试英语学习公益讲座 

文化教

育处官

员 

英国驻华大使馆  3.18  80 

15  托福备考阅读理解攻略 王淑芳 东北大学  12.24 100 

16 
法国图尔工程师学院与奥尔良

工程师学院留学项目宣讲会 

项目主

管  
留学项目办公室  11.7  80 

17 
2014 年应届生银行业校园招聘

考试指导讲座 
彭祖成 

ATA 公司五大银行校招机考巡考

官 
10.29 80 

18 
2014 年春季美国加州大学河滨

分校短期访学说明会 

项目官

员 
全美国际教育协会  10.28 80 

19 
如何进入德国精英大学—以德

累斯顿工业大学为例 

项目主

管 
DAAD 学术交流中心  10.21 100 

20 
香港浸会大学研究生招生说明

会 

项目主

管  
香港浸会大学 10.24 100 

21 

香港理工大学综合工程商业管

理硕士“免费直申”(沈阳)校园

宣讲会 

项目主

管  

香港理工大学 IGDS 内地申请处

——亚太管理学院 
1.9  80 

22 以年轻的名义，开眼看 UK！ 

Essex 国

际招生

官员

Eric 

Tang 

埃塞克斯大学 6.17  100 

 
 



|||校园文化建设|                 59

续表二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

时间 

听众

人数

23 
英国名校高端申请及新政解读

说明会 
王芳 国际交流学院中英项目办 5.19  100 

24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本科交流项

目宣讲会 

聂卉楠  
李永新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5.17  80 

25  英美留学，你准备好了吗？ 贺天华 
英国修咸顿大学、贝德福特大学

客席教授 
4.16  150 

26  大学应该学什么？ 李春雨 
新精英生涯高校事业部总监、资

深职业规划师 
12.9  200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2013 年心理讲堂目录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时间 听众人数 

1 内外兼修，做魅力女生 郭瞻予 沈阳师范大学 3 月 7 日 400 

2 舒缓压力，快乐生活 刘盈 中国医科大学 4 月 2 日 400 

3 人际交往，从心开始 胡邓 中国人民大学 4 月 23 日 400 

4 深度辅导的理念与实践 李焰 清华大学 5 月 3 日 200 

5 心理咨询的诊断与问诊技术 朱宇章 中国医科大学 9 月 18 日 100 

6 学生干部的积极心理品质培养 陈阳 东大学生指导服务中心 11 月 1 日 200 

7 压力管理与积极心态培养 陈阳 东大学生指导服务中心 11 月 12 日 200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2013 年自强自立报告团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时间  听众人数

1 
“励志青春，自强人生”优秀特

困大学生先进事迹报告会 

王耀、孙丁山、张

璐、赵红彦、刘晶

晶、赵云翔、杨洁、

胡永欣、李壮、张

雅斐 

自强自立报告团 
12 月 2日、

12月 4日 
800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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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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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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东大，献礼东大”原创歌曲大赛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学生会 

2 “唯我星声，唱享未来”外文歌曲大赛 软件学院学生会 

3 “寻觅白山黑水间”校园寻宝大赛 外国语学院学生会 

4 全运文化体验月， 体育部学生会 

5 青春90载—“我是女神”女生大赛 工商管理学院学生会 

6 “水韵华章，溢彩东大”系列活动 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学生会 

7 “最美东大”校园摄影及校园手绘作品展 艺术学院学生会 

8 
“献礼东大九十华诞，最美书签校园传情”系

列活动 
中荷学院学生会 

9 “建龙钢铁”学生社团负责人培养工程 学生社团联合会； 

10 “建龙钢铁”东北大学第六届男生节 校学生会 

11 “中国梦﹒民族魂”大型文艺竞演 材料与冶金学院学生会 

12 “国防生的中国梦”微电影创作 国防教育学院学生会 

14 “众里寻他千百度”户外竞技大赛 理学院学生会 

15 “唱响正能量”歌曲大赛 文法学院学生会 

16 校园情景剧大赛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会承办 

17 
2013年东北大学“建龙钢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文化长廊暨艺术节闭幕式 
校学生会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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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化体验季                                          民族舞 

 
金话筒主持人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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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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交流会”“关爱自闭症儿

童”“校园寻宝” 法律与“中国梦”“欧美文化季”

等活动在广大同学当中享有极高知名度。 

                                                                                                

2013 年“建龙钢铁”社团文化节立项活动列表 

序号 活动项目 申报单位 

1 “新视野·留学梦”出国留学助力行动 东大留学联盟 

2 校园数学建模大赛 数学建模俱乐部 

3 武术交流会 武术爱好者协会 

4 东北大学第十届足球联赛 东北大学球迷协会 

5 “佳片有约”主题电影展播 电影协会 

6 “最后的巴图鲁”满语歌曲弹唱会 德尔吉满语俱乐部 

7 “‘职’言‘志’语”职业励志微电影展播暨微影评大赛 职业发展协会 

8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化体验季 日语协会 

9 “中国梦.梦之廉”系列主题活动 廉政社团 

10 愿得此身长报国，心系军事我先行 军事爱好者协会 

11 华彩九十 献礼东大--我的中国梦 励志东大中国行 文心同行导游社 

12 “用心聆听，让爱守护”系列活动 “践行”志愿者协会

13 BICYCLE 车神趣味赛 自行车协会 

14 东大车协公益修车日 自行车协会 

15 献礼东大之口琴音乐节 梦籁口琴社 

16 法律与“中国梦” 法律协会 

17 新民县公主屯镇小学支教帮扶系列志愿活动 阳光志愿者协会 

18 病房服务在盛京医院滑翔院区系列志愿活动 阳光志愿者协会 

19 “雨过天晴同泽雨人”关爱自闭症儿童系列活动 阳光志愿者协会 

20 “未来在我手中”职涯成长系列工作坊 职业发展协会 

21 “户外精彩无限,飞鸟带你翱翔”系列活动 飞鸟户外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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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活动项目 申报单位 

22 数独大赛 数学建模俱乐部 

23 英语情景剧大赛 全明星社团 

24 “我是环保小达人”系列活动 绿色先锋环保社团 

25 雪车换新颜 心愿社 

26 “写给十年后的中国”三行情书 李阳疯狂英语英舞俱乐部 

27 雕塑材料材质调研活动 青年建筑师协会 

28 立体构成设计竞赛 青年建筑师协会 

29 沈阳城市雕塑小品调研与摄影竞赛 青年建筑师协会 

30 校园雕塑小品设计大赛 青年建筑师协会 

31 “漫步青春”机器人编程大赛 机械学院科技先锋协会 

32 校园寻宝系列活动 “东大在线”网络传媒工作室

33 如何面对百强企业 领导能力开发协会 

34 “节能你我，聆听世界”系列活动 节能减排协会 

35 “记录生活”微电影拍摄 电影协会 

36 “红丝带在行动 走进农民工”防艾宣传活动 红丝带防艾志愿者协会 

37 我来帮你找 心愿社 

38 英语沙龙演讲 全明星社团 

39 “挑战 IT 达人”知识竞赛 CSDN 高校俱乐部 

40 “走进科学宫”系列活动 阳光地带社团 

41 东北大学电竞之夜 Idea 精英汇 

42 文化节讲座周 校园文化促进会 

43 二次元动漫文化普及月 现代视觉研究会 

44 电影知识擂台赛 电影协会 

45 “众里寻她千百度”竞技大赛 C&G 工作室 

46 “我心我秀”心理微小说及照片征集大赛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47 “迎校庆”精品戏剧系列展演 大学生话剧团 

48 给陌生人一个拥抱：抱抱团活动 领导能力开发协会 

49 “羽”你同在-欢送学长 “谁羽争锋”羽毛球社团 

50 “无限潜能，挑战极限”魔方、拼图、九连环校园吉尼斯之夜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51 “创意软陶”制作 DIY 创意社 

52 摄影知识讲座 摄影协会 

53 幻天动漫嘉年华 幻天动漫社 

54 温暖夕阳关爱老人活动 爱心社 

55 “雨过天晴，同泽雨人” 阳光志愿者协会 

56 青梅摄影海报展  东大青梅 

57 法以民为本，民以法为天 法律协会 

58 “畅游户外，同行飞鸟”系列活动 飞鸟户外运动 

59 艾滋病日普及艾滋及防艾知识活动 红丝带防艾志愿者 

60 绅士剧“你好，打劫”展演 话剧团 

61 学校历史文化宣传系列活动 黑土地文化传播协会 

62 画笔舞动梦想-----“速写在行动” 绘馨社 

63 智慧超人--望湖路小学支教 践行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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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活动项目 申报单位 

64 第三届大学生街舞邀请赛 街舞社 

65 军事大讲堂 军事爱好者协会 

66 “翻转精彩，机动无限”多米诺大赛 科技先锋 

67 疯狂英语大闯关 李阳疯狂英语 

68 “辩”化多端—思辨能力主题讲座 

69 “说话的艺术”—表达技巧培训系列讲座 
领导能力开发协会 

70 放飞梦想，青春起航 绿色力量环保协会 

71 “新生杯”乒乓球邀请赛 乒乓球社团 

72 衣物快递之家 当代雷锋精神研究社 

73 英语情景剧大赛 

74 英语演讲沙龙 
全明星 

75 “金拳套”拳击协会邀请赛 拳击社 

76 日本文化沙龙体验季 日语协会 

77 校园数独大赛 数学建模俱乐部 

78 携手敬爱的老师——东大羽毛球新生赛 谁羽争锋羽毛球协会 

79 讲座全校园，全民我参与 文促会 

80 第八届武术节 武术爱好者协会 

81 中国梦，西域魂 西域之魂 

82 二次元动漫文化普及月 现代视觉研究会 

83 “我心飞扬，心随我动 ”—趣味心运会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84 HELP 心愿社 

85 绿色代码系列活动 新媒体研究会&节能减排协会 

86 第十届自强自立演讲比赛 阳光地带 

87 “未来在我手中”职涯成长工坊 职业发展协会 

88 寻找 spy 东大在线网络传媒工作室 

89 欧美文化季 英语协会、德语协会、俄语协会

90 活力青春-激情校园自行车趣味活动 自行车协会 

91 东北大学第十一届足球联赛 东北大学球迷协会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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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车换新颜                                            校园寻宝   

  

             
                    日文歌曲大赛                                           武术交流会 
 

             
                   励志东大中国行                                          公益修车日 
 

             
日本文化体验季                                              英语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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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CYCLE 车神趣味赛                                        我是环保小达人 

 

             
                    绿色中国梦                                          心系军事我先行 
 

                   

                   佳片有约                                            雷锋精神知识 PK 
 

            
                     数独大赛                                             谁“羽”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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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 IT 达人知识竞赛                                “新视野，留学梦” 
 

     
西域之魂—“中国梦西域魂”舞蹈晚会 

 

     
英、德、俄协会—欧美文化体验季 

 

          
全明星—英语情景剧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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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社—help 系列活动 

 

   
谁羽争锋——“携手敬爱的老师”东大羽毛球新生赛 

 

   
爱心社、阳光志愿者协会—温暖夕阳，关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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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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魅力歌剧之夜 5月27日 汉卿会堂 

张扬钢琴独奏音乐会 5月28日 汉卿会堂 

新风格喜剧精品演出 5月30日 汉卿会堂 

大学生艺术团汇报演出 6月1日 汉卿会堂 

艺术学院声乐学生汇报演出 6月5日 汉卿会堂 

经典话剧作品展演 6月6日 汉卿会堂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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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歌师生独唱、重唱音乐会                         张扬钢琴独奏音乐会 

    

喜剧精品演出—《我的卓别林爸爸》                       艺术团汇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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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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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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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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十一届“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总结 

 

 

落叶萧瑟，冬意渐浓，在这个初冬时节东北大

学第十一届“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正式落下帷幕。

本届“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从 2012 年 11 月开始

至今历时 10 个月，包括“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东北大学选拔赛、东北大学大学生

节能减排科技作品竞赛、计算机设计竞赛、程序设

计竞赛、机械创新设计竞赛、数学建模竞赛、信息

安全竞赛、结构创意设计竞赛、广告设计竞赛和英

语演讲竞赛等十项竞赛，各项竞赛在承办单位的精

心组织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届“东软杯”大学

生科技节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支

持，离不开承办单位的精心策划和认真组织，离不

开东软集团的热情赞助，更离不开广大学生的积极

参与。 

东北大学第十一届“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在

认真总结和吸取了前十届的成功经验的前提下体

现了如下三点特征： 

第一，本届“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创新工作

的方法和模式，采用了项目化的管理实施，根据竞

赛内容确定相关学院为承办单位，由各承办单位起

草竞赛项目合同书，这大大促进了各个竞赛的有序

进行； 

第二，本届“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加大了宣

传力度，在各承办单位的积极宣传下，共有来自近

60 个专业的 2600 名学生参与了本届“东软杯”大

学生科技节，参与专业占学校专业总数的 90%，参

与人数占学校学生总数的 11%； 

第三，本届“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不但营造

了东北大学校园里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而且每个

竞赛项目均取很好的与省级、国家级等更高级别的

相关竞赛项目紧密地衔接到了一起，这利于我校能

够选拔出更好的作品参加省级和国家级的竞赛，这

种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截止目前，我校学生获得国家级奖项30项，省

级奖项141项。其中，荣获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二等奖2项、三

等奖4项，省级特等奖17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13

项、三等奖10项；荣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全国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荣获全

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6项、二等奖7

项、三等奖3项、省级一等奖15项、二等奖4项、三

等奖6项；荣获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东北赛区一

等奖并晋级全国总决赛；荣获辽宁省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一等奖10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3项并有

10件作品推荐参加全国比赛；荣获辽宁省英语演讲

比赛特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并晋级全

国总决赛；荣获辽宁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一

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荣获全国大学

生程序设计竞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6

项；荣获辽宁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二等奖1项、

三等奖1项。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我校学生陶永振

和刘思楠的作品《水滴奇遇记》荣获CCTV全国电视

公益广告大赛"最佳网络人气奖"并成功捧得"金盏

奖"，这是我校学生首次获此殊荣。 

成绩只代表过去，我们仍在努力！我们会继续

认真谋划以后的每一届"东软杯"大学生科技节，为

了提升广大东大学子的创新能力，更好的推进我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育更多的创新人才而努力

奋斗！ 

 

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 

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 

 

 

 

 

 

 

 



|||校园文化建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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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人） 

1 “内外兼修，做魅力女生”讲座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3 月 7 日 400 

2 
“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发展咨询会（校本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3 月 24 日 400 

3 
“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发展咨询会（基础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4 月 14 日 400 

4 “舒缓压力，快乐生活”讲座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4 月 2 日 400 

5 “人际交往，从心开始”讲座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4 月 23 日 400 

6 
“我心我秀”心理微小说及照片征集

大赛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5 月 22 日 600 

7 
“梦圆大学”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决

赛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5 月 24 日 500 

8 
“假如大学可以重来”——5.25 全

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主题宣传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5 月 25 日 1000 

9 
“无限潜能，挑战极限”——魔方、

拼图、九连环校园吉尼斯之夜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5 月 17 日 500 

10 
“挑战自己、开发潜能”——基础学

院室内素质拓展训练营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6 月 16 日 100 

11 
“抛开烦恼，拥抱阳光”——世界精

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0 月 10 日 1000 

12 
“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发展咨询会（校本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0 月 27 日 500 

13 
“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发展咨询会（基础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1 月 3 日 500 

14 
“我心飞扬，心随我动”——趣味心

运会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1 月 2 日 100 

15 
“辉煌 15 年，欢庆 15 岁”——心协

15 周岁庆生晚会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1 月 16 日 100 

16 
“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发展咨询会（校本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2 月 1 日 400 

17 
“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发展咨询会（基础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2 月 8 日 400 

18 
Offer 之夜——2013Fall 东北大学

留学申请经验交流会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6 月 21 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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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一（续表一） 

序号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人） 

19 
留学后时代-留学生毕业现状面面

观，归国硕士分享亲身经验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6 月 20 日 100 

20 英国硕士预备课程公开课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4 月 21 日 100 

21 
“‘职’言‘志’语”职业励志微电

影展播暨微影评大赛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 50 

22 
“梦想的力量”首届东北大学就业之

星评选活动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 100 

23 
“未来在我手中”职涯成长系列工作

坊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 3 日 30 

24 职业生涯规划知识网上大冲关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 50 

25 
“梦想点亮未来”东北大学第二届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 10 日

-21 日 
50 

26 
“立志基层——梦想的舞台”就业政

策展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6 月 全体 

27 “职场零距离”校友沙龙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6 月 400 

28 
“放飞梦想，激情超越”职场明星实

训营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6 月 50 

29 “行进在复兴路上”重点行业企业展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9 月-10 月 全体 

30 “让梦想照进现实”重点企业行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8 月 100 

31 “与未来对话”求职沙龙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9 月-10 月 400 

32 “成功的智慧”职业成长工作坊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11 月 27 日 30 

33 “秀出精彩”简历制作大赛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9 月 50 

34 “叩响职场之门”职场菁英挑战赛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10 月 100 

35 “创业正当时”创业金点子征集活动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10 月-11 月 50 

36 “做当下•创未来”创业明星实训营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10 月-11 月 50 

37 
“新挑战•创业梦”创业文化节标识

设计大赛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10 月-11 月 30 

38 
“硕果累累”2013 届考研成功案例

分享会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6 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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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一（续表二）

序号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人） 

39 “名师＆学长”研途加油站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6 月 200 

40 “我的海外求学路”留学沙龙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6 月 100 

41 
“我眼中的异域大学风情”主题摄影

作品征集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下旬 50 

42 
“放眼远方，拥抱世界”出国留学系

列展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5 月-6 月 全体 

43 
复活节留英之旅暨“新视野•留学梦”

出国留学助力行动启动仪式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3 月 29 日 100 

44 新视野•留学梦之领事馆参观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4 月 27 日 30 

45 托福雅思自习营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每周末 100 

46 mpp 免费硕士公开课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4 月 21 日 50 

47 留学前途规划沙龙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12 月 14 日 50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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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二 

序号 时间 项目名称 参与人数 主办单位 

1 2013.5 男生节系列活动 400 校团委 

2 2013.5 “千鹤齐飞贺校庆”纸鹤征集 5000 校团委 

3 2013.5.4 五四升旗 2000 校团委 

4 2013.6 东北大学公益片纪录片大赛 50 校团委 

5 2013.6 第八届新青春之歌宣讲会 300 校团委 

6 2013.10.1 十一升旗 1000 校团委 

7 2013.10 东北大学第十一届女生节 5000 校团委 

8 2013.11 第九届新青春之歌系列活动之主席论坛 500 校团委 

9 2013.11 男神女神炼成记 500 校团委 

10 2013.6 图书漂流 全校师生 校团委 

11 2013.5 “我光荣”系列活动之光盘行动 全校师生 校团委 

12 2013.12.9 一二九集体跑 300 校团委 

13 2013 全年 东北大学空课表 全校师生 校团委 

14 2013 全年 “学生惠”东大小秘书 全校师生 校团委 

15 2013.9-2013.12 
东北大学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

活动 
全校师生 校团委 

16 2013.9 爱心伞 200 校团委 

17 2013.10 清洗冬衣 300 校团委 

18 2013 全年 公交 IC 卡充值 500 校团委 

19 2013.6 “我光柜，我光荣”活动 600 校团委 

20 2013.9-2013.11 学生接待日会议 100 校团委 

21 2013.4-6 第一届东北大学伙食委员会 100 校团委 

22 2013.9 2013 级迎新晚会 5000 校团委 

23 2013.9-12 第二届东北大学伙食委员会 100 校团委 

24 2013.3.15 “职场好声音”  助圆就业梦活动 250 校团委 

25 2013.3.25 
东北大学“自强修身•博爱为人”研究生

先进事迹报告会活动 
500 校团委 

26 2013.4.12 
“研途风向”系列活动之“博闻强识，搏

击象牙塔尖” 活动 
200 校团委 

27 2013.4.18 
“研途风向”系列活动之“妙笔生花 书

写学术风采”活动 
200 校团委 

28 2013.5.10 
“研途风向”系列活动之“扬帆起航，留

学坦途” 
200 校团委 

29 2013.9.1 搭建研究生会新媒体宣传平台 4000 校团委 

30 2013.10.27 
东北大学首届研究生“科技之光”学术沙

龙系列活动 
400 校团委 

31 2013.10.27 
东北大学首届研究生“科技之光”学术沙

龙系列活动 
800 校团委 

32 2013.11.13 
东北大学“艺彩鎏光，印象东大”绘画书

法摄影大赛 
3000 校团委 

33 2013.11.10 第二十八届研究生会素质拓展活动 200 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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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二（续表） 

序号 时间 项目名称 参与人数 主办单位 

34 2013.11.16 
我校研究生会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研究生会交流活动 
30 校团委 

35 
2013.3.17-2013.

4.27 

“寝室风采展，同心携手行”寝室文化月

活动 
1000 校团委 

36 
2013.4.8-2013.4

.19 
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第四届体育节 1000 校团委 

37 2013.4.11 
东北大学研究生志愿者服务队志愿服务

活动 
400 校团委 

38 2013.5.11—5.12 
“有梦，追梦，圆梦”, 向母亲承诺——

东大学子母亲节特别活动 
1000 校团委 

39 2013.9.7 三助岗位竞聘活动 1200 校团委 

40 2013.11.7 
“形象与智慧并重，礼仪与素养同行”就

业指导讲座 
100 校团委 

41 2013.11.16 
东北大学“大浪淘沙，勇往职前”之模拟

应聘大赛 
50 校团委 

42 201311.16 研究生简历设计大赛 50 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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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片片片   

    
“新宇海尔杯”东北三省体育舞蹈精英赛   

    
《You’re not alone》                            《我的卓别林爸爸》 

    
研究生“科技之光”学术沙龙系列活动                     摄影、绘画、书法比赛 

     

“五四运动”94 周年升旗仪式                               雅安祈福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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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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梦起航青春绽放东北大学 2013 迎新晚会                         感恩月活动 

      

千纸鹤献礼                                    第六届男生节之东大先生 

     

伙委会研讨会议                                       充值 IC 卡活动 

     

获奖选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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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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从创意

开始”东北大

学第四届“招

金集团”大学

生创意文化节

学生创新中心 

2013年

3月至7

月 

1600 

2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第七

期“责任、立

德、成才”素

质拓展训练营

学生创新中心 

2013年

3月至4

月 

300 

3 东北大学 

“小科普 大

时代”东北大

学第五届“招

金集团”大学

生科普文化节

学生创新中心 

2013年

9月至

12月 

1700 

4 东北大学 

“东软杯”东

北大学第十一

届届大学生科

技节 

学生创新中心 

团委 

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11月 

1400 

5 东北大学 

“在路上”东

北大学第三届

大学生创业节

学生创新中心 

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4月 

700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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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特色色色创创创新新新教教教育育育活活活动动动   

东北大学第三届大学生创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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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五项主题活动：“百元富翁”创业实践活动、

央视“中国创业榜样”走进东北大学活动、“从容

就业 激情创业”高校巡讲、“创吧”创业基金争夺
赛、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东北大

学校内选拔赛。 

                                                                                               

一、“百元富翁”创业实践活动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百元富翁”创业实践活动开始了！森碟，

我们赶快去参加！ 
百万富翁从每一个百元开始，敢想还要敢做！ 
11月 30日晚 5点，随着“创业者们”售卖的

东西越来越少，东北大学第三届大学生创业节之百

元富翁创业实践活动也完美地落下了帷幕。 
活动共有三十七支队伍参赛，其中有十二支队

伍派往校外，分别在中街、太原街、东北大学基础

学院，其余的队伍在东北大学本部校内（主要是东

北大学学生活动中心门口）进行商品售卖，各支参

赛队在指定售卖区域自行选择售卖地点进行物品

售卖并且每支队伍都有负责人员随行记录活动内

容。各个队伍分别出售发饰、明信片、衣钩、水果

沙拉、百变气球、耳罩口罩等商品。 

在进行商品出售时，参赛者都采用不同的方法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且采用不同的销售技巧将自

己的商品推销出去。有的参赛队采用扩音器进行宣

传；有的采用赠送书本的方法招揽顾客；有的“店

铺”与“店铺”之间还进行联合售卖；有的参赛队

通过弹吉他吸引顾客，所有参赛队都积极地投入到

售卖中去。在参赛者热情宣传下，不断有路人走上

前去询问并且进行购买。 
最后，每支参赛队都满载而归。 
百元富翁创业实践活动提高了同学们对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的认识，为今后的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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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央视“中国创业榜样”走进东北

大学活动 

12月 1日 8:30，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中国
联通和东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创业榜样》高校

行动之走进东北大学活动在汉卿会堂报告厅盛大

启动。 
启动仪式上，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建华、东

北大学副校长姜茂发，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专职副

书记董春虎，中国联通辽宁省分公司副总经理薛吉

平等嘉宾分别作了精彩致辞。在创新大讲堂上，盘

石网盟董事长、2012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称
号获得者田宁，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总经理、2013
中国十大创新人物关锡友，古国集团（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世界华人工商联合会主席

吕君周，沈阳东大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辽宁省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孙中强，辽宁诚泰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辽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张

松伟等创业导师，对东北大学三组学生创业代表

“飞送”团队、“意次方”团队、“棋天大圣”团队的项
目进行了点评和指导，还通过“创业沙龙”项目现

场咨询的形式与东大学生实现面对面辅导与创业

项目个体化分析，双方以及在场的东大学生的精彩

互动一次次地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另外,田宁、关锡友两位创业导师还分别以“寻

找青春价值的蓝海”为主题作了精彩演讲。两位导
师不仅在活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和创业

智慧，为大学生创业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还对东大

有创业梦想的学子进行寄语，激发了学生们的创业

热情。 
据了解,围绕“青年创业中国强，同心共筑中国

梦”这一主题，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中国
联通独家冠名的《中国创业榜样》大型公益活动是

通过高校行动、县市行动、城市行动、网络行动等

来实现对青年创业者全资源(资本、营销、管理、技
术等)的对接和扶持。而中国联通则长期以来始终致
力于成为“信息生活的创新服务领导者”，此活动便
是将联通长久以来坚持的企业文化进行更精准的

贯彻。 
“你创业，我支持！”希望东大青年创业者们都

能找到自己青春时代的蓝海价值，让我们乘风破

浪、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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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辽宁省分公司副总经理薛吉平、东北

大学副校长姜茂发、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建华、

中央财经频道专职副书记董春虎、沈阳机床集团董

事长关锡友（从左往右）共同启动《中国创业榜样》

走进辽宁高校活动。 

     

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建华致辞                   中央财经频道专职副书记董春虎致辞 

     

棋天大圣团队讲解创业项目并回答导师提问                     创业导师点评“飞送骑士” 

     

          创业导师田宁讲演并回答网友提问                        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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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团队、学生志愿者与创业导师田宁合影                        热情的观众 

 

座无虚席的会场 

三、“从容就业 激情创业”高校巡讲 

“从容就业 激情创业”是东北大学学生科学技
术协会商界大学生促进会（BCA）、创行 enactus团
队每年承办的商界名人创业巡回演讲活动。 
这一次，商界名人们卸下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华

丽外表，与你近距离接触，让创业思想在东大这片

肥沃的土壤上狠狠地接一回地气。低调奢华有内涵

的你，千万不能缺席这次简约时尚国际范的创业经

验饕餮盛宴。 
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他们创业的故事，他

们追求的创业梦想，八一八他们的“那些年”。 

            

        活动现场                                              主讲嘉宾郭乃鹏   



|||校园文化建设|                 85

     

指导老师                                           工作人员 

 

 

四、东北大学“创吧”创业基金争夺

赛（2014 年 4 月举办） 

青春，风一样的孩子，创吧 

东大在活，一闪而过的创业点子是否常被你冲

击大脑？ 

创业的边缘是否每每徘徊在你的身影，犹豫不

决？ 

身边的创业盟友是否找不到孑然一身的你，归

属感没有？ 

多么痛的领悟！何必，当世界颠覆了，你才会

想起创业的梦想。 

东大创吧 

一次创业基金争夺赛；一次真金白银的争夺，

一次让你的创业点子全面爆发的比赛；一次让的创

业激情彻底激活的比赛；一次与东北大学创业大潮

前沿人物面对面交流、手把手教导的比赛。 

东大创吧，您创业梦想的归属地！ 

活动时间：2014 年 3 月-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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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创意节 
 

 

 

 

                                                                                             

为庆祝东北大学建校 90 周年，贯彻落实《中

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 大力

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普及和深化，进一步推动校园

文化建设，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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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举办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

团”大学生创意节。本届创意节以“梦想从创意开

始”为主题，为大学生成为有梦想、善创意、能创

造、勇攀登的创新型人才提供环境和氛围支持，为

学生搭建施展创意才华，提高创造能力的绚丽舞

台。 

                                                                                              

 

一、创意节主题 

梦想从创意开始 

二、活动内容 

本届大学生创意节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共 14 项主体活动： 

活动版块 具体活动 活动时间 

宣传阶段 4 月 15 日—4月 20 日
宣传动员 

培训阶段 4 月 20 日—4月 30 日

梦想篇  

1、创新论坛 5 月 31 日 

2、“梦·镜”创意微电影/摄影大赛 4 月 20 日—6月 1 日

3、“梦想”文化衫设计大赛 4 月 20 日—5 月 30 日

创意篇  

4、“非‘泥’莫属”创新思维擂台赛 4 月 20 日—6月 1 日

5、“创意天空”雨伞 DIY 大赛 4 月 20 日—6月 1 日

6、金银饰品设计大赛 4 月 20 日—6 月 1 日

7、学生创意作品征集 4 月 20 日—6 月 1 日

实践篇  

8、“灵感”小发明大赛 4 月 20 日—6月 1 日

9、未来软件招标书 4 月 20 日—6 月 1 日

活动阶段 

10、废品也疯狂—创意制作大赛 4 月 20 日—6 月 1 日

展示阶段 11、大学生创意作品成果展 6 月 1 日—6月 15 日

12、表彰大会 6 月 18 日 
表彰阶段 

13、创意集市 6 月 23 日 

具体活动方案详及参与方式见“梦想从创意开始”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创意节单项活

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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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构设置 

“梦想从创意开始”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创意节由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主办，东北

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承办，山东招金集团提供赞助。 

四、活动时间 

2013 年 4 月至 6月 

 

 

 

创意节筹备会和宣讲会 
2013 年 4 月 12 日，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

团”大学生创意节筹备会在图书馆 311 会议室成功

举办。会议由学生创新中心副主任王刚主持，学生

创新主任张立志出席会议并作主题讲话。各学院团

委书记、辅导员骨干、学生创新中心工作人员参加

了会议。筹备会为创意节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四月到六月间东北大学将开展一场又一场精彩

纷呈的创意活动。 

2013 年 4 月 26 日，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

团”大学生创意节宣讲会在东北大学主校区和东校

区同时开展，创意节活动工作小组成员向大家介绍

了创意节指导思想、活动内容、办公地点及各赛事

负责人等创意节相关情况。宣讲会的举办极大地激

发了广大学生参与创意节各项活动的积极性，为本

届创意节成功举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创新讲坛——“全国最好的钳工”方文墨与东大学子分享“我的航空梦” 

“创新讲坛”通过邀请创新教育专家、创意大

师和创业达人来我校进行“创意和创新”为主题的

讲座，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活跃大学生的创新

思维。5月 31 日，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方文墨先生做客学生

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创新讲坛”，与东大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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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航空梦”。 

方文墨，中航沈飞最年轻的高级技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胸怀

理想，立足岗位，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创造了

“0.003 毫米加工公差”的“文墨精度”，被誉为“全

国最好的钳工”。18 岁以全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从

沈飞高级技校毕业的方文墨进入了沈飞公司，成为

了一名一线技术工人。他 25 岁成为了沈飞最年轻

的高级技师，26 岁获得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冠

军，27 岁获得三项国家发明专利，28 岁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沈阳市特等劳动模范，29 岁获

得国务院授予的“首席技能专家”的称号。 

在外人看来，方文墨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

生道路，从一个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到国家级顶尖

人才，他把他的工作做到了极致。他认为一个人不

一定爱一行干一行，但必须干一行而爱一行，只有

爱上自己的工作，才能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大

学生要在实践中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打出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提到大学生创新这个问题，

方文墨先生引用了习近平主席在接见“五四”奖章

获得者时的话：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

旺发达的源泉。他讲到辽宁号航母的成功改造用了

很多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航空航

天事业里更是集聚着国人的智慧和毅力。方文墨幽

默地说，他之所有二十多项发明，原因就一个字

“懒”，但懒可能有两种表现，一是找到便捷高效

的方式方法，二是放弃，他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他

建议当代大学生多多观察生活细节，从而想出创新

点子，形成创新思维。他还带来了自己的一项创新

发明供同学们观摩。最后，方文墨先生告诫同学们

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心态。 

在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跃提问，问题也涉及

很多方面，例如是什么支撑着方文墨先生不断前

进，国企，民企在大学生就业平台上哪个更好等等，

整场讲座气氛活跃轻松。方文墨先生的“我的航空

梦”精彩报告，和同学们分享了他的梦想、他的经

历，不仅鼓励同学们要有清晰的定位，并为之坚持

不懈，更向同学们展示了如何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为同学们更好的确定方向和进入社会作了重要的

引导作用。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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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镜”创意微电影/摄影大赛 
用青年人的视角，创意的思维，手中的镜头记

录、展现大学生眼中的东大和心中的梦想，大赛后

将举办“梦·镜”微电影展播活动，并将创意东大

影像制作成校园明信片作为九十年校庆创意纪念

品。此次活动给同学们在大学的时光中留下了一个

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切实的动手使同学们的摄影

创作能力得到了提高，使得创新的火花在同学中得

以闪现。在每一位参赛者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属

于新一代东大人的梦想，他们心中对于梦想的追求

与坚持。 

 

 

 

 

 

 

 

 

 

 

 

 

 

 

 

 

 

 

 

 

 

 

 

【作品名称】 《错过》 

【作者】 刘俊生  材料与冶金学院  

【作品简介】 本作品运用慢速快门的方法，用静态的光影表

现动态的人物，从而表现出这样一个主题：错过，便不必再追究

过错，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漫漫人生路，我们会与许多

人相遇、相知、相交、相爱、相忘，本作品所表现的就是对人与

人相遇又错过的思考。世事本无常，亲密无间与后会无期往往仅

一步之遥，痛苦也由此而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些幻

影中的一个。错过，便不必追究过错。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

湖。 

 

【作品名称】《手心里的颠倒世界》 

【作者】赵一航 软件学院   

【作品简介】透过你的手心，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另一个世

界吗？那微缩的颠倒的天空里看到的你我，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我无法真正了解你，是因为我看到的，永远是与你相反的，另一

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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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跃动青春，挥汗寻梦》 

【作者】 童咏之  软件学院  

【作品简介】  东北大学第五十二届运动会之际,

我作为学院的新闻记者有幸进入运动场内进行摄影创

作。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令我

十分感动，作为当代大学生，除了掌握扎实的科学知识，

一副强健的身躯也是必不可少的。本组作品以记录运动

赛场的瞬间为主，通过独特的构图和视角来诠释健儿们

在赛场上的身体和心理动态，揭示了不断拼搏、追逐梦

想的主题。 

 

 

 

    【作品名称】 《水滴奇遇记》 

【作品简介】 通过一张张的手绘静态图画，不断的

进行移动，形成动画，描述了地球上一滴水的遭遇，提醒

人们需要珍惜水资源，并通过最后的地球不会倒带给人们

留下思考。 

 

 

 

【作品名称】 《我的花季，有你陪伴——书》信息学院 关政 

【作品简介】 照片于 2013 年 5 月 9 日拍摄于机电馆门前的花园中，作者去拍花朵时无意间发现了这

个完美的角度，长椅，看书的身影恰如其分的吻合了

花朵的形状，几朵花盛开的枝头更增添了几分美感。

点测光模式，使得花朵得以准确曝光，背景的人物较

为灰暗使观赏者更容易先将目光放在花朵上，然后顺

着花朵延伸的方向自然将目光移到读书的同学上。大

光圈的运用使背景人物得以虚化，不需要知道模特是

谁，在这个花季，随意捧一本书，那个人就是你我。

后期将花朵适当做了柔化处理，增添了梦幻般的感

觉。 

 

 

 

【作品名称】 《微电影鑫先生的王牌》 

【作品简介】 刘长鑫自小便对魔术有天赋与兴

趣。一次与林琳的偶然相遇，点燃了他的魔术梦想。

不料，接二连三的挫折面前，梦想却显得如此的苍白

无力。放弃还是坚守，改变还是苟且。在青春的洪流

之中，梦想，感情，野心与欲望，交织穿错。最后，

终于站在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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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文化衫设计大赛 
“梦想”文化衫设计大赛从本届创意节主题

“梦想从创意开始”出发，以“imagination 

dream，creation T-shirt”为主题，分校本部和

基础学院两个赛区同时进行。参赛者以主办方提供

的白色 T恤衫和部分创作颜料为基础，在规定时间

内进行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符合大赛要求的设计

创作，并携其作品进行最后的创意展示。 

作为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创

意节中的一个活动，“梦想”文化衫设计大赛自 5

月 2日开赛以来，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支持和关注。

本次活动总计收到 128 份作品，本部收到作品 73

份，基础学院收到作品 55 份，其中个人创意衫作

品共 90 份，集体系列衫作品共 38 份，作品提交率

达到了 88%以上。在提交的作品中，多数作品色彩

艳丽，主题鲜明，别具特色，充分展现了东大学子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绚丽张扬的青春梦想。

 

 

获奖作品展示 

个人组 

一等奖 

【作品名称】仲夏夜之梦。 

【作者】张瑾 

【作品简介】整个作品以羽毛点睛，以静谧的

蓝色为主色调，辅之金色，仿若一个梦境。这个作

品表现了一个身着纯白衣裙的女孩，挥舞天蓝色的

羽翼，在弦乐之前祈祷，月光将灿烂的新衣为大地

着上，那蔚蓝的海波，远方静谧的森林，一切悄然

入睡，好梦正要开始，充满爱的夏夜将拉开帷幕。

表达了创作者对未来的幻梦和希冀，体现了创作者

对未来、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倔强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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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作者】：尹悦 

【作品简介】：袖口剪裁出的是翅膀的

形状，外观给人一种潇洒飘逸的感觉，似乎

就在追梦的路上，我相信勇敢的在人生这条

泥泞小道上追求梦想的人都是最帅气的。 

 

 

 

 

 

 

最佳参与奖 

【作者】：周阜林 

【作品简介】：人生的颜色有很多种，或明亮或黑暗，而我，用个

中颜色调和我的人生。说不上惊艳，也说不上令人向往，但是，印上

了就是永远涂抹不掉的过往。我只能说，不管怎样的青春，我都不会

后悔。再丑的蝴蝶，也拥有明黄而亮丽的心情，湛蓝的天空，橘黄的

爱，岁月给了它的生命又涂上了一道老练的色彩，但它的热情依旧红

艳似火，归于平静，趋向温暖，我希望我是这样，用我的双手在我的

生活中留下烙印，让不一样的颜色充斥我不完美但却独一无二的人生！ 

                      

 

最佳剪裁奖 

 【作者】：雷畅 

【作品简介】：设计的文化衫主打“清凉与时尚”。整体

是将原来的 T 恤剪裁成 V 领，衣服下摆剪裁成水纹形碎条，

最后将右肩缝上一朵花，再将衣服画满缠绕在藤蔓上的碎花，

上色即可。将原来宽大的 T 恤袖口剪裁缝制改小，使之穿起

来更加舒适清凉。肩上绣的一朵花不失时尚与娇俏。下摆改

成水纹形，使之看上去更有立体感，不再显得了无生气。碎

花图案使整个文化衫添加了清新的气息。寓意着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梦想，这梦想如花，或含苞待放，或傲然盛开，追随

着梦想，总有一天会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 

 

 

最佳情侣奖 

    【作者】：代新月 

【作品简介】：我设计的是情侣衫。在男生衣服上

画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小男孩的衣服刚好也是此情侣

衫，情侣衫上又是男孩，层层深入。寓意爱的无穷无尽。

女孩衣服也是如此。两件衣服穿着时，衣服上的人物刚

好手牵手。同时，女孩衣服背面用剪刀剪出几条布条，

拧成结后用针线缝住。既有俏皮感，又不失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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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色彩奖 

 

   【作者】：嵇雨萌 

【作品简介】：恋人之间除了要有爱情，更要有相同的梦想，

互相扶持，互不抛弃。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最具思维奖 

【作者】：蒲敏 

【作品简介】： 该设计是源于自己的臆想，上面

是蓝天，下面是大海，在空中悬置着一把吉他。飘出

动听的旋律，蓝天随之扭曲，如星光的飘逸，拉伸。

下面是深海中的飞马，听到吉他的声音，从海中腾跃

而出，带动波澜，踏着音符向蓝天飞跃。追逐音乐的

梦想。也象征着我们少年为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加

上颜色鲜明的搭配，显示了我们无限的活力。 

 

集体组 

二等奖 

作品名：幸福的我们 

作者:于英乔、马琳 

作品简介：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

察和认真体会。每一件文化衫都是根据每个寝室成

员自己的特点设计的，体现了这个集体里的同学各

种各样的性格及丰富多彩的故事，表现了大学生对

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文化衫的背面是“一朵鲜花插

在牛粪”上的图案，花朵是雏菊，雏菊的花语是希

望、明朗、幸福、和平，牛粪象征污浊、曲折的外

部环境，整体图案寓意在污浊、曲折的环境下茁壮

成长为一个幸福明朗的人，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生活

充满希冀和信念的精神力量。 

 

【作者】：郭译元 

【作品简介】：我们寝室的文化衫为菜菜系列，

每个人的菜菜就代表着各人的特点，所以有“花痴

菜菜”，有“吃货菜菜”，有“睡神菜菜”，还有

一个“正能量菜菜”，体现了我们寝室整理活泼、

有趣的风格，反应整体的同时还不忘展现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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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小伟 

【作品简介】：作品一的创意是用自己

的双手抓住梦想，不让其溜走。作品

图案设计分三个部分，底部由波浪图

形和单词 Heart 组出，寓意梦想的根

源—心海；中间部分由一双手组成，

寓意为抓住梦想；第三部分则是则是

写有单词 heart 的黑色小图案，寓意

是人的梦想。 

作品二的创意是我的梦，中间的

红色图案是变形的张字，对应设计者

的姓，寓意着设计者本身。周围的图

案则代表的是梦想，用不同的线条代表各异的梦。设计创意是我们都身处自己的各种梦之中。 

作品三的创意是多彩的梦想。梦想是美好的，多姿多彩的。设计本身是一个由不同颜色

写成的梦字，不同颜色代表梦想的不同属性，红色代表梦想的热烈属性，绿色代表梦想的生

机。红色代表梦想的自由。 

 

三等奖 

【作者】：靳慧康 

【作品简介】：作品说明：正面为卡通扳手

戴着博士帽，扳手象征我们所属机械学院，博士

帽意味着我们近期的梦想——在大学取得一个

好成绩。扳手卡通人斜上方有一个语音框里面的

话语是我们真正梦想的简单概括。（紧扣主题）

文化衫侧面绘有东北大学校徽，表明所属院校，

也表达了我们队学校尊敬与热爱。背面下方为同

寝室六个人的左手手印（男左女右的设计思想，

所以统一左手）。文化衫背面的上方 421 字样是

我们寝室的寝室号，抽象化的画在了文化衫上，以配合六个小人的表现。4抽象为覆盖着绿

草地的山坡，2 抽象为海水波浪，1 抽象为篮球场和篮球架。其上的六个小人分别为我们寝

室六人的不同兴趣爱好和特征体现。 

 

【作者】：田运兴 

【作品简介】：童年的梦是美好的，正如第一件文化衫的图

案一样，清新的色彩描绘出了一座云中城堡，在藤蔓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梦幻，适当的剪裁使文化衫更加适合女生的身材；第

二件文化衫以艾菲尔铁塔为主题，展现了一个浪漫，温暖的梦，

这是我们少年时的梦；进入大学，我们的梦开始变得多样化，

第三件文化衫上弯曲的彩虹正象征了这样的丰富多彩的梦，彩

虹旁的手印告诉我们，这样美好的梦是要我们一起用手努力创

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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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双胄 

【作品简介】：文化衫的中心思想是我们 12 级工商班团结友

爱，一同向着梦想前进。文化衫的正面主题是一个梦字，中间是

一个爱心，两边是翅膀。翅膀是由英文单词 boy 和 girl 构成的，

表示班里男生和女生齐心协力为梦想插上翅膀。作品的背面是一

个彩色的手印，象征着我们十八九岁缤纷多彩的青春。手印下方

是英文单词“cheer up”,表示在逐梦的道路上，我们互相激励，

一同起航！！ 

 

    

【作者】：王秋萍 

【作品名称】：  

   【作品简介】：作品说明：我们设计的是一组姐妹衫。总

共有五件，每一件衣服上面都有一个或美丽温柔或可爱大方

的女孩，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心目中最美好、最真实的自己。

样式统一的梦想字样表现出我们对梦想的向往、追求以及渴

望，我们会不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在奋斗的路途

上不忘初衷，保持自己年轻充满活力的姿态，保持内心的纯

净善良。 

 

 

最具人气奖 

   【作者】：金雪皎 

【作品简介】：  我们 将工科女追梦

行程分成了六个画面，前两个作品展现

了初识理想的喜悦与满足，后三个展现

了追梦路上的付出与收获，为了梦想放

弃了女生最爱的长裙，告别了长发，每

天背着公式定理，穿梭于实验室与实验

室之间，为了梦想，每个人都毅力顽强。

最后一幅展现了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展

望了梦想的样子。希望每个人在追寻梦

想的路上越挫越勇，乘着理想的翅膀振

翅飞翔！ 

 

 

【作者】：赵林川 

【作品简介】：这是六个怀揣梦想的年轻女孩，她们来自

五湖四海，最终在这圆梦的地方相遇。追逐梦想是她们永远

的主题，正如她们为我们带来的这组舍服，一个个脚印象征

着她们迈向梦想的每一步，“Dream come true"则表达了她

们实现梦想的决心。相同的元素，一样的脚踏实地；不同的

图案，奔向各自心中的梦想，相信追逐梦想的她们一定会到

达梦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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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泥’莫属”创新思维擂台赛 
“思考是人类最大的乐趣”布莱希特这

句话在“非‘泥’莫属”创新思维擂台赛中

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非‘泥’莫属”创新

思维擂台赛是“梦想从创意开始”东北大学

第四届创意节的重头戏，自活动发起之初就

吸引了东大学子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响应。

组队报名、资格赛、初赛，呈现出“百组选

手登台打擂，为争思维擂台赛决赛资格”的

火爆场面。2013 年 5 月 27 日中午在何氏礼

教学馆大厅举行的决赛更是精彩纷呈。 

我校已成功举办主题分别为“一张纸的

革命”、“‘绳’话”两届创新思维擂台赛，

擂台赛以规定主题、规定材料、规定时间、

无限遐想、效果之最为竞赛标准，旨在激发

学生无限的创意思维和促进思维与行动的

完美结合。本届擂台赛的规定材料为橡皮

泥，这也是名称为“非‘泥’莫属”的原因。 

闯入决赛的十支队伍包括：信息学院 

“硬骨头”队、资土学院 “黑特”队、机

械学院“非我莫属”队、中荷学院“飞翔”

队、中荷学院“Dream Out of Land”队、

软件学院的“女娲补天”队、艺术学院的“纳

泥”队、材冶学院“三个臭泥匠”队、材冶

学院“飞龙集团”队以及国防学院“灵”队。

学生创新中心副主任王刚、文法学院专业教

师段炼、材冶学院团委书记李炳熠、理学院

团委书记郭娜、学生创新中心竞赛部部长王

平、项目部部长王世远、科普部部长黄晓颖、

综合部老师乔锟明到场担当评委。 

决赛分为三个环节：“潜水艇”、“擎天

柱”以及“‘泥’我中国梦”，这三个活动要

求选手利用橡皮泥、筷子和吸管以及毛巾等

道具分别完成材料水下悬浮、建筑物极限搭

建以及完成创意泥塑。在比赛的过程中，坐

在主席台上的嘉宾也离开座位走到选手中

间近距离观看选手的比赛情况。选手们的创

意使得现场的观众连声赞叹，选手们新颖的

作品也使得观众们踊跃投票。 

“我在参加比赛之前觉得这个比赛不

就是‘玩泥巴’的小儿科么，可是在经历了

这次创意擂台赛后，我发现能力在身边的小

事中更能得到锻炼。”Dream Out of Land

队的参赛选手王奇跃说道。比赛的过程中，

选手们都遇到了或多或少的困难，如橡皮泥

沉入水中，搭建的高建筑物突然倒塌，可每

组选手都凭着坚定的信念，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困难，最后每组选手都圆满地完成了比赛

的每一个项目。 

最终经过三轮的角逐，来自材冶学院的

“三个臭泥匠”队获得了第一名，信息学院

“硬骨头”队和国防学院“灵”队分列二三

名， 本次创意思维擂台赛圆满结束。 

1. 资格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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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赛 

 

     
 

 

3.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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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天空”雨伞 DIY 大赛 
大赛以“创意和不影响使用价值”为评

比标准，主办方为参赛者提供比赛所需要的

各色素色雨伞、喷绘丙烯防水颜料、及附加

布料，要求参赛者在 2-3 天内完成创作，并

将作品交回主办方。主办方在作品收集全

后，在大成馆、综合楼等公用场所设立展位

展示作品并设立公益伞服务台为全校师生

提供生活便利，在美丽的东北大学校园撑起

一片创意天空。经过前期宣传、现场比赛、

网络投票、后期评比及活动总结几个阶段

后，此次活动终于完美落幕。活动共吸引了

200 多名学生参赛，筛选作品 67 件，一件件

独具特色的创意作品充分展示了东大学子

的创意与激情，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

本次大赛为富有创意，热爱动手的学生提供

展现自我的平台，同时丰富了大学校园文

化，为校园营造了创新文化氛围。 

 

获奖作品展示一等奖 

   【作者】：朱卓悦 张斯璐 程谟力  

【作品名称】：天空外的小怪物 

【作品简介】：阴霾的天气让我们 带给您晴朗的

天空。心下雨了，让绿色带给您快乐。下雨的天气，

小怪物来帮您，希望小怪物能给您带来温暖，快乐每

一天！ 

      

 

 

【作者】：张煜 刘丹月 胡嘉思  黄文偲  

【作品名称】：夏之西瓜 

【作品简介】：如果你也爱西瓜，如果你   也

爱这把伞！ 

 

 

 

【作者】：徐维嘉  王晴晴  

【作品名称】：花仙 

【作品简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希望我

们的花仙伞可以给天下母亲遮风挡雨；为五年前

汶川地震中的同胞们挡灾避难；为所有奉献在一

线的护士们带来力量与希望。 

 

 

 

【作者】：钟喜明、于歌      

【作品名称】：虎嗅蔷薇 

【作品简介】：内心的理想性和外部的现实，

是我们的蔷薇和猛虎，时而温情，间或激烈。

这样的挣扎与黑白对明构成我们的作品，也是

最真实的心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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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琬琳 吴美寰 

【作品名称】：夏日乐悠悠 

【作品简介】：打着此伞漫步雨中，犹如吹着

海风漫步沙滩。为你展现海天一色，海浪包围，

清凉的感觉扑面而来。 

 

 

 

【作者】:王墨晗    

【作品名称】：樱花雨下 

【作品简介】：爱诗意的樱花，风姿绰约，花舞缤纷。

当樱花遇上国画，于是，樱花雨下。   

 

 

 

二等奖 

【作者】:赵蕊 张耀芳 朱静文    

【作品名称】：花与梦 

【作品简介】：我们所誓言的永恒是不朽的，致青春中正

在追寻绚烂的梦的我们。 

 

   【作者】：孙海璐  皮永嘉  

【作品名称】：划过星空的月之船 

【作品简介】：浩瀚唯美的星空夜色，在点点繁星的点

缀映衬下泛出银色光辉，静谧安详。 

 

 

 

 

    

【作者】:陆洲 冯帅  

【作品名称】：every day is Mayday 

【作品简介】：在五月盛夏天，让五月天陪伴你每

一天。 

 

 

 

【作者】：张飒 钟华 魏颖   

【作品名称】：你好，旧时光！ 

【作品简介】：留在记忆中的总是那些简单而生动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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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思惠 

【作品名称】：最美不是下雨天 

【作品简介】：源于《不能说的秘密》湘伦和小雨的清新爱

情，最美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执伞为檐，

一起走到天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者】：李颖      

【作品名称】：♥rain 
【作品简介】：2013.5.12 母亲节快乐 雨天的天空头顶是一

个童话。 

 

 

 

【作者】：牛国倩   

【作品名称】：米字旗 

【作品简介】：在伞面上的是一个英国国旗米字旗，里面是我

对借伞人的祝福。 

 

 

【作者】：蒋梦佳 张琳博 

【作品名称】：旋转的乐章 

【作品简介】：当这把伞旋转时，螺旋状的五线谱循环往复地

上升，所有的乐章交错辉映，与纷飞的雨水一起，诉说无尽的音

乐故事。 

 

 

【作者】：朱培豪 张泽宇 

【作品名称】：你所希冀的世界 

【作品简介】：寓意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哪怕变为白骨、青蛙

也想看一眼鲜花。 

 

 

【作者】：宋雨薇         

【作品名称】：钢琴伞   

【作品简介】：本伞边缘部分为不同颜色的钢琴键，中心部

分为简单图案（音符，笑脸等）希望阴雨天，每一个撑起雨伞

的人，抬起头，就能看到幸福！ 

 

   【作者】:Colorful panda 

【作品名称】：彩虹舞者 

【作品简介】：七色彩虹下，灵动的芭蕾舞者翩翩起舞。遗梦，

在彩虹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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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飒  陈依珂  马宇晴   

【作品名称】：待到花好月圆时 

【作品简介】： 花已好，月未圆。孤影独桥，待君归共赏。 

 

 

 

三等奖 

【作者】:赵文哲 王子松 李坤 

【作品名称】：萌翻了.碉堡了 

【作品简介】：可爱的小狗狗，乖得出奇，嗲得离谱。 

 

【作者】:陈锴林 李旭升  

【作品名称】：青春旋律 

【作品简介】：让旋律舞动青春，让音乐奏响梦想！。 

 

 

 

【作者】:曽梦悦 武羿林  

【作品名称】：四季物语 

【作品简介】：华中主要表现了猫在四季的活动。四季的更迭，

我们在繁华中追求宁静。 

 

【作者】：姜延琪      

【作品名称】：“屌丝“伞 

【作品简介】：用简单的黑色勾勒的讽刺作品，从美女这面可

以看到屌丝男的目光，从青年处可以看到

美女。 

 

【作者】：董亚荣 

【作品名称】：彩虹下的蝴蝶与蒲公英 

【作品简介】：伞面试彩虹、蝴蝶与蒲公英，伞骨也是彩色的。 

 

【作者】：于爽 

【作品名称】：荷韵 

【作品简介】：雨水打在荷叶上，留得小

荷听雨声。 

 

 

 

【作者】：汪穗铃、叶诗瑶、周晓文 

【作品名称】：给妈妈的夏天 

【作品简介】：伞扣上的“Summer Coming”，伞面上的“夏”“给妈

妈的”呼应今日母亲节希望你在闷热的雷雨天撑起一片晴空，拥有好心情。 



| 2013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102 

【作者】：郑浩 王晶晶 牟绍君   

【作品名称】：大话通信 

【作品简介】：这款雨伞描述了通信系统的构造，以及与社

会生活的关系，反映了通信工程专业的重要性。表达了我们通

信人对专业的热爱，对专业前景充满信心。 

 

   

【作者】：李文君 白嘉安   

【作品名称】：雨中的 sunny 

【作品简介】: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晴朗天空，抚平你的忧

伤与烦躁，为你带来好心情！ 

 

【作者】：耿悦      

【作品名称】：Colourful Dream 

【作品简介】：自然与艺术碰撞出七彩的梦。 

 

 

 

 

【作者】：廖启超      

【作品名称】：沈阳•故乡 

【作品简介】：母亲节之际以此献给沈阳故乡。伞上所画是

我亲身感受的沈阳，我喜欢这些有棱有角的建筑也喜欢这里的

一草一木。这便是我心中的沈阳。 

【作者】：张凯、张芊、聂琦      

【作品名称】：伞你妹 

【作品简介】：好好的晴天为什么要下雨!下雨了不可以做想做的

事好么！为什么要打伞！伞你妹好么！伞你妹啊思密达！ 

 

 

 

【作者】：李张子微      

【作品名称】：芭蕾舞女的裙 

【作品简介】：“芭蕾舞女的巨大裙摆，流动着纯白的梦。 

 

 

【作者】：镉宇  孙伟敬    

【作品名称】：你总是把雨哭晴了 

【作品简介】：外面是海洋，里面是太阳和彩虹。下雨天也可

以太阳相伴，只希望打伞人会有好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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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爽 张思梦   

【作品名称】：在湖边与贤相遇 

【作品简介】：给力与阳光的象征！爱湖人，爱贤重！ 

 

 

【作者】：赵睿翔 李禄源 王胜超 

【作品名称】：Orange 

【作品简介】：一直简单到无聊的橙子喜欢抬头看天，当橙子与

雨相见，蓝天白云，它又多了一位朋友，但愿从此不再孤单。 

 

 

【作者】：崔玉 

【作品名称】：鲤鱼卧莲 

【作品简介】：可折叠的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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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饰品创意设计大赛 
为了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学生将

创意与美结合起来，本届大学生创意节之首

饰设计大赛以“创意与美的结合，让美丽突

破自身”为主导，鼓励学生们将自己的创意

结合到生活中的首饰上，制作出非同一般的

创意首饰。本届活动共吸引了 130 余名同学

参加，最终收上作品约 70 件。作品质量可

观，共评出优秀作品 19 件，充分展现了东

北大学学生的独特的创新思维及对美的独

到见解。 

 

优秀作品 01  朱忠圆  艺术学院 

 该作品将首饰结合了苏州园林的窗花纹饰——冰裂纹，

美丽而富有节奏与变化美感，是首饰结合了中国古典精华纹

饰而成的创意精品。 

 

 

 

 

 

 

 

 

优秀作品 02  孙巧悦 工商管理学院 

该作品利用流线美吸引了多数人的目光，下坠

的宝石的不规则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宝石的排

列不失为一次绝妙的创意。 

优秀作品 03  王桐    机械学院 

   两颗依偎的心，如同曲线板柔和而美满，化蝶的梦

想，永恒的爱 

 

 

 

 

 

优秀作品 04 林馨  软件学院 

银制品龙凤对戒。寓意有情人终成眷属。以古老的图腾

为设计理念，古朴

而尊贵，美丽融于

了龙凤图腾。 

 

 

 

优秀作品 05   耿悦  软件学院 

翩跹的蝴蝶和纯白的独角兽，精灵弹拨着竖

琴在树叶上小憩，陌上花开，君可缓缓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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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 06    陈婉滢  机械学院 

繁重精致的兰花造型是设计师的匠心独运，具有和谐完好的对称美，

寓意着淡雅而高贵，清新而朴素。 

 

 

 

优秀作品 07   魏晋  艺术学院 

精致的弧圈将人的思想带走，随着闪光流至

底部的小绿松石，又给人一种心如止水的感觉，

这是高调与低调的配音。 

 

 

 

优秀作品 08  王璐等三人 信息学院 

该首饰的主要元素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人海中寻觅

等待爱情。该首饰采用组合手法，小男孩与小女孩各位独立饰品又

能组合在一起。主题为“爱琴海的等待”。 

 

 

 

优秀作品 09   王菲  艺术学院 

亦是一对龙凤对戒，用古典的造型来阐释现代美，有复古的韵

味，也有祝佩戴之人命运长久，两人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之意，将

古典与现实浪漫所结合。 

 

优秀作品 10     唐珏 

本饰品采用迷彩花色作为底纹，加上等距离

的 7个骷髅头组成，男女通用，两者的结合十分

有摇滚朋可风的感觉，非常符合如今年轻人追求

个性、独特的特点。 

 

优秀作品 11    姜晨  软件学院 

作品主题为生如夏花，是一款别具风格的胸针，整体成银白色花

束状。高贵典雅，花朵的流线型设计，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梦幻美。

简约而不简单，低调而不张扬。 

 

优秀作品 12   韩旭  信息学院 

中国一古话“女人是水做的”所以这个

项链主要元素是水，主体造型是一滴水。右

侧是波浪造型。立体的波浪。可以增加整个

的动感，能把水的灵动表现结合起去。在左侧加上钻。可以增加整

个首饰的整体亮度。还能使整个首饰不会因单侧偏重而使佩戴的时

候。侧向偏移在中侧加上一个蓝水晶，使色彩绚丽而不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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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 13   郭毓倩 文法学院 

主题为复古额饰，具有古典女人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美的

可爱与萌。两者交替产生的美感比单独都更有特点与韵味。 

 

 

 

优秀作品 14  刘明昌  艺术学院 

主题为“双焰合璧”，对称式的结构显得

和谐美好，火焰的图腾与绿色的宝石相映射，

古朴大方又不失搭配。 

 

优秀作品 15   孟凯莉 机械学院 

主题依旧为凤凰，但此凤凰又非彼凤凰，而是凤凰争艳。上部为凤凰头，顶羽翎及凤眼

嵌宝石；下部为凤首，凤身和凤凰羽尾羽构成，给人以凤凰戏水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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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意作品征集活动 
为激发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培养同学们

的创新能力，结合本届创意节，参赛者们各

自彰显才能，结合“中国梦”和“创意”两

方面，发挥创意思维，利用美学知识和设计

技巧设计具有观赏性、实用性、市场价值的

创意作品。本次创意作品征集大赛历经一个

月的时间，从 5 月 8 日开始报名到 5 月 20

日收集作品最后到 30 日以选手答辩的形式

评选。本次活动的举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广大同学们积极参与其中，本次创意作品征

集大赛共有 30 个作品参赛，55 位参赛者参

与其中。作品包括手工 DIY，废物利用，平

面设计，创意发明等。创意作品征集大赛很

好的激发了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培养了同学

们的创新能力。各位参赛者通过此次比赛不

仅让自己的创新思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而

且同学之间的团结、互助的精神深入人心。 

《交换》 ：作品是一对简易的本子，给恋人使

用。相爱的人应该是一条心的，两个半心，离了哪

一半都不是完整的。两个人一人用一个半心写下感

情的点滴，在约定的日子

交换心里话，是为《交

换》。 

 

 

 

 

 

 

《方便面小人喜迎全运会》 ：2013 年辽宁全运会有你有我

还有它，看方便面小人喜迎全运会，它在路上，风雨无阻，全运

会加油！辽宁加油！ 

 

    《伸缩吊灯》 ：本发明为可伸缩的并联式吊灯，

可单独控制主灯和四周小灯，既可以节约电源，又可

以随意调节光照范围，又不失装饰性。本发明仅为创

意构架，细致的装饰可

根据市场和不同消费人

群而定。 

 

 

 

 

《梦心笔谈》扇叶是用双层吸管，因此角度可以调整，并

且设计了笔筒，比较实用。 

 

 

    《奔》想法是一根根的小木条汇聚再一起，中间蜡烛

代表火焰，设计概念是：小小木条不畏惧大火的泯灭，一

条条不畏惧生命，并以飞蛾扑火的姿势向世界宣告着凝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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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城堡》梦想是由汗水和泪水支撑起来的。Fight 

for your dream！ 

 

 

 

 

 

 

《纯红木制摩天轮》打破传统摩天轮单轴转动模式，可以

双轴联动，实现三种模式的切换，利用风能，节能减排。 

 

《踏浪》人生，就像帆船，在茫茫人世前行，总会遇到风暴大

浪，虽艰险，却不会改变航向，人生已如此，永远不会改变，对梦

想的追逐。 

 

 

 

 

 

《鸟巢纸抽》本作品以鸟巢为创意原型，极具艺术性地实

现了其巧妙实用的纸抽功能。 

 

《怀素堂花茶包装设计》作品以对花茶的包装设

计为主，创新包装、简易包装为目的进行设计，使包

装具有趣味性。 

 

 

 

 

 

 

 

 

 

《快乐无极限》该作品完全由纸制成，根据理论力学

原理，以变废为宝为原则，将理论应用于生活，并有良好

的承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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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软件招标书 
未来软件招标书活动，以未来的某种需

求为出发点，对未来的科技，软件技术，人

类需求进行分析，结合现有的软件，发挥想

象来设计一种未来软件。比赛选手将软件设

想以招标书的形式呈现，内容包括产品需

求，含产品的界面，产品功能，产品所需的

硬件接口等。本次大赛主旨意在为一部分热

爱软件，热爱编程但是自己却缺乏技术的同

学提供一个良好的展示自己的平台与机会。

同时也是学习和竞争的过程，而这些同学都

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们富含想象力，憧憬

未来，同时想要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想要

改变世界。所以未来软件创意大赛顺势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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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也疯狂—创意制作大赛 
为激发同学没们的创新思维，宣传环保

理念，充分利用生活废品等材料，变废为宝，

循环利用，本次“废品也疯狂——创意制作

大赛”与 4 月 20 日正式开展，大赛分学院

推荐作品和个人参赛作品两个方面进行，共

计收到作品120件，从原材料的选取与创新，

和作品的功能性、艺术性几个方面评选出优

秀作品作品 35 件，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和

环保理念，展现了大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造

能力。 

一等奖 

    《幸福的竹筷子房子》 

队长 张依筠    队员 张红伟 程海漫 

作品介绍：我们是三个姑娘的组合，我们热

爱生活，坚信前路虽然坎坷但总有幸福的生活会

在路边等待。我们用的是废弃的筷子制造的我自

己心中的竹房子，竹房也称住房。这是幸福的房

子，也是对快乐生活力的祈祷，更加给人以平静

安详温馨的感觉，静静的看着它，就会莫名的对

未来泛起一种强烈的渴望，然后整个人似乎也变

得精力充沛。 

 

二等奖 
《中国梦~中国塔》 

张建锋  徐浩元  米志杉 

作品简介：我们所做的纸塔的原型是埃菲尔铁塔，这个

变废为宝的作品完全是由废旧报纸做成，体现出来本次活动

变“废”为“宝”的主题。 

纸塔的顶端挂有中国国旗，正体现出了“中国梦“的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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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  杜景伟  崔玉    

作品简介：在未来信息时代的驱使下，

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会辅助人类工作，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机器人在与人的交流和工作中

也渐渐懂得了感情，对于机器人来说，它们

对它们中意的对象会进行求婚的行为。通过

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采用单膝跪

地的方式，渴求对方可以成为它的终身伴

侣。本作品为机器人向它们所喜欢的对象求

婚，展现出机器人细致和浪漫的一面。作品

材料全部源自电气类实验所剩余的材料和

废弃的材料。 

 

机器人的求婚 

 

三等奖 

心中的艺术         

刁寒 

作品简介：作品原材料是专业实验剩

下的强磁，不同的类型和形态的强磁粒将

一个又一个的离散的独立的物质统一到一

起。多变的简单而富有想像空间的立体感。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和意

念，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艺术。

所以取名叫作心中的艺术 

 

 

 

飞向蓝天        

朱小天 

作品简介：这是由一种近似泡

沫的轻型材料做成的飞机模型，但

是也不能完全说是一个模型，因为

他确确实实能够飞向蓝天，在机身

前部份是有安装一个螺旋动力马达

维飞机的起飞和滑翔提供动力的。

这是一个梦想的结晶。也是创意和

动手能力的竞选。我要飞向蓝天，

我为自己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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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家竹楼    

陆双林          

作品简介： 用小牙签经过一个礼拜的拼

凑做出来的泰家竹楼模型，泪水没有嘻嘻嘻

嘻，汗水是肯定有的。整个作品虽然小巧但却

轻盈，美丽。取名叫泰家竹楼，不仅仅因为形

态外貌的相似，更多的是表达拉一种我从小的

记忆，因为家就住在中国最南边的原因，总有

一种异样的特殊的情怀。 

 

 

 

 

 

 

 

 

 

最具人气奖 

   《旧报纸也有春天（纸编花篮）》  王亚晶  

崔思滢 

作品简介：本组队伍由两人组成，来自文

法学院，我们是一个乐观向上、富于创新、敢

动脑敢动手的团队节约环保绿色是我们时代

的主题，生活中有很多丢之可惜留着无用的东

西存在，将她们变废为宝，不仅能让废品得到

有效利用，同时还能节约购买其他物品的钱。

同时在变废为宝的过程中能够锻炼自己的动

手能力，体验生活的乐趣。 

废旧的报纸也能摇身一变成为唯美的代

表，只要我们细心内心的脚踏实地的做，一切

梦想都只是暂时的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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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集市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拿着你满口袋的

创意金币到创意集市上来吧。创意电子产品、便

利生活用品、户外运动器具、灵感工艺品，创意

集市应有尽有。为激发同学们的创新意识，提高

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并且让他们感受到创造的乐

趣，让创新者及学生创业者之间可以交流思想、

相互学习，特举办此次“创意集市”活动。本活

动能有效地构建设计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交流平

台，有利于增强全校的创新意识，加快推进自主

创新的步伐，进一步发现优秀创新人才并壮大队

伍，鼓励同学们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原创作品。 

本次集市的物品均来源于在本次创意节各个

活动中所积累的优秀创新作品，以及学生科协购

买的体现创意的新奇特产品，每个物品都有其确

定的标价。如若有市场需求，部分作品将接受订

单，实行规模化制作生产。 

所有在创意节活动中获奖的同学都会领到了

由科协制作的独具特色的创意金币，不同奖项的

金币数额不同。获奖者们可以凭自己的金币去购

买喜欢的物品，如若金币数额足够，即可成交。

设计者们在展示他们作品的同时，也收获了成果，

他们可凭金币到科协兑换成现金。 

   

 

 

 

 

 

 

 

 

图 1.弹簧兔多媒体 MINI 音箱  

图 2.兔子折叠手提袋 

图 3-6.学生设计的 90 年校庆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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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从创意开始” 

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创意节工作总结 

2013 年东北大学第四届“招金集团”大学生创

意节是由山东招金集团资助，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

心主办、东北大学学生科协技术协会承办，面向以

大一学生为主的在校大学生开展的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的学生创意类活动。 

本次创意节成功汲取往届创意节的成功经验，

以“梦想从创意开始”为主题，围绕学校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培养具有设计思想的

未来工程师为目标，在东北大学建校 90 周年之际，

大力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普及和深化，进一步推动

校园文化建设，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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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青年科技文化的客观需

求，集科学性、创新性与实践性于一体，通过创新

讲坛、创新思维擂台赛、未来软件招标书等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创意文化活动，有效提升了学生科

技创新活动的层次和水平，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知

行合一的优良品格。 

本届大学生创意节包括梦想篇、创意篇、实践

篇三大板块，内容覆盖创新论坛、“非‘泥’莫属”

创新思维擂台赛、未来软件招标书、金银饰品设计

大赛等 14 项活动，历时三个月，累计参加 4367 人

次，共收集优秀作品 1534 份。其中共产生一等奖

21 个，二等奖 42 个，三等奖 63 个，最佳设计奖、

最佳创意奖、优胜奖、寝室创意文化奖等个性奖励

共 80 余个。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在全国人民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大环境下，

对大学生的“四创教育”（创意、创新、创造、创

业）显得尤为重要。本届创意节以“梦想从创意开

始”为主题，为大学生成为有梦想、善创意、能创

造、勇攀登的创新型人才提供环境和氛围支持，为

学生搭建施展创意才华，提高创造能力的绚丽舞

台。目前东北大学“招金集团”大学生创意节已经

成为全校师生广泛参与，高度认可的精品校园创新

文化活动。在参加创意节的活动过程中，同学们不

仅丰富了自己的课余生活，扩大了广大学生的知识

面，激发了同学们的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并锻炼

了青年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意节让学生们在参

与活动娱乐身心的同时更能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身

边的事，关心到身边的点滴小事，引导学生敢于创

新、勇于探索，真正成为符合国家需要的、适应时

代发展的创新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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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五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 
 

 

 

 

                                                                                             

科技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永恒主题，为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落实《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促进大学生科技创

新能力和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特举办东北大学第

五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

                                                                                              

一、 科普节主题 

小科普·大时代 

二、 科普节概况 

本届科普节由学生创新中心主办，学生科学技

术协会承办，以“小科普•大时代”为主题，突出

节能减排和安全健康，突出科技生活和科技校园，

突出科普传播和科普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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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科普节活动内容分为四个板块：科普竞

赛、科普创作、科普交流和科普服务。内容紧扣时

代脉搏，形式丰富多样。 

本届科普节的整体活动方案由东北大学学生

创新中心制定，解释权、修改权均归东北大学学生

创新中心所有。 

活动内容： 

活动版块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宣传阶段 9 月 10 日~9 月 20 日 
宣传动员阶段 

培训阶段 9 月 20 日~10 月 25 日 

1.“地下金刚”探测大赛 10 月 31 日 

2.“赢在东大”大学生科普知识竞赛 11 月 20 日 科普竞赛 

3.“四两承千斤”扑克牌承重大赛 10 月 25 日 

4.“科普·生活”科普作品大赛 10 月 15 日~11 月 10 日 

5.“东大合伙人”科普微电影、摄影大赛 10 月 15 日~11 月 10 日 

6.“生活一点通”小窍门大赛 10 月 15 日~11 月 10 日 
科普创作 

7.“‘魔界’盛会”魔方挑战赛 10 月 18 日 

8.“未来之星”嘉年华 9 月 23 日 
科普交流 

9.“创新讲坛”（科普知识专场讲座） 10 月 10 日~10 月 24 日 

10.“名师面对面”咨询交流会 9 月 20 日~12 月 10 日 

11.科幻联盟吧 9 月 15 日~11 月 29 日  

12.院级科技节  

13.360 健康“胃士” 10 月 7 日~10 月 11 日 

14.“走进社区”科普小时代 10 月 15 日~12 月 1 日 科普服务 

15.“走近科学”科普博览 9 月 25 日~12 月 1 日 

展示阶段 16.大学生科普作品成果展 12 月 10 日~12 月 20 日 

表彰阶段 17.表彰大会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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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普节整体活动安排 

1. “地下金刚”金属探测大赛 

 

“地下金刚”金属探测大赛，是东大学生科协的传

统活动。活动采用自由队和院队结合的报名方式，

其中自由队需要进行资格赛选拔，而院队直接进入

预赛。活动的具体内容为每支进入预赛的参赛队伍

需要在老师指导下自制金属探测器，然后使用自己

队伍的金属探测器探测由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图案

（包括数字、图形等等），以探测准而快的队伍为

优胜队伍。 

活动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东大学子广泛的关注

和积极的响应。组队报名、资格赛、赛前培训、初

赛、决赛，每个环节都呈现出了非常火爆的场面。

2013年11月16日在逸夫楼一楼大厅进行的决赛更

是异彩纷呈，为活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地下金刚大赛是一项提高同学们动手能力的

比赛，此次活动锻炼了同学们动手实践能力和团队

合作能力，实现了把科学带到生活实践中来的目

的。科技改变生活，相信科技的进步发展，也会为

中国梦的实现增添动力！ 

本次大赛分为资格赛、初赛和决赛三个部分，

资格赛从近 80 支自由队中选拔出了最优秀的 9支

队伍，脱颖而出的自由队具有非常强的能力。初赛

队伍还包括 11 支院队，总共 20 支队伍。初赛结束

后，排名前八的队伍进入决赛。早 10 点 30 分，大

赛初赛拉开帷幕。第一环节比赛“小试牛刀”要求

选手在20秒内选择一个事先规定的图片自行测量，

以 20 秒为一个计时周期，直至给出正确答案为止。

第二环节比赛“金刚小博士”以答题形式进行。第

三环节比赛“谁与争锋”是预赛的高潮。在主持人

宣布开始计后，每组选手开始测汉字。20 分钟时间

到，第三环节比赛结束，初赛结束。 

下午 3点，“地下金刚”决赛准时开始，此

时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八支队伍来到了逸夫楼进

行最后的比拼。决赛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数

字之辉”：测量一个由数字和运算符组成的算式，

然后算出结果。第二部分为“冲击奖冠”，此轮比

赛各个队伍通过答题来确定前进的格数。经过了一

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本次地下金刚大赛决赛进入

了尾声。在活动进行期间，参赛队伍遇到了或多或

少的问题，如探测器失灵、无法判断待测图形等等

问题，但是每队选手都坚持不懈地克服困难，最终

比赛顺利结束。 

经过了两轮的比赛，自由队“鑫锐队”获得

第一名，艺术学院的院队“001 队”和另一支自由

队“变形金刚”分获二三名。活动至此圆满结束。 

作为“小科普•大时代”第五届“招金集团”

大学生科普节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地下金刚”金

属探测大赛实现了其“科学普及”的意义，并且以

新颖的活动形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通过本次活

动的开展，提高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包括自己组

装金属探测器，以及使用自己组装的仪器探测金属

组成的图形）、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等等，推

广了科学知识的普及面，同学们在活动进行期间表

现出的高度热情和参与的积极性，在学校也里起到

了很好的科普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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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活动覆盖面积很大，参赛队伍众多，活动

形式新颖。地下金刚活动的顺利开展，为科协的活

动作了很好的宣传，让更多的同学和老师了解东北

大学学生创新中心和东北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这将为我们今后更多活动的开展带来更为火爆的

人气，也让东大学子更为热爱东大。 

 

奖项 队伍名称 队长 成员 队长联系方式 

一等奖 鑫锐队 姜振军 张麒、刘晋翰 18202404131 

二等奖 001 队 徐晓锦 王玉、海佳慧 18304010643 

三等奖 变形金刚 李芹卜 托然、张焕焕 15204098613 

三等奖 火眼金睛 田澍 杨建敏、李威 13898137862 

前八 sunny 苏霞 潘翠翠、李媛媛 18909814435 

前八 终极探索者 杨永坤 张晓星、邢伟 13898137581 

前八 赤道极光 王玮文 郭家琪、赵岑 15204042800 

前八 二李杨小队 杨明堂 李宗钰、李毅 13960953846 

 

现场培训 

 

资格赛、现场初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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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赢在东大”大学生科普知识竞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

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东北

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为进一

步引导大学生了解科普及科技

文化知识，丰富学生业余生活，

特策划举行这次科普知识竞赛。

旨在通过此次活动提高同学们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意识和积

极性。 

本次科普知识竞赛内容丰

富，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寓教于

乐的特点，紧贴实事，普及科技

前沿的理念。科普知识竞赛形式

丰富多样，比赛环节也很丰富，

参赛的同学能够领略无穷的乐趣。竞赛的内容包括

地理、天文、电影、生活、体育、艺术、医学、文

学等。同学们在比赛过程中犹如沐浴在浩瀚的知识

海洋之中。 

经过资格赛、初赛的重重选拔。来自中荷学院

的荷风细雨队，理学院的水浒队，工商管理学院的

一站到底队，材冶学院的乐知派队，软件学院的卓

识队，机械学院的 TLY 战队，文法学院的 sunshine

队，机械学院的同路人队共 7支队伍进入决赛。 

活动过程 

11 月 20 日晚上 6时 30 分，由东

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主办，校学生科

学技术协会承办的东北大学第六届

“招金集团”“赢在东大”大学生科普

知识竞赛校级总决赛在大学生活动中

心多功能厅 101 室成功举办。东北大

学校友总会、校董会、校基金管理办

公室主任李贺，团委副书记张哲，学

生创新中心主任张立志，学生创新中

心副主任王刚，文法学院副院长张满

胜，理学院副院长王业，材冶学院副

院长贺翔，学生创新中心科普部部长

黄晓颖，竞赛部部长王平，项目部部长王世远，综

合部部长乔锟明一同出席本次大赛。 

本次大赛共分五个环节，分别为:“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挑三拣四”、“智勇双全”、“一心两用”、

“巅峰对决”。最终比赛产生一等奖一名，二等奖

一名、三等奖两名、优秀奖三名。 

第一环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由三名参

赛队员依次回答问题，答错后换人，总计一分钟。

第二环节：

“ 挑 三 拣

四”，由各参

赛队伍选题

目编号进行

回答共两轮。

两轮答题结

束后，进行本

场第一次幸

运抽奖，用人

人墙抽取了

三名幸运儿

得到了小黄

人作为礼物。随后进行第三环节：“智勇双全”，本

环节为抢答环节。接下来的第四环节“一心两用”，

更是趣味四起。选手们一边打乒乓球一边回答问

题，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抽奖环节了，本轮将产

生一名幸运儿获得精美移动电源一个，这无疑调动

了观众的积极性，台下气氛更为热烈。此时四轮比

赛结束后已有三支参赛队伍被淘汰出局，比赛已进

入白热化阶段。第五环节为“巅峰对决”，以兴趣

选题形式，包罗万象的体育、地理、生活、艺术、

电影、历史、文学、天文等问题等待着参赛选手。

竞答环节的

结束迎来了

第三轮抽奖

的开始，本

轮奖品更为

震撼——一

款别致的小

米 2S 手机。

最终有一位

今晚的最幸

运 观 众 获

得。到此，

本次大赛已圆满结束。 

此次科普知识竞赛的活动方案和赛题具有科

学性、趣味性、实践性，旨在给广大学生提供一个

展示自我的平台，帮助拓展同学们的知识面并培养

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竞赛场面热烈又井然有序，

互动环节更是充分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选手的对

答如流与敏捷思维均彰显了东大学子丰富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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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与艺术修养，同时在比赛中表现

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对科学的热爱更应表

扬与鼓励。科技与创新是大学的主题，相

信学生科学技术协会定能继续为广大师生

带来别样精彩的盛宴。 

伴随着“巅峰对决”环节的完成，大

赛结果浮出水面。来自中荷学院的荷风细

雨队获得了第一名，理学院的水浒队获得

第二名，工商管理学院的一站到底队获得第

三名，材冶学院的乐知派队获得第四名，本

次科普知识竞赛圆满落幕. 

本次科普知识竞赛内容丰富，以生动活

泼的方式，寓教于乐的特点，紧贴实事，普

及科技前沿的理念。所有的参与人员都犹如

沐浴在知识的海洋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 

 

 

 

 
 

 

 

 

 

 

 

合影留念 

成绩 队伍名称 学院 队长 队员 

一等奖 荷风细雨 中荷学院 宁梓旭 丁扬、程丹丹 

二等奖 水浒队 理学院 石浩东 张方霍、匡从纲 

三等奖 一站到底 工商管理学院 黄亚男 马驰、宋月梅 

三等奖 乐知派 材冶学院 尚泰 张晓广、宋多多 

优胜奖 卓识队 软件学院 王帅帅 刘晗、刘衡 

优胜奖 ＴＬＹ战队 机械学院 唐晨晖 于丰宁、梁明剑 

优胜奖 sunshine 文法学院 方言博 王飞、张焕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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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两承千斤”扑克牌承重大赛 

扑克牌不仅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更是魔术师手中神奇的道具。那么，小小的扑

克牌中到底蕴含了多大的能量呢？ 

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创新精神，增强团队协

作精神及合作意识，激发每位同学主动探索身

边科学问题的精神，培养科学态度，丰富同学

们的课余生活，我们以科普节为契机，以扑克

牌为载体，开展“四两承千斤”扑克牌承重大

赛，进一步展现同学们的朝气与活力，创新与

协作能力。 

本次大赛分为现场赛与作品赛两个部分。

现场赛分为初赛与决赛两部分。初赛中，各组

成员在10分钟内对这25张纸牌进行一定的拼

接，制作成一个平面结构以承受尽可能大的重量。

最终根据各组承重的重量选取14支队伍进入决赛。

进入决赛的十四支队伍通过“纸”高气昂、“重”

里寻他、众志“承”城三个环节，根据得分高低确

定获奖等级。作品赛初赛经过大众评选最终选取 12

支队伍进入决赛。进入决赛的队伍经过承重比拼，

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以及科普时代奖。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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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畅想未来作品征集大赛   

    还记得年幼时曾经畅想的未来么？还记得那

个想要当个科学家的年幼的志向么？是什么消磨

了你的斗志？是什么限制了你的幻想？你想将儿

时的梦想付诸时间么？来吧，用你聪慧的大脑和灵

巧的双手创造你想要的未来吧！ 

    自 2009 年以来东北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举

办的科普节每年都以质变飞跃着，科普节的举办对

于加强科学的普及、营造浓厚的科技文化气氛，提

高学生科技素养以及我校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都意义重大，学生创新中心也全身心的投入，大

力支持与鼓励科协对该品牌的打造，每届科普节的

成功举办都极大的推进了科普知识在校内的宣传，

活跃了学生学习科普知识的气氛，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 

 

 

 

 

 

现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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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流淌的城市 

姓名：滕娅妮 陈露 

学院：艺术学院 

作品简介：本作品主要以毛线为主要材料用衣服为母体，分支出雪

色的城市，纯白色为主色创造出了一种梦幻的场景，让大家在现在

忙碌的生活之中有一片温馨的净土。 

 

 

 

作品名称：家园—回归自然 

姓名：蒲犇 靳鑫 李淑宁 

学院：艺术学院 

作品介绍：回忆童年，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梦

想———自由，但现在这个物欲膨胀的年代，谁

人不想心中有一片乐土，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

“家”，这是本作品的灵感所在，以竹签为主要

材料通过拼接、粘合制造出了每个人心中的“家”

——自然。 

作品名称：飞翔的城市 

姓名：乔文琪 

学院：建筑学院 

作品简介：“我有一个梦想，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                            

曲折之路成平坦，圣光披露，慢照人间。”这是马丁路德                                   

金的梦想，亦是我的梦想飞翔的城市，自由的城市，我心

中的城市，未来的某一天未来的某一天我会飞翔梦想的城

市。我喜欢绘画，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一起奋斗。 

 

作品名称：灵动—触碰自然的服饰 

姓名：邹冠淞 李颖 冯禹 

学院：艺术学院 

作品简介：设计的最高境界最后无非是归于自然，

本作品以蓝色为主要颜色，蓝色象征自由，灵动。

蓝色，海洋的颜色，天空的颜色，梦境的颜色，物

欲横流的社会，谁人还能真正的触碰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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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繁花玉树 

姓名：赵津洱 刘璐 于思萌 郭淑近 

学院：艺术学院 

作品简介：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海洋，蓝色的

海洋，象征纯洁的梦想，鸟巢象征天空，一个辽

阔的梦想，下面的黄色的土地象征稳重，旨在为

了那个童年美丽的梦想，脚踏实地做好自己，在

未来的世界里翱翔。 

 

 

 

 

作品名称：大地艺术博物馆 

姓名：张诗含 辛昕 王淼 李杏玲 

学院：艺术学院 

作品简介：人世间最美的艺术品——大地。透过龟裂的大地

看到的是无助，和失望。一个“人”坐在高地起伏的大地上，

下面的莲花图案，是以回到了女娲造人时期，人类浪费水的

陋习无非会带来灭亡的灾难，最后永远陈列在博物馆。 

 

 

 

 

作品名称：考夫曼—沙漠别墅 

姓名：冀莎菲 

学号：20121783 

学院：建筑学院 

作品简介：这是大师考夫曼的 

作品，沙漠别墅，在沙漠之中 

的一片绿洲，就像是忙碌生活 

中的一方乐土，制作本作品旨 

在了解大师的想法，解读大师 

的一生。 

 

 

 

 

 

活动总结：本次比赛虽然时间比较仓促，但

在学生会及科协成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我们在

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将比赛完成的很好，从选手报名

到通知选手相关事宜，到布置展出场馆，每一项工

作我们都尽力做好。我们在做每一项工作之前，都

想好了这项工作应该注意的细节。由此，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做事认真用心，团结合作，我们一定能把

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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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大合伙人”科普微电影、摄影大赛  
用影像来展现这个大千世界，通过镜头和影音

创意成反映科技时代带给我们改变的电影短片和

摄影作品来表现最真实的万象世界。我们热爱影

像，为了留住时间。学生科协这样一个展现你创意

的平台，作为科普节的活动之一，此活动将在全校

范围内进行微电影和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你的作品

也许是 2到 3 分钟的灵光乍现，也许是 20 到 40 分

钟的深思熟虑。只要你有勇气，拿起身边的任意的

摄影设备（它可以是 DV，可以是手机），截取生活

某一个片段，发挥无限创意将它们转化成影像，就

可以参加此次比赛。此外比赛还欢迎优秀的原创剧

本的参赛，我们将让你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绚烂

多彩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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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优秀作品： 

 

信息学院-温睿(睡醒) 

大自然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量的

无节制浪费时刻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木制品、纸

张等的需求使得大量树木砍伐。人们节约的心灵

仍在沉睡，对肆意的浪费无动于衷！此片旨在告

诫人们节约使用资源，唤醒一颗颗节约使用资源

的心。 

 

 

 

理学院-齐淑霞(我们都会幸福的) 

作品简介： 

青春路上一路奔跑，一路追寻那美丽的彩虹; 

七色的光总是很迷幻，忘记减速，细细体味身边

那不离不弃的爱; 

每一次都是你，让我改变自己的想法，  即使爱、

即使痛也宁愿做你的隐形守护者。努力坚持、不

断追求后我们我们都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始终坚

信我们都会幸福的！ 

 

国防学院-韩健(娱乐自我) 

作品简介： 

我们来自国防 

我们有铮铮铁骨 也有侠骨柔肠 

在这里我们将心愿化为祝福给大家拜年 

 
 

 

软件学院-腾达(放梦) 

作品简介： 

几个大学生刚刚来到东大，都做着自

己喜欢的事情而忘了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

情，然而四年以后面临就业才知道自己应

该做什么，大学生活转眼即逝，我们应该

充实的过好每一天在学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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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优秀作品 

 

time 

作者：唐宇星 

作品简介：作品摄于建筑馆楼顶的晚霞，

采用定点间时拍摄手法，以同样的视角在

不同的时间拍摄七张照片拼合而成。 

 

    

 

 

 

 

秋天的细枝末节 

作品简介：作品意在通过秋天里的色彩对

比来体现季节变化。 

 

 

 

 

作者：张鹏程   暮色东大 

作品简介：以独特的视角展现黄昏下不一样韵味的东大

风景。暮色下奇异的景色，也许在某个瞬间就会消逝。

正因为难得所以倍加珍惜。  

 

 

活动总结： 

为期一个月的“东大合伙人”微电影/摄影大赛，在

技术部成员的大力宣传、同学们的积极响应下落下帷幕。

同学们提交的作品符合本次大赛的主题，摄影作品——

通过镜头捕获生活中的精彩瞬间留下对美好的纪念品，

微电影作品——自编自导自己演绎，自己录制青春路上

的一段段不能被抹去的故事。通过本次大赛，在看到优秀作品的呈现时。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暖暖的，我们

的辛苦没有白费！ 

本次“东大合伙人”微电影/摄影大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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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活一点通”小窍门大赛 

为了解决我们生活中遇到一些困扰我们的问

题。本次“生活一点通”设计大赛将结合我们的日

常生活对周边的一些事物进行自己创意性的改造

或者创新，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安全。也可以让

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动手能力,激

发同学们的创造力与动手能力. 

此次“生活一点通”创意设计活动中，各参赛

队伍分别详细阐述了自己队伍的创意和创新性的

想法，结合实际给出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对生活

用品或者日常生活起居的改良和创新。我们的参赛

者的聪明才智不但能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困惑和

小忧愁，更加能够提高我自己体验们的生活效率。

而在比赛创作期间各个参赛队之间充分交流，一方

面提高了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扩大了自己的人际

圈。另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创新创作

能力。而更多的则是各参赛队自己获得了一个团结

协作、钻研和努力的平台，丰富了自己的大学，也

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次大赛是一次覆盖全校范围的“生活一点通”

创意设计大赛，比赛可以以个人为单位参赛也可以

组队参赛。参赛者在发现生活中因为一些产品的设

计不当或者其他原因给我们的生活使用带来不便

时，通过自己的思考改良这些东西。或者自己动手

变废为宝，或者制作方便大家的产品。报名后将自

己的创新性的想法或者设计方案提交给我们，我们

将评选出最实用或最具有创意的作品并进行颁奖。 

 

 优秀作品创意简介 

楼道厕所废水循环改良 

看到日益严重的土地荒漠化，面对日益匮乏的水资

源，我们怎能无动于衷；我们怎能袖手旁观。我们

团队与时俱进的有了这个金点子，用实际行动使废

水达到最大利用化。 

下面来介绍我们的作品。 

构成，水箱，3个管子，一个过滤网。 

原理，他安装在宿舍洗浴槽底部，把收集到的废水

储存起来，等到下层人使用冲厕所时排出。首先在

1.进水管安装一个过滤网，避免堵塞。其次在由箱

底通入，并使 2.排水管在通入管子附近，可以是流

入的水有冲力，避免沉淀物堵塞，同时减少对箱底

的清理。最后在顶层侧面开了个口，防止废水过多

而溢出，由 3排水管流到下层的装置中。 

备注，当废水不够用时，用清水来补充。利用 U型

管原理，设定一个最低水位，当水不够时，自动会

补充，至形成液封。保证时刻有水。箱子大小可以

提前做数据统计，再综合分析各种实际情况，制定

大小。 

    也许一箱水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是我

们投入到一栋，100 栋，1000 栋，我们坚持使用 1

年，10 年，100 年。或许你不会再无动于衷了吧！ 

                                                                       薛昭阳组 

多功能备用电源创新 

为了同学们能够按时休息，为了避免电器因长

时间通电而产生的安全隐患。我校每天晚上都会按

时切断本科生宿舍的电力供应。这是一项为同学们

着想的政策。然而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中，电力的

中断势必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手机在夜间无法充电，或是熄灯后还有工作要

做而需要照明或是路由器的支持。基于这些切实的

需要，我设计并制造了本次的参赛作品——多功能

备用电源。 

作品共由三个模块组成： 

1、 5v USB 供电部分: 由 1 个升压供电电路、1 个
降压充电电路以及 1 块带有安全保护板的锂电

池组成。电池工作电压在 3.7V-4.2V. 升压部

分负责把电压升高到 5V 给设备供电，降压部分

负责把手机充电器的电压降低至 4.2V 给内部

电池充电，锂电池用于储存电能。 

2、 照明部分： 由一个开关和一块带有 12 个 LED
灯泡的线路板组成，电源来自于 5V 的供电模

块，照明模块的优势在于与充电台灯相比更加

方便携带，与手电筒相比照明区域更大，更符

合在寝室夜间照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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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后备电源部分： 由串联起来的两节 18650

型锂电池，和一块安全保护电路板组成。使用时将

路由器电源接到作品上，再将作品连接到路由器上

即可。安全电路板负责在电池充电至 8.4V时终止充

电，在电池电压低于 7.2V时切断电池来防止过度充

电或放电，保护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该模块可为一

般的 9V额定电压的路由器或交换机提供大约 3‐5

小时的电力供应。                                                                            

王轩组 

 

对方便面盒的创意改进  

  今天，方便面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食品在旅行、应

急、救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传统的桶装方便面有着明显的不足，圆

台式的外形设计占用了较大的空间，携带十分不

便。针对这一缺点，我对方便面盒进行了创意改良。 

    我的想法源自可折叠的纸袋，通过简单的几个

步骤，我们可以将容量很大的纸袋折叠成一个“平

面”。同样，我们也可以将方便面盒折叠起来。 

    首先，我们用更易折叠的规则立体——长方体

替代圆台式的外形，然后将四角内折，这样，原本

很大容量的方便面盒便成为了一个薄薄的“卡片”，

再附上叉子，用盖子和约束带将其束缚住，便是我

的作品。需要使用时，只需将约束带移去，撑开盒

子，然后就可以像普通方便面盒一样使用了。           

刘开元组 

活动总结 

 对于参赛者而言，意义非凡。而对于比赛承办方，我们大

家不光锻炼了自己的承担能力，学会了担当、分享、合作。

而且在团队协作方面我们对彼此的关怀相互之间的支持让

我们内部更加的和谐。亲如一家。我们大家在比赛中也就

像一个个参赛者一样，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成长。相信经过

一个个比赛的洗礼。经过一次一次的蜕变我们都将变得更

加优秀，为学生科协的发展壮大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希望

我们大家都是将军，至少心中也要有个将军梦。然后我们

会一直前行。祝学生科协的未来更加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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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勇闯魔界”魔方挑战赛 

小科普大时代，小小魔方，大大梦想。 

芊芊十指，魔幻世界，是玩具，也是数学模型。参

赛选手采取个人报名形式参加比赛；将给定的混乱

的魔方转动至各个面各成一色时，为挑战成功；根

据挑战所用的时间记录名次。 

“勇闯魔界”魔方挑战赛是东北大学第五届

“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系列活动之一，作为东

北大学魔方发烧友集结地−−极光魔术社在校学生
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举办了此次活动。 

 

 

 

 

 

 

 

 

 

活动总结 

魔方与中国人发明的“华容道”，法国人发明

的“独立钻石”一块被称为智力游戏界的三大不可

思议。而魔方受欢迎的程度更是智力游戏界的奇

迹。通过小小的魔方，同学们不仅仅体验到了竞赛

活动的紧张刺激，也同时动手动脑，将团队合作与

个人能力完美结合。决赛当天，更有极光社团的高

手们 show 出自家本领，将现场比赛带入高潮。各

比赛队伍严谨、踏实的比赛作风更为我们和观众留

下了深刻的印。魔方争霸赛不仅让热爱魔方的同学

充实了自己的课余生活，也为校园带来了一股魔方

热潮，让更多的同学投身到科普文化活动中来。科

普不仅仅是粒子的二分之一自旋和多重宇宙论，也

存在与我们身边点点滴滴之中，存在在这小小魔方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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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来之星”嘉年华 

忆往昔，寒窗苦读十余载；看今朝，英雄齐聚

群英堂！ 

为了促进当代大学生竞赛能力，提升同学们的

钻研水平，我们科学技术协会特此在学生创新中心

的指导下承办了这次“未来之星嘉年华”活动。此

次活动主要对象是大一新生，目的是想让同学提前

了解在大学这个提升自己能力平台上更好的去了

解我们学校的各种竞赛制度，为我校的各种各种竞

赛做好一定的准备，继承我校某些竞赛在全国范围

内名列前茅的优良传统。 

活动过程 

今年的嘉年华形式更具创新特色。“创新武林

大会”将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电子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

赛、创新性实验计划五大比赛分别对应于五大门

派：少林派、逍遥派、武当派、崆峒派、昆仑派，

被邀请的同学也分别收到了不同门派的“英雄帖”，

而且主持人、礼仪等工作人员亦是古装打扮，渲染

了一个惟妙惟肖的创新武林。 

“前武林盟主” 张云洲老师为大家介绍科技

竞赛的相关内容，张老师以其切身经历给“英雄豪

杰们”打开了科技竞赛的大门，使“英雄们”受益

匪浅。接着，五大门派的“掌门师兄”带领师弟、

师妹们参观了创新型五大实验室，并由那里的老

师、学长进行介绍，各大门派热闹非凡，众师弟师

妹跃跃欲试。 

在众师兄和英雄豪杰的努力下，活动圆满结

束，活动结束后，我们专门采访了我们此次活动的

“新任武林盟主”，“此次活动真的很有意义，新鲜

的让我们吃惊的形式，并且通过老师和学长的细致

讲解，我们真正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了什么是真正

的竞赛，我将会从大一抓起，对自己感兴趣的竞赛

丰富知识，争取夺得竞赛一等奖！”她充满自信的

笑着。 

活动总结 

通过此次活动，使大一的“英雄们”在初踏

入大学这关键的时刻，意识到了大学将要面临的新

的挑战，我们的大学挑战生涯从今天开始。 

同学们意识到了在大学中仍有很多充满各种竞争

和技术含量的大赛等着自己的挑战，通过实验室的

亲身实践，同学们对自己感兴趣的竞赛进行了深入

了解，和历届获奖的学长学姐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对自己的竞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信此次活动同学们能够把自身的学习和竞

赛方面的兴趣进行有机的结合，使我们此次活动在

大一新生注入新鲜的活力，为我们学校赢得更加的

荣誉和光彩。 

第五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之“未来之

星”嘉年华创新武林大会圆满闭会，作为东道主的

学生科学技术协会期待各位英雄豪杰的精彩表现，

祝愿他们赢得精彩的竞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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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创新讲坛——英国年度企业家奖获得者江森海畅谈创业 

创新讲坛，以创新讲坛活动为主题，诚邀数位

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优秀作家及科技尖端人才

莅临我校讲座，开辟“第二课堂”。通过名人进校

园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学习分享成功创业经

验，活跃校园学生科技创新氛围。  

2013 年 10 月 24 日晚七点，由学生创新中心

主办、学生科学技术协会承办的创新讲坛在汉卿会

堂学术报告厅举行。讲座题为“让你的缺点闪光”，

讲座邀请到“创可贴 8”品牌创始人江森海先生来

我校畅谈他的创业经历、创业感悟和创业理念。  

    江森海（Dominic Johnson-Hill）,英国人，

一次跨国旅行让他爱上了北京。2003 年他搬入了南

锣鼓巷，胡同的生活激起了他创作的灵感，之后他

卖起了自己设计的“创可贴 8”品牌 T 恤。创可贴

T-恤创立理念是取中国意象图标放 在 T 恤上来创

立一个服装品牌，中国可以把这个称之为自己的品

牌。这个创意所带来的就是一个真正中国街头品牌

的诞生，这也使他在“2008 年度英国商业大奖”上

获得了“年度企业家奖”。江森海现在在江苏卫视

“职来职往”节目中担任特约面试官，之前

也曾被邀请到《鲁豫有约》、《快乐大本营》

做过节目，受到不同行业人士的充分肯定。 

  江森海先生以时间顺序缓缓展开整场讲

座，从非洲、印度的游历到北京的定居，江

森海先生教给同学们勇敢向前的人生真谛。

而从身边的粮票、暖瓶中获得的灵感也告诉

同学们，成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细

节。接着，江森海先生阐述了自己管理企 业

的三大要素：创新、宣传和人才管理，正是

对这三点的良好运作，才能使梦想照进现实，让创

新的灵感蜕变为创造收入的生产力。江森海先生幽

默生动的演讲赢得了现场阵阵欢笑和掌声，同时也

给同学们带来了关于理想、创新和成功的深思。随

后，同学们踊跃提问，江森海先生逐一进行了耐心

细致的解答。现场江森海先生为同学们抛送礼品，

并现场抽取奖品，其中一等奖江森海先生带来的一

件创可贴 8T 恤献给东大学子。 

此次活动带给同学们很多感触，让他们更加明

白勇敢尝试与坚持自己梦想的重要性。讲座结束对

同学采访时，一位同学这样说：“这次的讲座江森

海先生幽默而有重大的意义，很高兴见到江森海先

生，讲座对我来说是极其珍贵的，一个成功的创业

者，要不断地更新管理理念，不断地创新，这样才

能实现成功创业。每个人的创业背后都有饱含风霜

的印记，让我懂得了创业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更重

要的是要有一颗勇于挑战，不畏失败和坚定意志的

心。”此次讲座在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增强同学们

的创业意识、启发同学们的创业思维等方面都产生

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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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幻联盟吧 

“科幻联盟吧”是一次覆盖全校范围的科普活

动，科幻的世界是神奇、玄幻却又不失真实的的世

界。通过观看科幻电影，带领学生走近科学，徜徉

在科幻的世界中，开启学生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与渴

望，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并且通过电影后期的活

动，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达到善于思

考、乐于思考、勤于思考。 

10月-11月 “科幻联盟吧”放映日： 

1.10月11日，追逐自由：V字仇杀队； 

2.10月18日，星球旅途：星际迷航； 

3.10月25日，人性善恶：银翼杀手； 

4.11月1日，不完美的世界：蝴蝶效应； 

5.11月8日，黑客的救赎：黑客帝国； 

    6.11月15日，未来就是历史 ：十二只猴子。 

    本届科普节科幻电影活动从10月11号至11月

15号每周周五共6期，从10月11日揭幕起就吸引了

众多老师同学到场，其间共放映了《V字仇杀队》、

《Blade Runner》、《Star Trek》、《The Butterfly 

Effect》、《Matrix Reloaded》、《十二只猴子》等6

部科幻大片。此次电影节吸引了东大学子的积极参

与，仅六周时间，就得到来了自全校的科幻电影爱

好者的热烈支持。学生们不只对电影感兴趣，他们

对能够带给他们思索的作品会更加喜爱。他们讨论

影片中各种科技产品，他们寻根刨底地询问科学原

理，他们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升华着影片的主题。看

完影片，不少学生还表示，不仅“心动”还要“行

动”，决心要制作出科技产品来。 

  本次科幻联盟吧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精

神，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引导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在校园文化中注入了科技内涵和创新精神。至此，

电影被定格在已逝的画面里，但科技创新之梦仍在

前行。 

 

活动意义： 

在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愈加被人们所重

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在校的大学生

就更应该相信科学、了解科学、掌握科学。学生科

学技术协会举办的科普节正是为大学生能更好的

了解科学、应用科学提供了一个平台。科幻联盟吧

作为科普节中的环节，通过科幻电影的放映，来达

到视觉的冲击，向同学们展现一个科幻的世界，激

发同学们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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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60 健康卫士 

为了使大家能了解早上不吃早饭的危害，养成

早上吃早饭的良好习惯。我们开展了期一周的360

健康免费早餐活动，旨在提醒广大同学意识到吃早

餐的重要性。 

    通过免费发放早餐，讲解早上不吃早餐对身体

的伤害，使大家重视早餐，并且促成同学们吃早餐

的习惯。参与活动的同学，通过我们宣传册意识到

了不吃早餐的危害。在领取早餐同时，同学们在我

最喜欢的营养食谱展板上投票选出自己喜爱的食

谱。活动过程中，同学们踊跃参与、活动现场热闹

但井然有序，热情度极高。除此之外，学生科协人

人公共主页也每天更新健康饮食的小知识，让同学

进一步了解饮食对健康的响。通过本次活动，同学

们了解了不吃早饭对身体的危害的同时，也了解了

很多健康知识。本次活动在东大校园里受到了大家

的一致好评，也让大家决心在繁忙的课业里注意健

康的生活方式。这也正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健

康生活，从吃早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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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科普小时代”之科普服务 

活动简介 

 为了弘扬科学文化，增强当代小学生科学知

识，东北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网络部组织开展了

“走进社区”科普小时代的志愿活动。开展这次“走

进社区”的科普服务，旨在将科学知识传播到民众

社区、带入社会，普及科普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环

保的生活理念。更要在帮助广大民众信科学、知科

学、用科学的同时，为同学们搭建一座学以致用、

回报社会的桥梁。 

活动过程： 

 志愿服务是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

普志愿服务在 21 世纪信息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11 月 6 日午两点半，活动在河北街第一小学

展开。志愿者们分别走进六年级一班、二班、三班，

为他们介绍科学知识。志愿者们播放了有关机器

人、大气压原理、折叠纸牌等与科学相关的视频并

且亲自指导小学生们进行简单的科学实验，志愿者

们还向小学生们展示了机器人模型，让他们近距离

接触到“科学技术”。在介绍科学知识的同时，志

愿者们还对小学生们进行提问和互动，同学们踊跃

发言，现场气氛异常活跃。在大学生哥哥姐姐的带

领下，小学生们兴致高昂，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最后，志愿者们向表现优秀的同学颁发了奖品，

并举行签字仪式，与小同学们合影留念。 

活动意义： 

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从简单的事物中发现复

杂的奥秘，从复杂的事物中发现简单的规律；而科

学之美，就体现在细节中、在严密的逻辑和确凿的

证据中、在辽阔的时空中。秉着弘扬科学魅力、展

现科学之美的责任，活动人员们用生动有趣新颖的

讲课风格，结合实验、示范、交流、服务等形式，

为同学们描绘了一个绚烂多彩的科学世界，使同学

们对科学有了更理性、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对于

培养青少年的科学思想，启发青少年科学智慧，宣

传科学精神，倡导科学生活，普及科学知识都有重

大意义；对于丰富校园科普文化，加强学校文化底

蕴建设等都有深远影响。从长远来看，本次活动是

一种把科学普及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的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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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走近科学”科普博览 

为丰富东大学子的课余生活，进一步在学生中

传播科普知识，由学生创新中心主办、校学生科学

技术协会承办的东北大学第五届“招金集团”大学

生科普节特色活动之“走近科学 ，科普博览”之

旅活动开展。该活动分为走进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走进沈阳沈飞航空博览园，走进沈阳铸造博物馆三

篇。 

11 月 9 日、10 日、16 日，40 多名来自东大不

同学院专业的学生，在导游的带领下分别对三个博

物馆进行了参观。古生物博物馆以科学性为主，以

介绍 30 亿年来辽宁“十大

古生物群”为重点，以展

示地史时期生命起源与演

化为主线，内设有四大明

星化石：世界最早的带毛

恐龙“赫氏近鸟龙”、“会

滑行的蜥蜴”赵氏翔龙、

为揭示鸟类可动性头骨的

早期演化和早期鸟类的树

栖能力演化研究作出了贡

献的“沈师鸟”，“迄今世

界最早的花”辽宁古果。

沈飞博览园包括有序厅，

志在冲天，碧空雄风，世

纪展望等七个馆，参观过

程中，大家都认真地听着

导游讲解，跟随着导游的

脚步逐步了解了航天事业的发展。热情的导游也详

细地给大家现场示范了全机地面静力试验。沈阳铸

造厂搬迁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铸锻工业园。其核

心车间，以原生态保留，并分为工业会展、创意产

业园、铁西工业发展回顾几大部分，以工业雕塑的

形式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厚重与恢弘。芯盒、风铲、

砂箱、耐火管、铅粉、风冲子等各式各样工业元素

点缀在墙，无声地讲述着铁西工业曾有的辉煌。此

次活动在大家的热情参与和积极配合中圆满结束

了。 

这次“走近科学”科普博览活动进一步引导了

大学生了解普及科技文化知识，丰富了学生业余生

活。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能提高同学

们学习科学文化

知识的意识和积

极性，达到从展览

馆博物馆中了解

科学，培养科学精

神、科学思想、提

高自己的科学文

化涵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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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普节工作总结 

东北大学第五届“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是

由我校学生创新中心主办，学生科学技术协会承

办，面向广大公众开展的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规

模宏大、全校联动的学生科普活动，是全校师生共

同参与普及科学知识的盛大节日。 

在往届科普节成功举办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基

础上，今年科普节的举办以进一步整合科普资源，

创新科普理念和科普载体，加大科普宣传，普及科

普知识，促进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

学知识运用于生活为目的，促进我校科普教育和创

新教育的开展，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 

本届大学生科普节活动内容分为四个板块：科

普竞赛、科普创作、科普交流和科普服务。内容覆

盖大学生科普知识竞赛、地下金刚、创新讲坛、四

两承千斤等 15 项活动。历时 3个月，累计参加 1300

人次，共收集优秀作品 100 余份。其中共产生一等

奖 9个，二等奖 18 个，三等奖 31 个，科普时代奖

16 个。 

本届活动以生活为主题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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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

了科普宣传,普及了科普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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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

舞台，是培养和挖掘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目前东

北大学“招金集团”大学生科普节已经成为全校师

生广泛参与，高度认可的精品校园活动。此次科普

节内容力求贴近生活，促进了我校学生日常科技社

会实践的蓬勃发展，培养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科普节让学生们在参与活动娱乐身心的同时关

心身边的点滴小事，促使同学成长为国家需要的创

新性人才。（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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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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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社会实践宣讲会 校团委 6 月 20 日  480 

2 东北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申报培训会 校团委 7 月 5 日  500 

3 东北大学 
2013 年东北大学暑期社会

实践“理论之光”答辩会 
校团委 6 月 27 日  400 

4 东北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校团委 7 月 15 日  357 

5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优才讲堂”：未来

中国经济领袖课堂 
校团委 6 月 7 日  300 

6 东北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总结培训会 校团委 9 月 4 日  32 

7 东北大学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汇报会第

一场 
校团委 11 月 19 日  500 

8 东北大学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汇报会第

二场 
校团委 11 月 25 日  450 

9 东北大学 
“理论之光”暑期社会实践

团队 
校团委 7 月-9 月 100 

     
 出征仪式                                        授旗仪式 

     
 优才讲堂                                       优才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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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部分学生科技竞赛获奖作品简介 

2013 年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 

2013 年本科生申请专利一览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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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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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部分学生科技竞赛获奖作品简介 

 学生创新中心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作品 
作品名称：城市排水系统优化设计 

指导老师：霍楷，讲师，设计系副主任。 

参赛队员： 

靳雪蔓：艺术学院，环境艺术专业，10 级； 

徐阿俏：艺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10 级； 

肖宇航：信息学院，自动化专业，11 级。 

作品简介： 

    2008年至2010年间，我国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内涝，有57个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超过12个

小时！因暴雨造成城市内涝，导致城区积水、交通瘫痪、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尽管灾害已去，但大雨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却引发我们的反思。本队成员通过对大量参考资料的反复研究，了解排水系统出问题的基

本原因，最终整理了这个具有可行性、极具现实意义的排水系统优化方案。 

城市排水系统优化设计集“渗”“蓄”“用”多位一体，结合运用多种手段高效、生态、环保的解决内

涝问题。渗，所谓渗，就是在路面上大量铺设渗水砖，渗水砖具有保持地面的透水性、保湿性、防滑、高

强度、抗寒、耐风化、降噪吸音等特点。当大雨来临，渗水砖和地表排水系统可以迅速使雨水下渗，更大

程度上避免积水。蓄，谓地下水库，顾名思义，是指在地下含水层中蓄水的水库。地下水库是利用引渗回

灌的方法，把降水或河水等渗入地层的空隙之中蓄积起来，或者将河道的潜流利用地下坝拦蓄起来，形成

地下水体的蓄水工程。用，所谓用就是合理的利用现有空间和资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利用，使之成为

用之有效的排水工程，将各大城市中的公园绿地、广场进行改造，使其在满足广场的正常使用之外可以在

暴雨来临之际有效的储存排放雨水，水池不仅可以作为蓄水处来用，而且可以作为人们聚会、玩耍、运动

的场所。 

作品的创新点： 

作品创意来源于生活中发现的实际问题，创意出发点是对时事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此优化排水系统可

以针对降雨情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集“渗” “用” “蓄”多位一体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内涝问题，同

时也充分利用了天然降雨，实现了水的循环利用。 

作品特色: 

1. 学术研究：学科交叉进行学习，推动小组成员
自主、研究学习。 

2、理念创新：多角度、综合解决问题，提出新的排

水系统理念。 

3、实践特色：将概念落实为实际行动，在实践中锻

炼造作计算机能力。 

4、现实意义：优化设计，有利于让更多人关注排水

系统、关注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善。 

 
 
 
                                                     图为参赛队员与指导老师颁奖典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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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作品 
作品名称：水滴奇遇记 

指导老师：高路，讲师。 

参赛队员： 

陶永振：艺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10 级； 

刘思楠：艺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10 级； 

作品简介： 

在视频中先翻开一个本，讲述地球的水资源不断减少最后变成人的眼睛慢慢从中落下一滴泪水，水滴

开始了旅程，它先经历了人类砍伐树木，大气污染，城市建筑污染，尾气排放，工业、农业以及生活垃圾

污染，再由过滤净化、活性炭净化，明矾净化，水资源运输。最后视频中显示一颗小草慢慢枯萎，这时水

滴才从水龙头中掉落，在伤心之余，水滴慢慢倒退回到人的眼睛里再回到地球水丰富的画面。将纸反过来

上面写着：地球不会为你倒带，请珍惜每一滴水。 

作品的创新点： 

1.作品中形象、场景的设计。既要有感染力，又要简单易懂，还要符合现实，而且要有创新。 

2.作品中场景的衔接。衔接既要自然，又要有关联，还要将主体形象融入其中。 

3.作品中的翻纸动作。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构思耗时最长，而且它的制作没有参考依据，很难迸发

出灵感，准备时长，更多的是实现过程复杂繁琐。既要保证动作的连贯，又要保证上一张与下一张画的一

致性，还有纸张重叠位置的设计。 

4.作品中的完美循环。为了提高作品的感染力，保证作品的完整性，这种循环并不是用电脑技术达成

的，而是经过计算和测量，使起点和终点在一个位置上。 

5.作品的制作过程。由于作品篇幅较大，在制作的过程中，既要选择一个宽敞平坦的地方，又要保证

画面的清洁度，还有移动的不方便。 

6.作品的拍摄过程。耗时长，尝试了许多种拍摄方法，既要保证画面的平稳，又要跟随翻纸的节奏，

还要随时调整画面的焦距。由于篇幅大，在上拍摄要随时保证画面的清洁度。 

7.作品的后期制作。既要保证视频的流畅性，又要保证视频的节奏感。还要在上千个音效中选取所需，

音频上既要保证与视频协调一致，又要具有感染力。 

作品特色: 

作品还融入了很

多创意元素，是平面

与立体的结合，具有

节奏感，视觉冲击力。

以卡通动画展现了水

的污染净化过程，画

面动感，内涵丰富，

幽默中引人深思。最

后告诉人类时间不可

逆转，珍惜水资源从

现在做起。 

作品不限年龄

段，利用范围广，可

用在商场、室内外广

告、地铁站、各大网

站等地。 

 

                             图为参赛队员与指导老师颁奖典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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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作品 

 

作品名称：电磁振动/剪切耦合作用下半固态金属流变轧制成形 

指导老师：管仁国，教授。 

参赛队员： 

赵占勇：材冶学院，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博士； 

王  洋：材冶学院，材料加工工程专业，10 本科； 

董  磊：材冶学院，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硕士；等 

作品简介： 

电电磁磁振振动动//剪剪切切耦耦合合作作用用下下半半固固态态金金属属流流变变轧轧制制成成形形技技术术：：  

①利用紊流效应原理，将倾斜板设计为波浪形，提高了浆料质量；②采用振动/流动耦合手段，攻克
了国外技术斜板表面黏浆的难题；③建立了剪切/振动熔体处理短流程加工技术原理、装置和工艺； 
应应用用前前景景：：  

本技术制品可广泛应用于航空、军工、生物等领域，与传统铸轧技术相比，可降低成本 30％，节约能
耗 40％，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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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011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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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壁碳纳米管/手性液晶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刘逸楠，宋雅婷，王迪，胡建设
*
 

                                                                                               

摘要：本论文设计与合成了一种新型含薄荷基的手性液晶单体：4-孟氧基乙酰氧基苯甲酸-4′-十一烯酰

氧基(6-己氧基)苯甲酸联苯酯(M1)，然后将 M1、含羟基的碳纳米管(CNTs)与聚甲基含氢硅氧烷通过接枝聚

合制备了不同浓度的/手性液晶高分子复合材料。所合成单体、聚合物及复合材料的结构通过了 FT-IR 和
1
H-NMR 表征，液晶性能通过了 POM、DSC 和 XRD 的测试，探讨了碳纳米管含量对聚合物液晶性能的影响，

采用 SEM 观察了复合材料的表面形貌。单体 M1在升降温过程均呈现手性近晶 C相的破碎扇形织构、蓝相立

方织构及胆甾相的油丝织构和焦锥织构。CNTs 的加入提高了手性液晶高分子的玻璃转化温度(Tg)和液晶清

亮点(Ti)，拓宽了液晶相的温度范围，但不改变液晶相的类型与织构。此外，少量的 CNTs 能均匀分散在聚

合物中，起到了稳定液晶相的作用，但当 CNTs 的含量大于 3wt%，液晶聚合物中的 CNTs 就会团聚。 

关键词：碳纳米管，手液晶高分子，复合材料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17 

项目成员：刘逸楠，宋雅婷，王迪 

指导教师：胡建设 

项目名称：碳纳米管/手性液晶弹性体复合材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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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Ti 对高纯铁素体不锈钢耐点蚀性能的影响 

 田俊行，张驰，李燕锋，李曾超，姜茂发 

                                                                                              

摘要：本文采用电化学实验，并结合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和能谱分析，研究了 Nb、Ti 含量对高纯铁素

体不锈钢的耐点蚀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本实验条件下，高纯铁素体不锈钢中增加 Nb 和 Ti 的含量会

降低钢的耐点蚀性能。 

关键词：高纯铁素体不锈钢耐点蚀性能夹杂物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52 

项目成员：李燕锋，张弛，田俊行，李曾超 

指导教师：姜茂发 

项目名称：新型高纯铁素体的研究开发 

本文发表在《全国炼钢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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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千手观音’LEAFY 基因转录区基因组克隆和结构分析 

 马月萍，周逸中，魏江雪，王元芝 

                                                                                            

摘要：LEAFY(LFY)基因在植物花发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控制着花序分生组织向花分生组织的转
变，而且控制着开花时间。本研究通过基因组 PCR扩增，获得了菊花‘千手观音’LFY同源基因序列。序
列分析表明该基因包括 2个内含子和 3个外显子。其内含子 1的两个序列长短不同，差异明显。两个内含
子与甘菊的 LFY同源基因 DFL相比都表现出了丰富的变异性。其外显子推测的氨基酸序列与甘菊 DFL编
码的氨基酸序列相似性达 99%。系统进化分析表明‘千手观音’的 LFY同源基因与所有的菊属植物的 LFY
基因在树的同一枝上，且距双子叶植物的距离近于单子叶或裸子植物。Southern 杂交表明，‘千手观音’
基因组中 LFY同源基因以两个拷贝形式存在。 

关键词：千手观音；LFY同源基因；基因组 PCR；序列变化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22 
项目成员：魏江雪，余志洋，陈青霞，赵丹 
指导教师：马月萍 
项目名称：菊属植物 LEAFY基因序列差异分析 
本文被 EI检索 
本文发表在《东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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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IPMC的无阀微泵的研制 
 
 
                                                                                              

摘要：IPMC 是一种智能材料，具有驱动电压低，响应形变大的特性。无阀微泵具有结构简单，性能可靠等

特点。利用 IPMC 这种智能材料作为驱动膜，以 PDMS 为泵膜，设计了一种无阀微泵原理样机。并对其进行

仿真分析，有效证明了 IPMC 作为驱动膜的可行性。此外，设计了基于 IPMC 的不同结构应用于不同领域。 

关键词：智能材料，IPMC, 无阀微泵，PDMS 泵膜，扩张/收缩管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95 

项目成员：吴志渊，周陈宏，潘军志 

指导教师：郝丽娜 

项目名称：基于 IPMC 的微型泵送系统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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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涂层制备技术研究进展 

 李宏宇 1
，张媛媛

1
，林小星

1
，贾新颖

1
，李建昌

1*
，陈建

2
，杨贻谋

2 

                                                                                               

摘要：高分子涂层具有阻隔、耐腐蚀、耐摩擦、防潮湿和绝缘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机械等领域。

本文综述了高分子涂层的制备，发现其制备方法具有多样性，但多在大气环境中进行，存在高温分解、涂

层内应力大和衬底结合力差等问题。对聚酰亚胺薄膜制备研究表明，溶胶-凝胶薄膜存在大量微孔，干燥过
程中逸出气体及有机物易产生收缩效应，降低涂层与基底的结合强度；气相沉积聚合法所制薄膜均匀性不

易控制，易受挥发溶剂影响；缩聚法对设备要求较高，适于实验室研究。真空喷射法作为一种新方法，可

弥补上述不足，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字：高分子；有机涂层；真空喷射法；聚酰亚胺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98 
项目成员：梁启煜，张媛媛，贾新颖 
指导教师：李建昌 
项目名称：高分子功能薄膜真空喷射沉积系统 
本文被《真空》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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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挂汽车列车紧急制动防折叠装置 

 史晓帆，谢少平，陈伟，王云龙 

                                                                                               

摘要：基于半挂汽车列车发生折叠的原因的基础，进行模糊控制器设计。针对半挂汽车列车分别在有防折

叠控制和无防折叠控制下的驱动轴侧向力、折叠角等因素进行了仿真。以此研究防折叠方法，进行防折叠

装置设计，以期提高半挂汽车列车的侧向稳定性，从而避免折叠现象发生。 

关键词：半挂汽车列车、紧急制动、防折叠、模糊控制器设计、防折叠仿真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91 

项目成员：史晓帆，谢少平，陈伟，王云龙 

指导教师：周淑文 

项目名称：半挂汽车列车紧急制动防折叠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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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支持膜转移技术的纳米结构制备 

 吕国春
1
，吴祥武

1 

                                                                                              

摘要：本研究基于传统微结构制备技术，制备出具有疏散-致密微纳结构的银薄膜，并拟建立了一种基于

聚合物的薄膜转移技术，实现对上述微结构完整的转移，同时利用该薄膜转移技术实现银薄膜的功能化，

即制备出安全柔软的软镜子。本研究利用聚乳酸（PLA）首先实现了转移，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对转移前后微纳结构在基底形貌进行表征，以此证明此转移技术的可行性。同时，本研究还利用其它聚合

物，例如 PP、PVC、PET、PC 等，探究适合要求的最佳聚合物，结果证明 PC(聚碳酸酯)为最佳聚合物。 

关键词：微结构薄膜转移软镜子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34 

项目成员：吕国春，吴祥武 

指导教师：赵爽 

项目名称：基于自支持膜的纳米结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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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流微反应器在催化均相有机合成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微反应器是一种新型的具有高效传热传质作用的连续流动式反应器，在微反应器中进行有机化学反

应不仅能够实现对反应温度，反应时间以及反应物配比的精确控制,还能避免有机反应在放大生产过程中

的再优化过程。因此，使用微反应器对各种有机反应进行优化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有机合成研究领

域。微反应器的结构特点，微反应器传质传热及连续流动等特性，微反应器的应用拓展等进行了介绍,并

对微反应器在有机合成中应用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当前构建微反应器的方式、材料、驱动装

置及拓展应用装置等,介绍了我们设计并构建微反应器系统的策略和方法,详述了我们构建的微反应器的

特点和优势。此外,对微反应器在组装以及应用到有机合成中操作的方法和故障的排除进行了简要概述"在

微反应器中探讨了温度，停留时间，均异相体系，溶剂极性对产率的影响。 

关键词：连续流微反应器苯基叠氮均相与异相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36 

项目成员：夏捷，章潇，罗传宝 

指导教师：孙宏滨 

项目名称：连续流微反应器在催化均相有机合成反应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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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场下的纳米线的界面组装 

 鲁进敏，李轶坤 

                                                                                                

摘要：在流动场下，Ag 纳米线在水溶液和乙二醇溶液中以石英片为基底的界面组装问题已被广泛研究。
流动场的引入对界面组装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在加入搅拌的情况下，Ag 纳米线的表面覆盖
率在水中增加了 4 倍，乙二醇中增加了 8 倍。其次，在加入搅拌的乙二醇溶液中，Ag 纳米线组装呈现高
度取向排列。 
本实验研究了基底表面，溶液以及纳米线形貌对取向排列的影响，结果表明搅拌对纳米线出现取向排

列起到重要作用。本课题揭示了流动场下的组装技术在生产结构可控的纳米材料中的巨大潜力，为制造有

序结构的纳米材料提供了新的可能。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39 
项目成员：鲁进敏，李轶坤 
指导教师：付昱 
项目名称：基与流动场辅助的界面组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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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能量法的钢—聚丙烯混杂纤维混凝土弯曲韧性研究 

 王潇羽，李自志，关鸿愿 

                                                                                             

摘要：普通混凝土具有易开裂、弯曲韧性差的特点，纤维的掺入可有效改善混凝土的脆性特征。通过四组

不同强度混凝土基体试验，每种基体均设置素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钢-聚丙烯混杂纤维混凝土三组试

验，采用美国 ASTM- C1018- 98 标准评价混凝土弯曲韧性，研究钢/聚丙烯纤维对不同强度混凝土基体弯

曲韧性的影响。 

关键词：钢纤维混凝土、钢-聚丙烯混杂纤维混凝土、弯曲韧性、能量法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45 

项目成员：王潇雨，李自志，关鸿愿 

指导教师：陈猛 

项目名称：混杂纤维混凝土基本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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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海城某低品级菱镁矿脱硅脱钙除铁试验研究 

 印万忠，付亚峰，肖烈江，曹少航 

                                                                                               

摘要：针对辽宁海城某低品级菱镁矿的选矿除杂问题，论文进行了系统的矿石性质和可选性试验研究。研

究表明，高硅高钙高铁型低品级菱镁矿采用反浮选脱硅—正浮选提镁脱钙—强磁选除铁的联合工艺试验流

程，可以获得 MgO 47.13%，CaO 0.21%，SiO2 0.18%，Fe2O3 0.30%，MgO 的回收率 60.21%的最终菱镁矿精

矿，达到了脱硅、脱钙和除铁的目的，对此类型菱镁矿的综合利用有着指导意义。 

关健词高硅高钙高铁低品级菱镁矿反浮选正浮选强磁选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48 

项目成员：付亚锋，曹少航，肖烈江 

指导教师：印万忠 

项目名称：高硅高铁型菱镁矿的选矿除杂研究 

本文发表在《金属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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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泥石流灾害及防治研究 

 昝世明，樊赟赟，万江，宋国铮 

                                                                                                  

摘要:我国绝大多数大型矿山均爆发过泥石流灾害，矿山泥石流灾害及治的研究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矿

山建设、资源的可持续开采、矿山环境、生态平衡保护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该文章在析

了大量参考文献和工程实例的基础上，对露天矿山泥石流、井下泥石流和排土场泥石流等三种主要类型矿

山泥石流灾害进行了介绍，并就各自的形成条件与形成机理进行了论述，针对每一类矿山泥石流提出了具

体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矿山；泥石流；灾害；防治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49 

项目成员：昝世明，宋国铮，万江 

指导教师：樊赟赟 

项目名称：泥石流灾害沿程侵蚀动力过程试验研究 

本文发表在《现代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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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电流对 GH4049 合金再结晶行为的影响 

 高博，王磊，刘杨，贺玉伟，莫桐 

                                                                                        

摘  要：研究了高密度脉冲电流对 GH4049 合金静态再结晶行为的影响规律，分析了再结晶起始温度、

再结晶激活能随脉冲电流频率变化的规律及机制，讨论了时效过程中粗化　'相对合金再结晶行为的

影响。结果表明，与常规温度场相比，脉冲电流作用下 GH4049 合金的静态再结晶起始温度明显降低，

且降低幅度随脉冲电流频率、电流密度增加而增大；粗化的　'相对合金的静态再结晶行为有促进作

用，这对于解决难变形镍基高温合金热加工变形温度区间窄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发现，脉冲电

流产生的电子风力，能够降低合金中的位错运动阻力，从而降低合金的再结晶激活能，促进合金再结

晶的形核与长大。 

关键词：GH4049 合金；脉冲电流；再结晶；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51 

项目成员：高博，贺玉伟，莫桐 

指导教师：王磊 

项目名称：脉冲电流及定向凝固对难变形高温合金热变形行为的影响 

本文被 EI 检索 

本文被《材料科学与工艺》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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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步热轧对双辊薄带连铸取向硅钢组织和织构的影响 

 方烽，卢翔，胡虹玲，王国栋 

                                                                                                   

摘要：研究了双辊薄带连铸取向硅钢在不同温度、不同压下量条件下的异步热轧过程中组织和热轧织构的

演化。结果表明：取向硅钢热轧板组织存在不均匀性，与小辊接触侧剪切变形明显，存在再结晶小晶粒，

并且数量随着压下率和轧制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初次再结晶晶粒为等轴晶，晶粒尺寸随热轧压下变化不明

显，随热轧温度的增加而增加。热轧板织构主要以{110}和{001}为主，次表层高斯织构随压下率和热轧温

度的增加而增加。 

关键词：取向硅钢，双辊薄带连铸，异步轧制，织构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53 

项目成员：方烽，卢翔，胡虹玲 

指导教师：王国栋 

项目名称：热轧过程中异步轧制的工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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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铝冷轧复合薄带热处理工艺及界面组织研究 

 张淑敏
1
，胡明

1
，郭舒予

1
，王平

1
，刘静

2 

                                                                                                

摘要:利用万能材料试验机、金相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和电子探针等仪器,通过力学性能测试和界面组织观
察,研究了铜/铝/铜冷轧三层复合薄带的热处理工艺及薄带的界面组织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随退火温度升高
或保温时间的延长,复合带强度降低,塑性增强;退火后复合带界面宽度为 1.5µm~6.5µm, 410℃/10min退火时
复合带有最佳的力学性能;界面共有三层结构,有 5 种脆性化合物相生成,分别是 Cu9Al4、Cu4Al3、Cu3Al2、

CuAl、CuAl2等,其尺寸数量级为 10-4~10-8mm2;在形态上,Cu9Al4、Cu4Al3、Cu3Al2呈多边形块状, CuAl2相呈

椭圆状, CuAl呈弥散颗粒状. 

关键词:复合带;热处理;组织;性能;界面化合物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54 
项目成员：张淑敏，胡明，郭舒予 
指导教师：王平 
项目名称：强磁场处理铜铝冷轧复合薄带界面形态演化规律及其与组织性能相关性研究 
本文被 SC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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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法变相静电分离净化工艺对烟气脱硫除尘效果研究 

 焦雅楠，杨亮，丁雪，彭天权，王梅，钟圣俊 

                                                                                             

摘要：通过湿法喷淋使锅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硫等气体污染物被石灰水吸收而转入液相，再利用高压静电分

离进一步去除烟气中的含硫雾滴及细尘粒等颗粒物，是一种新型的高效脱硫除尘工艺。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在石灰水中 Ca(OH)2含量为 0.90%，石灰水用量为 0.4t/h 的条件下的脱硫效率可达 99%；湿式静电分离的

电压对除尘效率具有显著影响，随着电压升高，除尘效率呈明显增大趋势。 

关键词：湿法烟气脱硫静电除尘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55 

项目成员：杨亮，丁雪，彭天权，焦雅楠 

指导教师：王梅 

项目名称：湿法变相静电分离烟气净化工艺研究 

本文发表在《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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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两流中间包内流体流动的对称化 

 雷洪
1)
毕乾

2)
罗智恒

2)
赵岩

2)
 

                                                                                         

摘  要：采用数值模拟和水模型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控流方案下非对称两流中间包内流

体流动行为，并将优化方案进行了工业实验。实验结果表明：(1)采用经典组合方法计算各流的死

区时，出现负死区现象，因此采用平均停留时间作为评价参数；(2)原方案中靠近长水口侧出口的

平均停留时间为 194s，水口两流之间的平均停留时间之差为 97s，两流之间钢液温度差为 5℃。

(3) 利用非对称长方形湍流控制器可以实现钢液在湍流控制器出口处流量的非对称分布。(4)采用

非对称长方形湍流控制器和多孔挡墙后，近长水口侧出口的平均停留时间为 211s，水口两流之间

的平均停留时间之差为 34s，两流之间钢液温度差为 3℃。 

关键词：非对称中间包；准对称化；非对称湍流控制器；RTD 曲线；平均停留时间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57 

项目成员：毕乾，罗智恒，王雅光 

指导教师：雷洪 

项目名称：非对称中间包流场的准对称化 

本文被EI检索 

本文发表在《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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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O3对烧结镁砂致密性的影响 

 马鹏程，刘涛，袁磊，张令，于景坤 

                                                                                               

摘要：以辽南产菱镁石为原料，先将菱镁石在煅烧炉中 900℃煅烧 2h，冷却后得到轻烧氧化镁，然后将轻

烧氧化镁按细磨—成型—烧结的工艺流程制备出烧结镁砂。采用差热分析、红外光谱分析、阿基米德排水

法、X 射线衍射仪和扫描电镜对合成试样的性能和微观结构进行了分析。考察了不同氧化钇添加量对试样

性能和显微结构的影响，分析了氧化钇对氧化镁致密性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氧化钇添加剂使烧结镁砂

的体积密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氧化钇添加量为 0.5%时，烧结镁砂的体积密度达到了最大值 3.41g/cm
3
，

由于氧化钇的加入，致使氧化镁的烧结过程存在液相烧结，从而促进了 MgO 的烧结，提高烧结镁砂的体积

密度。Y2O3与原料中的杂质相 SiO2进行了反应，并生成了少量的 Y2Si2O7相，新相的形成，提高了烧结镁砂

的 m(CaO)/m(SiO2)比以及烧结镁砂的高温使用性能。 

关键词：菱镁石；烧结镁砂；氧化钇；致密性；体积密度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67 

项目成员：张令，刘蕊，曾璐 

指导教师：于景坤 

项目名称：低品位菱镁矿高效综合利用 

本文发表在《材料与冶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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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磁形状记忆合金的制备与外场训练 

 李慧，赵虹，袁俊逸 

                                                                                                

摘要：铁磁形状记忆合金 Ni-Mn-Ga 是一种新型的功能材料，其本身拥有强磁性及强磁晶各向异性。本实
验采用强磁场、应力场和温度场多场耦合的方式对合金进行反复相变“训练”，并通过配备背散射电子衍

射(EBSD)的扫描电镜（SEM）对其微观组织及界面特征进行表征，制取高质量的强织构多晶磁控形状记忆
合金。 

关键词：Ni50Mn30Ga20；多场耦合；马氏体相变；微观织构；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70 
项目成员：李慧，赵虹，袁俊逸 
指导教师：左良 
项目名称：铁磁形状记忆合金的制备与外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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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泥的综合利用技术发展现状及展望 

 张洪岩，豆志河，王建磊，刘小珍 

                                                                                                

摘要：随着氧化铝工业的发展，生产氧化铝排放的赤泥量日益增加，如何对赤泥进行综合利用已迫在眉睫。

本文主要综述了近年来国内赤泥综合利用领域的技术研究现状，剖析了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展望了

赤泥综合利用技术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赤泥；综合利用；钙化-碳化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74 

项目成员：张洪岩，王建磊，刘小珍 

指导教师：豆志和 

项目名称：基于钙化-碳化转型法低成本大规模消纳赤泥新技术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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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CO 致密扩散障碍层极限电流型氧传感器的研究 

 何背刚，刘涛，罗竣峰，王博 

                                                                                               

摘要：采用高温固相合成法分别制备了Sr0.9Y0.1CoO3−δ(SYCO)混合导体和La0.8Sr0.2Ga0.83Mg0.17O2.815(LSGM)
固体电解质，利用 X射线衍射仪(XRD)、扫描电镜(SEM)、能谱仪(EDS)、热重分析仪(TGA)、热膨胀仪和
碘滴定法对 SYCO性能进行了研究。以 SYCO为致密扩散障碍层，LSGM为氧泵层，采用瓷片复合法制备
出了致密扩散障碍层极限电流型氧传感器，在不同温度和氧含量的条件下进行了测试。XRD 分析表明
SYCO晶体结构是立方相 Pm–3m空间群结构。SEM和 EDS分析表明 SYCO致密扩散障碍层致密且气孔较
少，各元素的摩尔比基本符合 SYCO的化学计量比。热膨胀分析表明在 350~1000℃，SYCO的线膨胀系数
为 25×10−

6
/℃。碘滴定测试表明 SYCO 的非化学计量数 δ 为-0.117。氧气测试结果表明中低温条件下

(600~800℃)氧传感器信号稳定，在 650℃和氧浓度为 0~20.09%的条件下，具有良好的极限电流平台，极
限电流 IL与氧含量 XO2呈线性关系。 

关键词：致密扩散障碍层；极限电流；氧传感器；LSGM；SYCO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76 
项目成员：罗竣峰，王博，何背刚 
指导教师：刘涛 
项目名称：LSGM致密扩散障层极限电流型氧传感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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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压下轧制制度对微量 Y合金化的 Mg-2Zn 合金的微观组织的影响 

 吴腾志，乐启炽，郝燕森，牟丹 

                                                                                               

摘要：主要研究了轧制温度对部分道次大压下轧制微量 Y 合金化的 Mg-2Zn-xY 镁合金变形材的组织及性
能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部分大压下 6道次后，组织发生了再结晶，均为等轴晶组织，以 300℃初轧时
最佳．精轧温度不宜过高或过低，在 300℃左右精轧能有效抑制孪晶组织的产生，获得较均匀的微观组织．少
量的 Y能使晶粒得到细化，获得细小均匀的微观组织．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77 

项目成员：吴腾志，郝燕森，牟丹 

指导教师：乐启炽 

项目名称：可实现温变形或室温变形的镁合金研究 

本文被 EI检索 

 



| 2013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154 

无极灯控制装置的闭环设计 

 徐宁 1
，冯禹铭

1
，李倚剑，奚文龙，周玮

* 

                                                                                               

摘要：本文针对无极灯工作稳定性差，产品成品率低等无极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从无极灯工作原理出发，

提出了无极灯全局稳定系统的概念，巧妙地通过对无极灯控制装置的功率因数校正部分和高频逆变电路部

分分别实现回路控制，完成了无极灯控制装置的闭环设计，并从跟踪光电特性变化的角度，详述了无极灯

闭环回路给定参数优化的方法，对于无极灯研究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无极灯全局稳定系统；无极灯控制装置；功率因数校正部分；高频逆变电路部分；回路控制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16 

项目成员：冯禹铭，徐宁，奚文龙 

指导教师：周玮 

项目名称：无极灯控制芯片的研制 

本文被《测控技术》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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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风光互补型并网发电系统一体化控制器的设计 

 滕菲，何志强，郭靖，孙秋野 

                                                                                                

摘要：为了实现小型风光互补性发电系统的并网运行，采用 DSP 芯片为核心单元，提出了一种一体化控制

器的设计方案。本文设计的一体化控制器可以实现最大功率跟踪、蓄电池充放电控制、逆变器输出电压幅

值与频率的调节和系统并网控制的功能。从一体化控制器的基本构成入手，分析了控制器实现控制功能的

基本过程，根据基本过程设计了各个控制单元的软件程序模块。最后，构建了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容量为

1000W,风能发电机容量为 3000W 的风光互补型并网发电系统对一体化控制器的控制性能进行了实验测试。

结果表明，一体化控制器整体性能良好，能快速、准确的对系统相关环节施加合理的控制指令，维持系统

稳定、安全的运行。 

关键词：小型风光互补型系统；并网；一体化控制器；程序模块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04 

项目成员：滕菲，李昕同，李玉帅 

指导教师：孙秋野 

项目名称：分布式发电系统孤岛检测控制器 

本文发表在《自动化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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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的企业碳排放量检测研究 
 
 
                                                                                                 

摘要：为检测工厂污染气体排放量，本文利用无人机移动平台针对高、低烟囱进行气体排放量检测。引入

高斯模型对大气扩散模式进行分析，建立了气体排放源下风向测量点中的每个高度平面内最大浓度点与测

量高度的函数关系。据此设计了工厂内部烟囱污染源检测的无人机路径规划，考虑到楼房和烟囱等高度不

一致的因素，分别考虑了低烟囱条件下的避障及路径优化问题和高烟囱无避障条件下的最短路径优化。进

行仿真，得到了准确检测工厂烟囱碳排放量的最优无人机路径规划方案。 

关键字：碳排放量，高斯扩散模型，无人机，路径规划，Dijkstra算法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17 
项目成员：韩仁科，马文佳，尚品 
指导教师：吴成东 
项目名称：基于无人机的企业碳排放量强制检测 
本文被 E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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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炉电弧电压有效值检测装置设计与实现 

 李怡然，刘亚楠，王学超 

                                                                                               

摘要：为了精确的检测电弧炉畸变电弧电压有效值，提出了一种交流电压有效值检测方案。根据电弧电压

频率波动范围和谐波特性,计算电压信号真有效值检测装置的检测误差，确定采样频率。在此基础上，软件
上使用过采样技术将 12位 ADC分辨率提高到 14位，并将检测装置的相对误差控制在 1%以下。最后，给
出了电弧炉畸变电弧电压真有效值检测装置硬件、软件设计方案。 

关键词：电弧炉真有效值过采样   C8051F005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26 
项目成员：王学超，刘亚楠，李怡然 
指导教师：袁平 
项目名称：电弧炉专用控制器的研究与开发 
本文被 SA、INSPEC检索 
本文发表在《自动化与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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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 HMM 的组合服务故障诊断技术 

 李明，印莹 

                                                                                               

摘要：针对当前组合 web服务故障类型诊断准确率普遍不理想的特点, 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改进的隐马尔可
夫模型（Improved-HMM）的高效故障诊断方法。首先,从获取的组合服务监测数据集中提取统一的多维特
征序列, 然后利用处理后的已知故障类型的特征序列分别训练 HMM模型,每个 HMM模型对应一种故障类
型。通过训练好的 HMM模型分别计算产生当前故障现象时的特征序列输出概率,输出概率最大者的 HMM
模型对应的故障类型可判定为当前故障类型。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方法简单快捷,具有较高的诊断率
和较低的漏报率, 适合在网络环境中进行实时检测。 

关键词：HMM；组合服务；故障诊断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37 
项目成员：李明，张南，李江操 
指导教师：印莹 
项目名称：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的组合服务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本文被 E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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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环境下改进的能效度量模型 
 宋杰, 侯泓颖, 王智, 朱志良 

                                                                                               
摘要:针对大规模计算的能效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能效度量模型，通过“能源”和“效率”2种度量
来综合评价。“能源”方面，考虑计算机、网络和附属设备的能耗；“效率”方面，考虑 CPU、内存、磁盘
以及网络的情况。提出的能效度量模型是对我们先前工作的一种改进，描述了改进后的能效度量的定义和

数学表达，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模型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基于该度量模型，评估并分析了 MapReduce
环境中 CPU密集型、I/O密集型和交互型计算的能效，总结了MapReduce环境中的能效规律。 
关键词: 云计算; 能效; 度量模型; MapReduce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45 
项目成员：王智，徐澍，顾刚 
指导教师：宋杰 
项目名称：一种集群环境下基于负载集中和节点休眠的节能方法 
本文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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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特征的扎根理论研究---基于视频公开课的视角 

 孙新波
1,a
，徐苗苗

2,b,*
，王鹤棋

3,c  

                                                                                                  

关键词:高等教育；视频公开课；特征；扎根理论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在经济会的发展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对特定环境—

视频公开课环境下的高等教育只是做了一些应用上的研究，并没有对该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特征进行分析与

总结。本文运用扎根理论,从我国视频公开课的教师和学生的角度，通过对文献探讨和深度访谈获得的资

料进行分析，挖掘新时期高等教育的特征。研究归纳出 6个大类：教学特征、学习特征、课程特征、网络

技术平台特征、传播特征、影响特征。并对其 15 个范畴进行具体阐述，视频公开课仍存在学习效率和效

果欠佳的问题，并可能对传统课堂教学方式产生负面作用。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8 

项目成员：王鹤棋，李琪，吴冠霖 

指导教师：孙新波 

项目名称：基于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智能的视频公开建设研究 

本文被 CPCI-SSH (ISSHP)、EI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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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ret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for the Multi-Objective 

Generalized Assignment Problem 
 Zhong‐Zhong Jiang, Chao Xia , Xiaohong Chen, Xuanyu Meng    and Qi He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ovel discret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DDE) algorithm isproposed to solve the 
multi-objective generalized assignment problem (mGAP), which is basically concerned with finding 
the optimal assignment of jobs to agents such that each job is assigned to exactly one agent, subject to 
capacity constraint of agents. First, the mGAP is described and a standard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model for mGAP is given. Second, the DDE is presented, in which individuals are represented as the 
integer encoding scheme, and a novel integer-encoding-based dynamic mutation operator is employed 
to generate new candidate solutions. Furthermore, a sequential selection operator for dealing with 
multiple objectives is embedded in the proposed DDE. Finally, an extensive computational study is 
carried out by comparison with the enumeration algorithm and genetic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DDE is a effective algorithm for mGAP. 

Keywords:Generalized assignment problem, Discret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09 

项目成员：夏超，孟轩宇，贺琦 

指导教师：蒋忠中 

项目名称：基于新型软计算方法的多属性电子交易匹配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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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Incommensurate Modulation Structures in Ca-doped Bi-2201 

system 
 Silang.Zhou, Heng.Wang,Yu.Wang.Zeyuan.Fei,Benzhe.Sun 

                                                                                                                                                                                                 

Abstract: The Ca-doped Bi-2201 phase with nominal composition Bi2Sr2-xCaxCuO6+δ(x=0.1, 0.3, 0.5, 0.7, 0.9) 
were prepared by sol-gel method and the incommensurate modulated structure was investigated. XRD 
refinements show that the b* component modulation wave vector decreases while c* compon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a composition. The evolutional mechanism of modulation wave vect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c,onsetand modulation wave vector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Bi-2201, modulation, Ca-doping 
                                                                                                

2013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024 

项目成员：周思朗，王恒，费则元 

指导教师：孙本哲 

项目名称：Ca 掺杂 Bi-2201 铜氧化物微观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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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mental Study on Wastewater Treatment Containing Copper 

with Electrodeposition Method 
 CHEN Xi, LIN Hong, REN Haiyan, XING Jiali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urifing the waste water and recycling of copper, use the 
electrodeposition to treat the copper-containing wastewater. The experiment studies the effects of 
electrode materials, cell voltage, platedistance, pH and othe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eposition and the effect of blowing nitrogen in the process of de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st condition is usinggraphite-aluminumelectrode, cell voltage is 7V, plate distance is 10mm and pH is 
3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lowing nitrogen. From whichthe removal rate of copper can reach more than 
93%. Nitroge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in the water, reduce the 
degree of corrosion of the metal and eliminate the concentration polarization and electrochem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deposition process to obtain a higher electrodeposition efficiency and current 
efficiency. 

Keywords: Copper, Electrodeposition, Current Efficiency, Po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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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point bending behavior of aluminum foam sandwich with steel panel 
 ZU Guo‐yin, LU Ri‐huan, LI Xiao‐bing, ZHONG Zhao‐yang, MA Xing‐jiang, HAN Ming‐bo, YAO Guang‐chun 

                                                                                                                                                                                                 

Abstract: Static three-point bending tests of aluminum foam sandwiches with glued steel panel were performed.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of sandwich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panel and foam core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ximum bending load increases with the thickness of 
both steel panel and foam core. The failure of sandwich can be ascribed to the crush and shear damage 
of foam core and the delamination of glued interface at large bending load. The crack on the foam wall 
developed in the melting foam procedure is the major factor for the failure of foam core. The sandwich 
structure with of thick foam core and thin steel panel has the optimal specific bending strength. The 
maximum bending load of that with of 8 mm panel and 50 mm foam core load is 66.06 kN. 

Keywords: Aluminum foam sandwich; Three-point bending; Failure mode; Panel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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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ite preference of Ca in Bi2Sr2-xCaxCuO6+δsuperconductors 
 Benzhe Sun1, Silang Zhou1, Heng Wang1, Zeyuan Fei1, M. BabarShahzad1, Xiaoming Lu, Tianlin Wang1, Yang 

Qi1 

                                                                                                                                                                                                 

Abstract: A series of compound with the nominal composition of Bi2Sr2-xCaxCuO6+δ(x=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are synthesized by sol-gel method. The crystal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site 
preference of Cawere characterized systematically by X-ray diffraction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a atoms, Sr-sites have been occupied partially by Ca2+ in 
Bi-2201 unit cell, which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lattice parameters c and b of the Bi-2201 phase when 
the Ca-content x is below 0.6. Two types of new orthorhombic lattices are formed in the substitution. 
One is a lattice with space group Pma2 as the two nearest neighbor Sr-sites in the same Sr-O layer are 
occupied by Ca2+. Its lattice parameters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5.402Å,b=5.313Å and c=24.272Å, 
respectively. When two nearest Sr ions of the second neighboringSr-O layers are replaced by Ca2+ ions, 
the lattice with the space group Pmn21 can emerge. Its lattice parameters are close to that of the 
previous. The modulation vector is lying in a*-c* plane in the two new orthorhombic lattices(Pma2 and 
Pmn21).Bi/Ca-2201 lattice (with Ca) and Bi-2201 lattice (without Ca) coexist in the same 
Bi2Sr2-xCaxCuO6+δgrain,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an intergrowth structure. 

Keywords:Site preference, substitution, orthorhombic lattice, modulation vector, intergrowth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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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 Control of Humanoid Robot Based on Motor Imaginary 
 Fei Wang, Chucheng Zhou1, Guangda Yang1, Xiang Hao1 and Song Wang 

                                                                                                                                                                                             

Abstract: As a research focus in bio-rehabilitation field,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that can efficiently improve 
orrecover self-care ability of disabled people has obtained fast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aper, the phenomenonof event-related de-synchronization in EEG was pre-processed and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by using common spacepattern filtering algorithm. High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was 
then obtained by employing C-SVM for left, right hand and leg movement discrimination. Then the 
algorithms were applied in the design of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for the control of humanoid robot. 
The operations by EEG and manual device were compared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CI 
system. 

Keywords:BCI, Humanoid Robot, Navigation, Common space pattern filtering, 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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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Research on Calcificati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Low Grade 

Bauxite 
 ZHU Xiaofeng, ZHANG Ting'an, LV Guozhi, LIU Yan, ZHAO Qiuyue, LI Yan, DOU Zhihe 

                                                                                                                                                                                                   

Abstract: Our group put forward a “Calcification-Carbonation” new processuse of lowgrade bauxite to produce 
alumina based on the problem of bauxite grade aredecreasing gradually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reactionthermodynamics, kinetics and processing parameters in calcificationprocess.The 
thermodynamics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both calcificationreactionsof gibbsite and diaspore can 
proceed within their dissolution temperaturerange.The study of Non-isothermal kinetics by 
high-pressure DCS results show thatthecalcification reaction for gibbsite occur within the temperature 
range231.7-248.2℃ and 248.2-268.7℃, with an activation energy of 23.7kJ/mol and18.0kJ/mol 
respectively; diaspore occur within the temperature range236.7-255.6℃ and 255.6-287.5℃, with an 
activation energy of 264.9kJ/mol and118.5kJ/mol respectivel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ropriatecalcification temperature of diaspore and gibbsite are 245℃ and 180℃,molar ratio of CaO 
to SiO2is 4.69:1; under these condition, silicon phase inminerals transformed hydrogarnet completely. 

Keywords: low grade bauxite; calcification-carbonation; calcification transformation; hydroga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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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arbonitrides of Nb and Ti on Formability of Ultra Pure 

Ferritic Stainless Steels 
 Jiang Maofa, Wang Hongpo, Sun Lifeng, Liu Chengjun, Li Yanfeng, Zhang Chi 

                                                                                                                                                                                                       

Abstract: As stabilizing elements added into ferritic stainless steels, Nb and Ti have great effects on the 
formability of annealed cold-rolled sheets. Combined with thermodynamic calculation by FactSage 
software, the precipitates, recrystallization microstructures and textures of two ultra pure ferritic 
stainless steel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forma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leting 
recrystallization is of benefit to the improvement of deep drawability but a big grain size of 
recrystallization microstructure is harmful to the wrinkle resistance. The hot-rolled and cold-rolled 
sheets stabilized by Ti are easier to complete recrystallization and obtain a big grain size. On the 
contrary, Nb makes the recrystallization difficult to happen, resulting in an incomplete recrystallization 
microstructure with a small grain size. As a result, the former has a higher r-value but worse wrinkle 
resistance, the latter has a lower r-value but better resistance. 

Keywords: formability, ultra pure ferritic stainless steel, microstructure, texture, r-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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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rfactant stress on the bio-leaching of cobalt 
 Linlin Tong    Hongying Yang    Yan Song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urfactant Tween 80 stressing on the bio-leaching of cobalt concentrate coming from 
Zambia are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The certain Zambian cobalt concentrate is comprised of 5.30% cobalt, 
1.87% copper, 34.28% sulfur and 33.65% iron.The bacteria used in the leaching is ZY101. The ZY101 
is a kind of mixed bacteria. After a long time of domestications,it has a great cobalt tolerance and is 
able to grow normally in the system containing 30 g/L-1 cobalt. During the leaching of the cobalt 
concentrate, the effects of the surfactant were evaluated by measuring the pH value of solution,the 
electric potential value of solution,the density of Fe2+,the density of bacteria cell in solution and the 
rate of cobalt leach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ween 80 can improve the leaching of the cobalt 
concentrate and the optimal dosage is 0.010%(thevolume concentration). After leaching for 15 days , 
the rate of cobalt leached reached 93.25%.Compared with the system of bioleaching solution 
containing no Tween 80, the rate of cobalt leached increased by 35.64%.During the bio-leaching of the 
Zambian cobalt concentrate , Tween 80 added in the solution works well as a kind of catalysis. 

Key Words: Cobalt concentrate,Bio-leaching solution,Surfactants, Bioleaching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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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teel teeming effects in the new slide gate system with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LI De‐jun,LIU Xing‐an,WANG Qiang,LI Guan‐lin, WANG Xue‐bin, DONG Jie，HE Ji‐cheng 

                                                                                                                                                                                                 

Abstract: The steel teeming time is a very important parameter in the new slide gate system with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called electromagnetic steel-teeming system). Therefore, how to shorten the time is the key 
issue for the new system to be applied in continuous casting. In this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power 
parameters, coil position, nozzle material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steel teeming time were investigated 
by a self-designed electromagnetic steel-teeming system.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When the 
spherical cast iron particles with the size of 2.0mm are filled in the upper nozzle, the steel teeming time 
reaches the minimum of 62s; (2) Increasing power is more efficient in reducing the steel teeming time 
when the power is less than 20kW. After the power is more than 20kW, the effect is weakened; (3) The 
steel teeming time t changes with the distance h between the coil and the bottom of the crucible 
exponentially: t=(1.5±0.5)*exp[h/(24.3±1.5)]+(41.5±6.6); (4) The permeability of upper nozzle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eel teeming time. The steel teeming time when using graphite nozzle is about 
half of that using high aluminum nozzle. 

Key Words:continuous casting; clean steel; automatic pouring; electromagnetic metallurgy; steel te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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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NavigationSystem for Indoor Rescue Robot Based o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Yunzhou Zhang, Jixian Zhou, Xiaoting Zhang, Jiate Li 

                                                                                                                                                                                             

Abstract: A novel navig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for indoor rescue robot which can be used for emergency rescue 
applications. WSN equipped with sophisticated sensors such as temperature sensor and gas sensor were 
pre-deployed in the disaster scenario. Not only the WSN will locate the mobile robot, but also it will 
percept the environment include the fire source and generate a global occupancy gird map for mobile 
robot. D*Lite algorithm which has the ability of path replanning in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efficiently 
was adopted to calculate a shortest feasible path from current position to the desired goal. A 
realisticdisasterscenario was used to test the proposed system’s feasibility andrealtimeperformance. At 
last the experi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agent-centered path planning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WSN) show the system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cue missions. 

Key Words:Rescue robot,Navigation,Wireless sensor network, Occupancy grid map,D*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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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ed Discrimination of Gait Patterns Based on sEMG 

Recognition 

 Fei Wang, Xiao Hao, Baoxiang Zeng, Chucheng Zhou, and Song Wang 

                                                                                                                                                                                                 

Abstract: A general scheme of automated discrimination of gait patterns based on recognition of surface 
electromyogram of lower limbs is proposed to classify3 different terrains and 6 different movement 
patterns.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s, time-frequency features 
such as RMS and MF, wavelet variance and matrix singularity value are employed to process the sEMG 
signal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SVM is used to discriminate gait patterns based on the selected 
features. Comparis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matrix singularity value 
can obtain better results and over 92.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ratio can be achieved. Experimental 
result indicates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s for feature extraction and 
pattern classification. The proposed scheme show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application of lower limb 
assistance. 

Key Words: Gait Pattern Discrimination, sEMG, Wavelet Analysis, 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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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ffectiveGeneProjectionClusteringAlgorithm 

 Zesheng Sun, Dengke Meng, He Pan, Yuhai Zhao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deficiencies of most existing gene clustering algorithms, a novel gene projected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proposed. The projected clustering is conducted based on a quick depth-first 
traverse on the sample enumeration tree while considering the correlation among genes, as provides a 
fire-new insight into the pathogenesis problem.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real microarray data set prove 
the high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Key Words:gene expression data; projected clustering; data mining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33 
项目成员：孙泽升，孟登科，潘鹤 
指导教师：赵宇海 
项目名称：基于非冗余序列相关挖掘的基因-疾病关联研究 
 



| 2013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164 

Grid-Connected of Photovoltaic Module Using Inverse Optimal 

Control 
 Zhang Guangru, Yang Dongsheng, Liu Ting,Zeng Junyan,Xu Yukun1 

                                                                                                                                                                                             

Abstract: Switching converters and photovoltaic panels are nonlinear models, but existing PV 
invertercontrolmethods are mostly based on the linearization control methods.The traditional linear 
methods are often difficult to eliminate static errors and the dynamic responses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nonlinear methods to control the switching converter,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discrete rotating coordinate system is given and aninverse optimal control method for 
single-phase grid-connected inverter control is propos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method achieved 
independent power control purposes due to implementing active and reactive power decomposition; 
and it is easier to use a microcontroller digital implementationfor the discrete metho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eliminate the static errors, and have a good dynamic response. 

Key Words:PV inverters; Grid-connected; nonlinear control; inverse optim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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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of horizontalatmospheric diffusion 

coefficient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horizontal atmospheric diffusion direction, based on 
Gauss plume model and the measured data, we use BP neural network to fit the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 We establish a BP neural network, and then we train the network and simulate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 curve with 
the curve based on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curve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has smaller errors, more rapid constringency speed and better fitting accuracy. 
Hence, the results have certain theory meaning and actu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Atmospheric dispersion; BP neural network; Gauss plume model; Curve f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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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MPPTmethod based the loss free resistors 
 Wu Jianhua, Zhai Xiaojun, Zhang Hanqing, Wang Jinjin 

                                                                                                                                                                                           

Abstract: A novel maximumpowerpointtracking(MPPT) method for a photovoltaic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 
ispresented. Using loss-free resistor as the core control device, the application of dynamic impedance 
matching theory in this method realizes the MPPT of solar battery. Meanwhile, the method proposed 
makeupforthedeficiency of the conventional impedance matching method on MPPT in the situation that 
solar panels resistance is at high nonlinearity.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he formulaproved by the theory 
of nonlinear system, studies the the relation between nonlinearity of solar panel resistance and 
illumination and applies the nonlinear impedance matching theoryto the photovoltaic power MPPT 
system.Finally,simulation models are established in Matlab/Simulink and its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nonlinearity of solar panel resistance and illumination. The proposed solution to 
nonlinearity shows stronger robustness.And this solution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significant 
nonlinearity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in solving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problem. 

Key Words:Loss-free resistor; nonlinearity; impedance match;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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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ethod based on the synthesis of 

quasi-sliding mode control and dynamic equivalent impedance matching method 
 XiaojunZhai, HanqingZhang,JingrenSu and Jianhua Wu 

                                                                                                                                                                                                     

Abstract:  A systematic procedure to synthesize dynamic equivalent impedance matching method(EIM) based 
on the quasi-sliding mode control (QSMC) is presented. Aiming at the existing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methods’ limitation on the dynamic response, control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in this 
paper, with a boost converter used, QSMC is introduced on the basis of EIM which has superiority of 
tracking speed, tracking accuracy and the synthesis (EIM&QSMC) enhances the photovoltaic (PV) 
system robustnes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EIM, on the condition of load 
impedance and illumination change, the synthesis improves the MPPT system on the ability to adapt 
the circuit parameter variation, which has better control effec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design 
and the models are validated by Matlab/Simulink simulations. 

Key Words: PV, quasi-sliding mode control(QSMC), dynamic equivalent impedance matching method(EIM),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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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icient Projected Part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Order among Genes 
 Zesheng Sun, Dengke Meng, He Pan, Yuhai Zhao 

                                                                                                
Abstract: Most existing methods perform the projected partition over gene expression data based on the untrue 

assumption of  independence among gene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we propose two novel projected 

partition  algorithms, PPA  and PPA+.  The basic  idea of PPA  is  to  take  the order  among  genes  as  the 

criterion  of  phenotype  structure  discovery.  Specially,  in  PPA,  no  any  specific  data  distribution 

assumption  is needed. By  transforming  the expression  values  into  sequential data, PPA employs  the 

branch and bound paradigm to conduct an efficient depth‐first traverse over the sample enumeration 

space, where a user‐specific favorite function is developed. Further, based on the hill‐climbing strategy 

and the devised evaluation function, two differ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make the results satisfy 

different  customer‐requirements.Efficient  pruning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also  devis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lgorithms. We conducted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PPA 

and  some  related  alternatives  on  five  real Microarray  datase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PA  is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ore  important,  PPA may  provide  a  fire‐new  insight  into  the  pathogenesis 

problem. 

Key Words:-gene order relationship; projected partition; data mining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33 

项目成员：孙泽升，孟登科，潘鹤 

指导教师：赵宇海 

项目名称：基于非冗余序列相关挖掘的基因‐疾病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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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Energy-Consumption Regularities of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by a 

Novel Evaluation Model 
 Jie Song, Tiantian Li, Zhi Wang, Zhiliang Zhu 

                                                                                                                                                                                                 

Abstract: Due to the limited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blem and fast growth of computer power consumption, 
energy-efficient computing has now become a critical and urgent issue. Therefore, an 
Energy-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ed per task) evaluation model is necessary to be established. 
However, the existing models arealmost qualitative rather than quantitative and with poor practicability 
because the EC measurement of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is rather difficul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EC mod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lculation approach for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and prove its 
correctness and accuracy through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Based on this model, we also analyze the EC 
features of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summarize some EC regularities and propose some EC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With this model, one can calculate EC only by the values that are easily 
measured without special hardware, and can explore and evaluate new optimization methods. 

Key Words:Cloud Computing;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Optimization; MapReduce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45 
项目成员：王智，徐澍，顾刚 
指导教师：宋杰 
项目名称：一种集群环境下基于负载集中和节点休眠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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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I Control System for Humanoid Robot Based on Motor Imaginary 
 Fei Wang, Chucheng Zhou, Xiang Hao, Song Wang, Guangda Yang 

                                                                                                                                                                                                 

Abstract: A general scheme for BCI control ofa humanoid robot based on motor imaginary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tor imagination signals EEG, draws and 
classifies the data and thus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it to robot controlling. Then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composi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control system,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The paper successfully completes the control of NAO robot through the EEG signals of 
motion imagination, and compares the result with that of manual control. In this way, the experiment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BCI, EEG, Humanoid Robot, Motor Imaginary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21 
项目成员：周楚程郝翔王松 
指导教师：王斐 
项目名称：面向家庭服务的脑控仿人机器人系统设计与实现 
本文被 EI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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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axismagnetic flux leakagein-line inspection simulation based on 

finite-element analysis 
 Feng Jian , Zhang Jun‐Feng ,Lu Sen‐Xiang,Wang Hong‐Yang, and Ma Rui‐Ze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pipelines, the corrosion leakage accidents happenfrequently. Therefore,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is important for ensuring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pipelines and 
energy mining. In the paper, first the structure and principle of magnetic flux leakage (MFL) in-line 
inspec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Besides, we built a mathematic model of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ampere circuit rule, flux continuity theorem, and column coordinate transform. And we calculated the 
magnetic flux density in every point of spa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nite elementanalysis.Then we 
analyzed and designed the disposition of measurement section probes and sensors combining both 
three-axis MFL in-line inspection and multi-sensor fusion technology. Its advantage is that the 
three-axis changes of magnetic flux leakage field are measuredby the multi-probes at the same time. So 
we can determine various defects accurately. Finally,the theory of finite elementanalysis was used to 
build a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model. And we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ects and MFL 
inspection signals.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results verified that the method not only enhanced the 
detection ability to different types of defects but also improved the precision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nspection system. 

Key Words:magnetic flux leakagein-line inspection, multi-sensor data fusion, sensor disposition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07 
项目成员：张峻峰王宏阳马瑞泽 
指导教师：冯健 
项目名称：管壁漏磁探伤实验系统 
本文被 SCI、EI检索，本文发表在 Chinese Physic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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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Main Circuit Inverter Based on 

Soft-switching Technology and Parameters Adaptive 

 Guangdi Li , Junyan Zeng , Yong Zhang , Feng Di1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topology of main circuit based on soft switching technology of ZVS-PWM. 
At present, hard switching is applied in most inverters. Because the switching power isn’t equal to zero, 
a great number of losses on the switching are generated when the switching at a high frequency. To 
solve the fault of hard switching,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apply the inverter circuits based on soft 
switching technology of ZVS-PWM to high frequency APF, which will decrease switching losses and 
noise greatly. The proposed topology and operation principle of the control method is discussed in 
detail, finally simulated results verify the effect of research. 

Key Words:ZVS-PWM, APF, hard-switching, soft-switching, inverter 
                                                                                                   

2013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0110 
项目成员：曾俊彦李广地张勇 
指导教师：杨东升 
项目名称：汽车发电智能存储控制装置及控制方法研究 
本文被 E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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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本科生申请专利一览表 

序号 专利（软件著作权）名称 申请人（按顺序填写）
专利

类型

专利申请

时间 
备注 

1 用于非对称连铸中间包的湍流控制器 

雷洪，毕乾，赵岩，

耿佃桥，罗智恒，王

雅光 

发明 
2013 年

05 月 
 

2 一种用于非对称连铸中间包的湍流控制器 

雷洪，毕乾，赵岩，

耿佃桥，罗智恒，王

雅光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5 月 
 

3 
激励元素呈连续梯度分布的 RE:Y2O3 激光透明陶

瓷材料及其制备技术 

李晓东、曾维和、陈

剑波、邓佳丽、陈轩
发明 

2013 年

05 月 
正在申请中 

4 一种连铸模拟试验装置 
罗志国，罗增波，王

鑫，黄芬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5 月 
正在申请中 

5 一种测量铝电解质温度和初晶温度的装置及方法 东北大学 

发明/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3 月 
 

6 一种等通道转角挤压制备细晶金属材料的方法 
班春燕、崔建忠、王

勇 

发明

新型 

2013 年

04 月 
 

7 一种采用差动方式输出能量的涡卷弹簧蓄能车轮
刘公雨，霍晓佩，马

明旭，陈述平 
发明 

2013 年 1

月 18 日 
 

8 一种刹车蓄能助力自行车 
刘公雨，霍晓佩，马

明旭，陈述平 

实用

新型 

2013 年 1

月 18 日 
 

9 一种涡卷弹簧蓄能自行车 
霍晓佩，刘公雨，马

明旭，陈述平 

实用

新型 

2013 年 4

月 9 日 
 

10 一种基于差动结构的机械式力测量与力加载装置
刘公雨，霍晓佩，马

明旭，陈述平 
发明 

2013 年 4

月 22 日 
 

11 
一种采用 IPMC 驱动膜驱动的单膜双腔微型无阀流

体泵 

郝丽娜，吴志渊，周

陈宏，潘军志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4 月 
 

12 
一种采用 IPMC 驱动膜驱动的单膜双腔微型无阀流

体泵 

郝丽娜，吴志渊，周

陈宏，潘军志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4 月 
 

13 一种可驱动药液连续流动的新型输液管 
郝丽娜，吴志渊，刘

公雨，霍晓佩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5 月 
 

14 一种可调速气体采样仪 
巴要帅，庞骏德，河

东亮，郑皓峰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4 月 
 

15 一种即插即用光伏发电并网系统检测装置 
孙秋野、何志强、滕

菲 

国家

发明

型 

 已授权 

16 

A distributed hybrid powered smart grid 

system and control method thereof technical 

field 

Sun Qiuye；TENG Fei; 

LI Xintong; LI 

Yushuai 

欧洲

专利 
 已受理 

17 
A Transformer Control Device and Method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Zone Diagram Policy 

Sun Qiuye; Teng Fei; 

Li Xintong 

美国

专利 
 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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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软件著作权）名称 申请人（按顺序填写）
专利

类型

专利申请

时间 
备注 

18 一种多进程的孤岛效应检测装置及方法 
孙秋野、李玉帅、李

昕同、滕菲 

国家

发明

型 

 
已受理并已进入

一审阶段 

19 
小型风光互补抽水蓄能并网发电系统及充放电控

制方法 

孙秋野、滕菲、李昕

同、李玉帅 

国家

发明

型 

 
已受理并已进入

一审阶段 

20 分布式混合供电型智能电网系统及控制方法 
孙秋野、滕菲、李玉

帅、李昕同 

国家

发明

型 

 
已受理并已进入

一审阶段 

21 
一种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系统的双向并网逆变装置

及方法 

李昕同、孙秋野、滕

菲 

国家

发明

型 

 已受理 

22 
一种用于输油管道漏磁检测器的数据采集装置及

方法 

冯健，王宏阳，张峻

峰，马瑞泽 
发明 

2013 年

03 月 

申请号：

201310103698.5

23 移动机器人载运的节点自动投放装置 
张云洲，周继贤，张

晓婷，李嘉特 

发明

新型 

2013 年

05 月 
 

24 
一种面向未知环境监测的移动机器人辅助传感器

网络 

张云洲，周继贤，张

晓婷，李嘉特 

发明

新型 

2013 年

05 月 
 

25 基于 DPS 的数字听诊器及其控制方法 
张石，王明全，李大

宇，廖积新，赵泽生

发明

型 

2013 年

05 月 
 

26 汽车发电智能存储控制装置 
杨东升，曾俊彦，张

勇，李广地，张化光
发明 

2013 年

03 月 
 

27 
一种新型概率 Petri 网的车载电力系统故障诊断

方法 

杨东升，邸峰，曾俊

彦，张勇，张化光 
发明 

2013 年 4

月 
 

28 一种数字化钢厂设备控制仿真系统 
刘士新，朱坦，魏征，

赫天章 
发明 

2013 年

04 月 

申报号：

201310129989.1

29 鱼眼镜头下棋盘格角点自动检测方法 
张云洲，王少楠，杨

文纶，张益凯 
发明 

2013 年

03 月 
 

30 基于逆向多项式模型的鱼眼图像畸变校正方法 
张云洲，杨文纶，王

少楠，张益凯 
发明 

2013 年

05 月 
 

31 
一种基于逆向除法模型的广角镜头图像畸变校正

方法 

张云洲，杨文纶，王

少楠，张益凯 
发明 

2013 年

05 月 
 

32 具有快速密钥流生成机制的数字图像加密方法 付冲,温昊祥,熊清 

发明/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3 月 
 

33 一种具有双向扩散机制的混沌图像加密方法 付冲,熊清,温昊祥 

发明/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5 月 
 

34 电感耦合式高频无极灯仿真装置及方法 
周玮，冯禹铭，徐宁，

奚文龙 
发明 

2013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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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软件著作权）名称 申请人（按顺序填写）
专利

类型

专利申请

时间 
备注 

35 一种基于无人机的企业碳排放量检测方法 
吴成东，韩仁科，尚

品，马文佳 

发明

专利 

2013 年

05 月 
 

36 基于电力网的插排控制系统及方法 
王骄、王龙、杨荣、

檀明亮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1 月 
 

37 基于电力网的插排控制系统及方法 
王骄、王龙、杨荣、

檀明亮 
发明 

2013 年

01 月 
 

38 一种 PLC 可切换正负逻辑的开关量电路 
王明顺，王天祺，胡

冰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5 月 
 

39 RFID 功率可调定位 
刘金海 范成鑫 高路

赵强乙 

实用

新型 

2013 年

03 月 
 

40 红外式多点交互电子白板系统 
黎夏，郭放达，曹介

谊 

软件

著作

权 

2013 年 4

月 
 

41 网站 SEO 质量分析工具 
王冬琦，魏小淞，黄

新宇，王静 
发明 

2013 年

03 月 
 

42 基于移动终端的嗓音监护评估系统 
徐礼胜，边钺岩，汪

威，靳雁冰 
发明 

2013 年

03 月 
 

43 《我国高校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研究与实践》 
孙新波，王鹤棋，李

琪，吴冠霖 

学术

著作 

2013 年

04 月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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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重要学生科技竞赛获奖数量统计表 

获得奖项等级  

序号 竞赛名称 
全国

特等

奖 

特等奖

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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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1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全

面） 
   1    1 1   3

2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 8    10 5 23  48

3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5    5 6 7 3 26

4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3 2 3  8

5 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 19 40        61

6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2 5  17 5 13 9  51

7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1 2 1      4

8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6 7 4   15 9 6 2 49

9 
CCTV 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

赛 
  1         1

10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竞赛 
   2 4       6

11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1 2   1 6 11  21

12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8  4 32 63       107

13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1  1

14 中国机器人大赛（足球）   5         5

15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6 3        9

16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9 12 21  42

17 辽宁首届大学生数学竞赛        42 10 12  64

18 中国机器博弈锦标赛   1  4       5

19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7 8 7 13      35

20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竞赛         1   1

21 创意中国     2       2

22 
2012 中国之星设计艺术大奖

中国平面设计大奖赛 
     1      1

23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机

器人擂台赛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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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奖项等级  

序号 竞赛名称 
全国

特等

奖 

特等奖

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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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24 
外研社全国英语演讲竞赛辽宁

赛区 
       1 1 2  4

25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            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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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7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3 13       16

28 
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工业

自动化挑战赛（6） 
1       1    2

29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

新应用大赛（15） 
   1     3 2  6

30 中国高等学校艺术设计大赛    3        3

31 
第三届“华为杯”全国大学生智

能设计大赛 
  2 3        5

32 
第四届“蓝桥杯”全国软件专

业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 
       3 1 7  11

33 
2013 年辽宁省大学生物理实

验竞赛 
       4 1 1  6

34 
2013 年“外研社杯”英语写作

大赛 
      1   1  2

35 
辽宁省首届研究生管理案例分

析竞赛 
       1  2 1 4

36 
辽宁省首届研究生模拟法庭辩

论赛 
       1    1

37 
辽宁省首届研究生电子设计竞

赛 
       1 1 3 1 6

38 
第二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美丽海洋 
  1   1      2

39 第四届高校美术学年    1 1       2

40 金相 1 1  1   2      4

41 金相 2    1 1       2

合计  10 2 55 122 108 18 18 106 72 112 7 630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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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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信息学院 裴昕 

1 
第五届中国大学

生就业模拟大赛 二等奖 信息学院 陈欢 
2013.11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博

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会

最具自

信奖 
文法学院 马彬 

2 

辽宁省首届未来

职场精英挑战赛

总决赛 优秀奖 工商管理学院 姚鑫 

2013.11 辽宁省大学生就业指导局

三等奖 
苏楠、李星、贾海龙、

叶吉、陆小丽、艾峥嵘

3 
哈尔滨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 

三等奖 
王勇、周御南、侯梦琪、

严思迪 

2013.11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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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现状及改进研究 
陈阳 4000 元

2013 年度辽宁经济社会

发展立项课题 
2013 年 4 月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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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高校就业信息化建

设的实践与探索》 
张皓 刘海军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13 年 2 月

2 东北大学 
《基于 super 生涯发展理论的

高校分年级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张皓 张小诗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13 年 4 月

3 东北大学 
《新形势下关于加强高校就业

信息网建设的探究》 
田冠仁 《学术交流》 2013 年 5 月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第五部分 图片新闻 

 

                                               

“启航青春 梦驻东大”2013 届毕业生浑南校区巡礼主题教育活动成功举行 

“启航青春 梦驻东大”2013 届毕业生许愿母校主题教育活动成功举行 

“青春在砥砺中闪光”基层校友报告会成功举行 

“献礼校庆，爱我东大”东北大学 90 周年校庆贺卡制作大赛举行 

第二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表演艺术类作品决赛圆满落幕 

第二届“能力拓展我先行”团支部创意模式比赛顺利进行 

东北大学话剧团参赛辽宁省第四届大学生戏剧节再创佳绩 

校团委开展“智勇双全”第二届大学生能力拓展挑战赛 

我校啦啦操队在全国比赛中再获佳绩 

我校舞蹈团在 2013 东北三省体育舞蹈精英赛上取得优秀成绩 

“悦舞心飞”校园交谊舞会暨第十二届交谊舞大赛成功举办 

我校学生在 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大赛决赛中喜获佳绩 

东北大学举行“我的中国梦•创新的力量”机器人国际交流会 

东北大学学子荣获 2013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19 项，为校庆献礼 

我校喜获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优秀组织奖 

东北大学第六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展隆重举行 

我校成功举办 2013 年辽宁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梦想中国•大学生科技精英企业行”社会实践活动顺利完成 

我校举办 2013 年全国科普日辽宁启动仪式暨名家讲科普报告会 

东北大学学生科普教育基地成为辽宁省第八批省级科学技术普及基地 

校庆献礼：东大学子获得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6项全国一等奖 

文学巨匠叶永烈先生以钱学森精神激励东大学生科协 

“实现中国梦 创新勇担当”我校在第十三届“挑战杯”竞赛中荣获佳绩 

东北大学 2013 年度学生创新创业工作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我校学生首次荣获 CCTV 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金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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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青春 梦驻东大”2013 届毕业生浑南校区巡礼主题教育

活动成功举行 
 

 

 

 

                                                                                                

为加强毕业思想政治教育，以学校 90 周

年校庆为契机，引导 2013 届毕业生在实现中

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见证母校

建设发展的新气象，感受母校继往开来的新

征程，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凝聚学生和激

励学生，增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

对性和感染力。学校组织开展“启航青春 梦

驻东大”毕业生新校区巡礼主题教育活动。 

来自学校各个毕业班级的 200 多名毕业

生代表参加了参观新校区的活动，并在“启

航青春 梦驻东大”东北大学 2013 届毕业生

浑南校区梦想之行的条幅上留下了自己的手

印，来见证浑南校区的建设。（学生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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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青春 梦驻东大”2013 届毕业生许愿母校主题教育活动

成功举行 
 

 

 

 

                                                                                                 

为抒发毕业生对母校的感恩和眷恋之情，6月，

学校于学生毕业之际开展学生许愿母校活动，学生

将对母校的眷恋和祝福写在许愿卡片当中，悬挂在

母校的松柏树上，将对母校的浓浓爱意和殷切祝福

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也鼓励在校学生奋发图

强，为母校增光。最后毕业生们于综合楼北广场宣

誓，启航青春，起航东大，感恩母校。（学生处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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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砥砺中闪光”基层校友报告会成功举行 
 
 
 
 
                                                                                                    

为了加强毕业生思想教育，充分发挥东北大学

光荣传统和优秀文化的育人作用，继续传承“自强

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引导毕业生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成才观、价值观，鼓励毕业生积极投

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立足基层、建功立业，报

效祖国、服务人民。 

2013 年，在充分总结 2012 年“青春在砥砺中

闪光”基层立业杰出校友报告会的基础上，融合综

合性文化活动、学科专业性文化活动、特色文化活

动的活动特色，我校总计开展九场“青春在砥砺中

闪光”基层校友报告会，具体情况如下。多年来我

校一直坚持开展“青春在砥砺中闪光”基层立业杰

出校友报告会，该项活动已获得“教育部校园文化

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学生处供稿） 

 

学院 嘉宾姓名 嘉宾职务 

机械学院 胡丹萍 沈阳威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理学院 高晓磊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销售主管 

文法学院 陈潮先 深圳市致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艺术学院 李纪潞 省委组织部 

艺术学院 李超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中荷学院 奚道明 苏州瑞派宁科技有限公司临床 PET 事业编技术总监 

资土学院 闫凤民 中铁置业集团沈阳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 

外国语学院 孙永乐 海尔集团海外大项目部总经理 

软件学院 黄旭东 有道词典主要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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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校庆，爱我东大”东北大学 90 周年校庆贺卡制作大赛

举行 
 

 

 

 

                                                                                              

2013 年，东北大学迎来建校 90 周年，为积极

引导东大学子抒发爱校情怀，激发东大学子爱校、

荣校、关心母校建设的热忱，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为东大九十华诞献礼，我校在全体本科生中开展了

“献礼校庆，爱我东大”——贺卡 DIY 设计大赛。 

各学院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校同学认真准

备，积极参与，结合学科特色，发挥专业所长，设

计制作出主题鲜明、内容新颖、各具特色的校庆贺

卡，以表达对母校的热爱和祝福。本次比赛共收到

贺卡 363 张，经学校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确定一等

奖 11 名，二等奖 21 名，三等奖 30 名。学校将优

秀作品编入《东北大学“献礼校庆，爱我东大”优

秀贺卡精编》，送存档案馆珍藏。部分优秀作品在

校学生工作在线网站上展示。（学生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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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表演艺术类作品决赛圆满

落幕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积极

推动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创作与传播，促进广大师

生树立勤俭廉洁意识，培育节约型校园文化，在

教育部思政司和驻部纪检组监察局的高度重视与

大力支持下，东北大学科学规划、周密部署，积

极承办了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表演艺术类

作品决赛。 

本次大赛从策划、实施、收集作品到组织评

审，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共有 28 个省（区、

市）的百余所高校参与其中，经过各省复赛共报

送参赛作品 232 份，其中歌曲类作品 117 份、舞

蹈类作品 57 份、语言类作品 53 份、戏曲类作品

5 份。 

10 月 30、31 日以及 11 月 8 日，我校学生工

作处组织了两轮决赛评审工作，采取作品按类别

分组评审，评审结果按成绩从高到低、同分顺延

排序的评审原则，对选送作品进行了专业审慎的

评审。  

本次大赛邀请到青年男高音家、中国歌剧舞

剧院歌剧团团长田彦老师，国家一级舞蹈编导、

中国歌剧舞剧院舞蹈编导毛伟伟老师，国家一级

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姜亦亭老师，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助理、

国家一级导演蔡菊辉老师等文化曲艺界的 9 位专

家为大赛担任评委，强大的评委团阵容为本次大

赛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技术支持。同时，学校纪委

老师全程参与和监督，为廉政文化大赛建立了良好

的监督机制，确保本次大赛公平、公正、有序进行。

高亢嘹亮的廉政歌曲、激情四射的廉政文化舞蹈、

幽默诙谐的语言类作品表演以及纯正地道的地方

戏曲使整个决赛会场沉浸在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当中。 

经过评比，共评审出一等奖 13 项，二等奖 24

项，三等奖 38 项，共计 75 项作品获奖。其中，东

北大学选送的歌曲类作品《口碑》荣获一等奖。至

此，第二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表演艺术

类作品决赛圆满落下帷幕。（学生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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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能力拓展我先行”团支部创意模式比赛顺利进行 
 
 
 
 
                                                                                                 

4 月 1 日至 5 月 5 日，由校团委主办的第二届

“能力拓展我先行”团支部创意模式比赛顺利进

行。创意模式比赛的评委由各学院分团委书记担

任，各学院的团支部代表参加了此次比赛。 

4 月 1 日至 4月 23 日，各学院选派团支部参加

初选，并有一名指导老师带领。比赛初选，各团支

部开展不同的素质拓展项目，结合本年级专项能

力，利用中心专项活动基地开展了“能力拓展我先

行”提升专项能力主题团日活动。 

4 月 24 日至 4 月 28 日，各学院选派一支优秀

团支部在学生活动中心和多媒体教室进行校级比

赛。校级比赛通过现场展示、评比方式进行，各参

赛队对创意方案进行了现场展示。比赛过程中，基

础学院围绕表达能力设计了模式创意，而其他学院

针对执行能力、表达能力、思辩能力和领导能力进

行了模式创意。5月 5 日，各参赛队上交活动视频。 

比赛最后，学院分团委书记依据创意的针对

性、可操作性、实效性、创新性对各参赛队的现场

展示和视频文件评选出校级奖项。（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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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话剧团参赛辽宁省第四届大学生戏剧节再创佳绩 
 

 

 

 

                                                                                                 

2013 年 10 月 23 日，辽宁省第四届大学生戏剧

节闭幕式于辽宁大学举行，东北大学大学生话剧团

应辽宁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之邀在本次闭幕式上

再次倾情演出肢体短剧《You are not alone》，并

领取了第四届大戏节的各类奖项。此次大学生戏剧

节由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辽宁省教育厅、共

青团辽宁委员会联合举办，有辽宁省戏剧家协会、

辽宁省教育厅学校艺术教育委员会以及共青团辽

宁委员会学校部联合承办。我校大学生话剧团选派

三个经典剧目于 10月 11 日参与了大学生戏剧节话

剧竞演，并延续了往届参演大戏节的辉煌，再次夺

得多项大奖。 

其中，《You are not alone》获短剧一等奖，

《我的卓别林爸爸》获剧目（长剧）一等奖，姜璟

琦、张多琦、郭亚楠及金楠等四名同学获表演一等

奖，侯伊楠、曲英实、田野三名同学获表演二等奖，

编导老师纪鹏及姜璟琦同学获得导演一等奖，编导

老师纪鹏获编剧一等奖，东北大学获团体组织奖。

所获得的奖项集编、导、演多个领域，获奖级别和

数量均位列全省各高校之首。 

东北大学大学生话剧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

话剧团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也希望

话剧团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为东北大学校园

文化生活贡献力量，愿文艺之花在东大校园四季盛

放、丰美芳香。（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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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委开展“智勇双全”第二届大学生能力拓展挑战赛 
 
 
 

 

                                                                                              

为庆祝东北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共青团东北大

学委员会于2013年6月2日上午8时，在综合楼北广

场开展“智勇双全——第二届大学生能力拓展挑

战赛”活动，本次活动，共有来自14个学院的18支

队伍以团支部为单位参加了比赛。 

2013年东北大学智勇双全挑战赛，顾名思义，

不仅是“智”的开发，同时也是“勇”的锻造，这

是我校团委深入推进大学生能力素质拓展工作的

表现。本次能力拓展挑战赛的比赛分区进行，分为

比赛区和体验区，比赛区18个，供参赛团支部进行

竞赛；体验区1个，供非参赛学生进行体验活动。

本次赛事项目设置兼具趣味性与竞技性，不仅考量

参赛队员的身体素质和运动协调能力，更考验了参

赛团支部作为一个团队的合作意识、执行能力、协

调领导能力，比如“潮起潮落”，就要求参赛队员

们具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充分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而“众志成城”则更需要密切配合与互信互助，才

能完成比赛任务。 

经过一上午的比拼，各支部都圆满完成挑战项

目。最终有6个团支部以默契的配合，强大的团队

执行能力，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获得了优胜，其中

有12个团支部获得了优胜奖。中荷生医11尖团支

部、基础电子科学与技术1201团支部、基础测绘

1202团支部获得三等奖，材冶热能1102团支部、工

管国贸1101团支部获得二等奖，国防计算机1201团

支部获得一等奖。 

本次智勇双全大学生能力拓展挑战赛，不仅是

一场体育赛事，也不仅是一次素质拓展运动，而是

集合了比赛、游戏、锻炼以及团会性质于一体的一

项综合活动。它通过竞技比赛的方式，同时开设体

验项目与非参赛团队进行资源体验的共享，将游戏

的趣味性融入到对个人综合素质的考察与锻炼中。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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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啦啦操队在全国比赛中再获佳绩 
 

 

 

 

                                                                                                              

 

 

  

   

东北大学啦啦操队继获得全国啦啦操联赛沈

阳站冠军后，2013 年 11 月 27 日再赴南京工业大学

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大学

生体育协会主办的 2013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中国啦

啦操之星争霸赛总决赛。全队密切配合，每场必争，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最终获得技巧第二名，自

选第一名的佳绩。（体育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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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舞蹈团在 2013 东北三省体育舞蹈精英赛上取得优秀成绩 
 

 

 

 

                                                                                              

4月 30日，由辽阳市体育舞蹈协会主办的东北
三省体育舞蹈精英赛在辽阳市辽化体育馆举行。东

北大学国标舞团由团长许超带队，选派 12 组选手
参加了乙组公开组别的比赛，比赛舞种为华尔兹及

探戈。经过 30 日上午初赛、下午决赛两轮比赛，
最终东北大学代表队喜获该组别前三名，并获“精

英团队”奖。通过此次比赛，东北大学国标舞团每

个参赛团员的舞蹈水平和身体素质均得到不同程

度的提升，同时，这是东北大学国标舞团走出校园，

走向辽宁的一个良好契机，是其走向专业化和扩大

影响力的重要转折点。（学生舞蹈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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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舞心飞”校园交谊舞会暨第十二届交谊舞大赛成功举办 
 
 
 
 
                                                                                               

2013年12月8日,东北大学交谊舞会暨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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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艺术中心国际标准舞团承

办。 

作为我校唯一的体育舞蹈社团，校园文化艺术

中心国际标准舞团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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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文选修课、课外培训、比赛

等多种方式全面提升同学们的舞蹈技巧和综合素

质。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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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舞心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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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设华尔兹铜牌、

华尔兹银牌、探戈、维也纳华尔兹、慢三五个组别；

参赛选手涉及学校所有学院，横跨大一到研二各个

年级；共46对选手98人参加了本次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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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在 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大赛决赛中喜获佳绩 
   

 

 

 

                                                                                            

12 月 11 日，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

大赛决赛在北京举行。大赛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合

办，是全国首个面向在校大学生举办的全国性英语

写作赛事。 

大赛决赛有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

台湾地区的 94 名选手参加。我校外国语学院英语

专业的李媛同学代表辽宁省参赛。大赛为上机写

作，使用专用的写作评阅系统进行操作。李媛同学

在决赛中以清晰的思路、准确的语言顺利完成了两

篇文章的写作，并获得 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写作大赛二等奖的好成绩，这是我校在“外研社”

英语写作大赛参赛史上的最好成绩。英语系教师董

革非获得优秀指导教师。 

   12 月 8 日——13 日，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

语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我校学生陈健冲代表辽宁省参加比赛。经过四

轮激烈的角逐，陈健冲同学脱颖而出，取得了二等

奖的好成绩，这是我校在“外研社”英语演讲大赛

参赛史上的最好成绩。英语系教师张有军获得优秀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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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举行“我的中国梦•创新的力量”机器人国际交流会 
 

 

 

 

                                                                                                  

3 月 26 日，“我的中国梦•创新的力量”愉快

工学—东北大学智能机器人交流会在图书馆学术

报告厅举行。我校邀请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青木

俊介先生和鹭坂隆志先生进行智能机器人现场演

示和交流，来自信息学院、机械学院的 200 余名师

生饶有兴致地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青木俊介在大学期间就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创

业公司，是日本大学生 CEO 的突出代表，他在现场

展示了联系人与人的新型“社交机器人”

Coconatch、传递感情的“猫耳型交流工具”的猫

耳（necomimi）、面向 iOS 产品的物理性、计算机

配套元件 konashi 等一系列有趣的智能机器人产

品。通过演讲、展示相结合的方式，使在场师生对

日本的高端科技有了崭新地认知和理解。演示结束

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赵姝颖教授、机械电

子工程研究所陆志国博士分别介绍了我校在智能

机器人领域的应用研究情况和发展趋势，现场讨论

气氛热烈。与会学生表示，这样生动的交流会使他

们开拓了视野，受益良多，决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不断提高自身学习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此

次活动深化以“我的中国梦•创新的力量”为核心

的新时代精神，为同学们提供一个思维碰撞、开拓

视野、探索科学奥妙的平台。 

沈阳市政府外事办亚洲处阎齐伟处长、日本驻

沈阳总领事馆文化领事大谷英树先生和东北大学

学生创新中心张立志主任出席交流会。校长助理吴

劲松、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于福晓会见了来校交

流的日本客人。（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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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学子荣获 2013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19 项，为校

庆献礼 
 
 
 
 
                                                                                               

日前，2013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MCM/ICM)成绩在官方网站正式公布。东大学子以 2

项特等奖提名奖（F）、19 项一等奖（M）、40 项

二等奖（H）、44 项三等奖（S），105 支参赛队 315

名学生全部获奖的优异成绩向东北大学 90 年校庆

成功献礼！ 

本次竞赛成绩刷新了我校在该项竞赛中的参赛

获奖记录，为历届参赛获奖层次最高、获奖数量最

多，参与学生最多最广（获奖学生涵盖 9个学院）。

此成绩从获奖层次、数量及获奖比例（二等奖以上

58.1%）等方面都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其中，

特等奖提名奖（FinalistWinners）分别为由理学

院宋叔尼老师指导的软件学院王耀争、朱灿祥、陈

泽三名同学组成的代表队和由信息学院陈大力老

师指导的信息学院滕菲、郭靖、宋嵩三名同学组成

的代表队。这是我校学生第二次荣膺该奖项，此奖

项全球仅 13 项。 

为打造我校“明星赛事”，实施了“两条腿走路”

策略，一是积极构建竞赛课程培训体系，二是建设

设备齐全的数学建模大学生创新基地。完善的制度

保障和良好的政策刺激成为“两条腿走路”有效助

力，对于营造了学生崇尚学术的软环境起到了良好

的促进作用。随着我校学子连续在国内和国际舞台

上绽放精彩。同学们的参赛热情高涨、参赛人数逐

年增加、参赛成绩更是稳步提升，数学建模赛事已

经实现了跨学院、跨专业联合竞赛。同学们所获得

的奖项，无论为在国内继续深造，还是准备申请国

外留学，都增加了不轻的筹码。多名学生凭借优异

的数模竞赛成绩以及突出的科研表现，成功进入美

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杜克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读研

深造。数学建模竞赛已经成为东大学子提升综合素

养、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学生创新中心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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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喜获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优秀组织奖 
 

 

 

 

                                                                                                   

2012 年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总结暨

2013 年启动会在中国科技馆（北京）召开。全国大

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共青团

中央学校部、教育部科技司、高校学生司共同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馆承办。2012 年，343 所高校参加大

赛并提交 3984 件优秀作品，我校喜获全国优秀组

织奖，是东北赛区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 

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每年度举办一

届，2013 年的全国大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以“保

护资源环境，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重点征集环

境保护、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等主题原

创科普作品，还增加了网络挑战赛等新形式。 

大学生既是科普知识的传播者，又是科普宣传

的受益者。2013 年我校将继续动员和激励广大师生

参与科普创作，激发科普创作源头活力，征集一批

高品位、高水平的科普作品参赛，在全国大赛和科

普工作中再创佳绩。（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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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六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展

隆重举行 
 

 

 

 

                                                                                                  

5 月 31 日，我校第六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展在何世礼教学馆一楼大厅

隆重举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姜茂发，学生工作

处处长王辉，学生创新中心主任张立志以及各学院

分管教学工作、学生工作的副院长，项目评审专家

等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成果展。 

作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研究能力、探索能力

的重要平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实施对我

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

作用。今年共有 135 个创新项目参展，是历年来展

出项目数量和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批。各项目组通过

展板、实物等方式展示，项目涉及社会调研、理论

探索、新能源、节能减排、软件开发、医疗保健、

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吸引了大批学生驻足观看。

据统计，截至目前通过项目实施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64 篇，其中 20 篇被 SCI 检索收录、22 篇被 EI 检

索收录，申请国家专利共 47 项，这些充分体现了

东大学子独特、宽泛的创新思维和较强的创新能

力。 

姜茂发副校长在讲话中对本批“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

并对各有关职能部门、各学院、指导教师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肯定。姜校长强

调，创新实践教育不在于结果，而是重在过程。广

大教师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创新育人实

践中去，以严谨的科研作风指导学生，为学生科研

领路；广大青年学生应该加倍珍惜在校学习的机

会，项目成果展的举办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而

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全体东大学子应充分利用优质

教育资源，积极投身于科研实践中，刻苦学习、深

入探索、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发展、为我校教育

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创新项目成果展并不是终点，学校将对有价值

续研的作品给予一定支持，使其进一步继续完善；

同时，学校积极组织并推荐项目作品参加各级各类

科技竞赛，如在“挑战杯”、电子设计、智能汽车、

计算机设计、节能减排与社会实践等竞赛，在今年

辽宁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

我校共有 40 余件作品入围决赛，其中通过创新项

目申报的作品共 14 件，8件作品获得省级一等奖以

上奖励；另外，对于有创业前景的项目，在进行可

行性分析后，学校将组织相关教师对项目进行创业

指导、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创新项目向创业项目的

转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发挥创新项目的作

用，使更多的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升，确保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实效性和延伸性。（学

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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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举办 2013 年辽宁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5 月 11 日-12 日，由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共同主办的 2013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决赛在我校举行。辽宁省教

育厅高教处副处长张平礼、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

主任张立志及竞赛组委会专家成员出席决赛现场，

入围本次现场决赛的省内165支代表队参加了答辩

会。 

本届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作品共分：数字

媒体专业类、数字媒体普通类（数字媒体专业、普

通参赛主题：水）、数字媒体中华民族文化类、软

件应用与开发、计算机音乐创作类、软件服务与外

包六大参赛类别，共

有 33所高校 568 件作

品报名参赛，经过专

家网络评审共有来自

省内 32 所高校的 165

件作品入围现场决

赛。决赛历时两天，

通过现场展示和问辩

两个环节，评审出一

等奖作品 61 项、二等

奖作品 139 项、三等

奖作品 122 项，其中

我校共获得一等奖 13

项、二等奖 6 项、三

等奖 7项。 

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竞赛是辽宁省开展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项目之

一。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的开展旨在推动省内各高校本科计算机技术基本

应用教学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改革，切实提高计算机技术专业教学质量，展

示教学成果。组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是深入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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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

精神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十二五”期间我省“质

量提高工程”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连续 2届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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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学生学习计算机知识

和技能的兴趣和潜力，提高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

问题的综合能力，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大学生课外科

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在科技创

新上有潜力、有作为的优秀人才。（学生创新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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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中国•大学生科技精英企业行”社会实践活动顺利完成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学生

成才报国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引导

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

干、做贡献，号召广大青年努力成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

者、践行者、信仰者和传播者，2013

年 7 月下旬，东北大学学生科学技

术协会特组成了 2013 年“大学生

科技精英企业行”社会实践团，赴

山东招金集团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 

本次社会实践以“梦想中国”为主题，实践内

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究影视文化对企

业文化和品牌发展的影响。实践团成员通过品阅相

关影视作品与参观黄金博物馆和招远淘金小镇来

了解、感受和探究中国的黄金文化及其发展，并以

此与招金集团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黄金企业的文

化与品牌发展。第二部分：校企技术交流。在新的

发展形势下，厂矿单位对科技的重视和现代化设备

的需求也逐步提高，实践团预计从参观黄金企业提

高在校大学生现场经验，推广实验室科技成果，创

造校企合作良机。第三部分：九十华诞，基层校友

促膝谈。本次实践活动恰逢东北大学九十华诞，架

起东大招金校友与东大在校学子的交流平台意义

更加重大。通过招金集团校友与实践团的同学座谈

交流，使在校学生近距离了解现代企业及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和对大学生的评价，使学生更客观地规划

学业和职业，同时也表述共同的东大情怀，为母校

的更好更快发展献计献策。 

本次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了加强东北大学与企

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产、学、研结合，为

在校优秀大学生搭建了一个零距离接触最新技术

应用、深入了解企业的实践平台，增加了大学生在

实践中认识社会、深入社会、回报社会的人生经历，

提高了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进一步推进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转化与拓展。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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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 2013 年全国科普日辽宁启动仪式暨名家讲科普 

报告会 
 

 

 

 

                                                                                                 

9 月 18 日，由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辽宁省科

学技术厅、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东北大学主

办，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办的 2013 年全国科普

日辽宁启动仪式暨名家讲科普报告会在东北大学

汉卿会堂隆重举行。 

出席本次报告会的领导和嘉宾有辽宁省科协

党组书记、副主席康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

席金太元，东北大学副校长张国臣,东北大学创新

中心主任张立志、副主任王刚，东北大学团委副书

记闫研,学生处副处长李海雄，信息学院党委书记

武建军等。 

本次启动仪式有幸邀请到一级作家、教授，我

国著名科普文艺作家、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

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叶老走上了报告台。首先，

叶老表达了对张学良老校长的深深敬意，然后开始

讲述钱学森的故事。 

叶老由一辆天蓝色的轿车说起，向大家说明

了钱学森先生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如

“航天”一词便是钱先生所创。接着，叶老由大家

所熟识的“两弹一星”一词为切入点，详细的讲述

了“火箭王”钱学森先生从突破美国封锁回到红色

祖国怀抱，潜心研究，誓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导弹，

并最终取得“两弹”成功的艰辛过程；紧接着叶老

还讲述了钱学森先生将“中国卫星跃上太空”的过

程中所付出的的巨大努力以及期间发生的种种不

为人知的小故事。除此之外，叶老还分别从“写信

的故事”、“铁杆广播迷”等不同角度，全面诠释了

钱老先生的生活。叶老严谨而不失诙谐的讲述引人

入胜，让人深切感受到钱学森先生伟大的人格并为

之动容。报告过程多次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 

报告结束后，叶老同现场观众互动，热情地回

答了同学们的问题，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同学们

纷纷奔上讲台请叶老题词、与叶老合影留念。 

在报告会开始前，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会见了

叶永烈先生，双方就科普活动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地交流。（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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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学生科普教育基地成为辽宁省第八批省级科学技术

普及基地 
 

 

 

 

                                                                                                 

9 月 18 日上午，辽宁省科

学技术普及基地暨东北大学学

生科普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我

校成功举行。辽宁省科学技术协

会党组书记康捷、省科技厅副厅

级巡视员焦明志、东北大学副校

长张国臣出席仪式并参观了东

北大学学生科普教育基地。 

揭牌仪式由东北大学学生创

新中心主任张立志主持。主持人

介绍了我校学生科普基地的建

设和使用情况，2007 年，学校

成立学生创新中心，大力推进创

新人才培养工作，通过搭建理论

教学、实践教学、科研训练、科

技竞赛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

育平台，促进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异彩纷呈，使得我校科技创新工

作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每一

个学生；2012 年 11 月，东北大

学获批成为全国首批 40 所科普

创作与传播试点高校之一，我校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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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积极筹措教育科普

资源开发共享平台，划拨 300 余平方米场地，投资

30 余万元进行东北大学科普示范教育基地建设，大

力支持本校师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创作、

传播和服务等活动；2013 年 5 月，辽宁省科技厅、

辽宁省科协授予我校学生科普基地为辽宁省第八

批省级科学技术普及基地。 

康捷书记、焦明志巡视员、张国臣副校长分别

为辽宁省科

学技术普及

基地和东北

大学学生科

普教育基地

揭牌。仪式结

束之后，出席

嘉宾与东北

大学学生科

学技术协会

同学们进行

了亲切交流，

并观看展出

作品的演示，

亲自参与体

验，对东大学

生的科研能

力给予高度

赞赏和认可。 

本 次 仪

式简约而不

简单，十分精

彩，为大家呈

现了一个奇

妙的科普世

界。今后，基地将面向本校师生和周边社区开展科

普读物创作、科普动漫演示、科普产品开发、科技

竞赛成果展示、科研项目研究、科普创作及演出等，

成为发挥我校人才和智力密集优势，引导和激励全

校师生积极践行科普责任，促进我校、辽沈地区乃

至全国科普创作与传播活动蓬勃开展的重要场所。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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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献礼：东大学子获得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6项全国

一等奖 
 

 

 

 

                                                                                             

2013年（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决赛分别在浙江传媒学院（数字媒体设计类、应用

开发类）和云南财经大学（中华民族文化组）落下

帷幕。我校在这次比赛中，参加总决赛的18件作品

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6项，二等奖7名，三等奖3

名，为本届竞赛成绩全国最好高校。由信息学院刘

士新老

师指导

的炼钢

-连铸

调度计

划3D虚

拟仿真

实验平

台荣获

应用开

发类全

国一等

奖（此

类仅19

项全国

一等

奖）；软

件学院

谢青指导的作品《龙印》、艺术学院高路指导的作

品《水滴奇遇记》、霍楷老师指导的作品《城市排

水系统优化设计》、《湮灭Destroy》等4件作品荣获

数字媒体设计类一等奖（此类仅19项全国一等奖）；

软件学院谢青、董傲霜老师共同指导的《固原古城

建筑交互式导览》作品荣获中华民族文化组全国一

等奖（此类仅8项全国一等奖）；我校荣获全国一等

奖作品在大会闭幕式上做了汇报展示，得到与会专

家、评审和参赛院校师生的高度评价。另软件学院

俞春阳、张一川、计算中心黄卫祖等老师还指导学

生荣获多项全国奖。同时我校也因竞赛组织工作优

秀获得了院校优秀组织奖。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教

育电视台联合主办，是一个国家级的以实现高等学

校计算机教育培养目标为核心的创新平台，面向所

有的

专

业，

使每

一位

在校

大学

生都

可以

在这

个舞

台上

以丰

富多

彩的

形式

展示

自己

的梦想和才华。 

2013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的参赛院校

高达 319 所，竞赛在全国举行 16 个地区级、省(自

治区、直辖市)级选拔赛，经初评、公示、复评等

环节，最终来 978 件作品入围了全国总决赛，其中

本科生软件应用与开发类作品 255 件，数字媒体设

计类普通组 137 件，数字媒体设计类专业组 225 件，

数字媒体设计类中国民族文化组 122 件，计算机音

乐创作类 45 件，软件与服务外包类 97 件；高职高

专各类作品 97 件。来自教育部的专家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顶尖级院校的专业

评审老师参与作品评审。（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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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巨匠叶永烈先生以钱学森精神激励东大学生科协 
 

 

 

 

                                                                                               

近 日一级

作家、教授、我

国著名科普文

艺作家、纪实文

学作家叶永烈

先生做客辽海

讲坛，为东大学

子讲述钱学森

的故事。 

讲座前，叶永烈先生与东北大学学生科学技术

协会的学生进行了亲切交谈，并欣然提笔题字。叶

老先生写道:“传科技薪火，育创新人才。”，这十

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告诉学生科技创新组织应当做

到：谋发展求创新，科技引领未来。题字足见叶老

先生对学生科协寄以厚望！学生们备受鼓舞，共同

喊出了“科技引领，携手创新，共创未来”的口号！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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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 创新勇担当”我校在第十三届“挑战杯”竞赛

中荣获佳绩 
 

 

 

 

                                                                                                

10 月 17 日晚，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

育部、全国学联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苏州

大学、苏州工业园区承办的第十三届“挑战杯”交

通银行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以下简

称“‘挑战杯’竞赛”）决赛在苏州落下帷幕。我校

取得二等奖 2项，三等奖 4项，荣获校级优秀组织

单位。第十三届“挑战杯”竞赛全国组委会委员、

我校党委副书记熊晓梅参加竞赛组委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并前往“挑战杯”国赛现场并询问参赛作

品情况。 

我校于 2012 年 10 月，由校团委、学生创新中

心共同启动了“挑战杯”竞赛的校内选拔工作。经

过统筹规划和认真组织全校学生共申报200余件作

品，通过严格的评审最终确定 44 件作品上报省级

“挑战杯”竞赛复赛。在省赛评比中，我校共有 17

件作品荣获省级“挑战杯”竞赛特等奖，荣获省级

优秀组织单位。本届竞赛我校作为发起高校之一，

共有 6件作品进入全国比赛，经过前期的网络初评

和集中复评，以及决赛期间的作品公开展示和现场

问辩，进入国赛的 6 件作品全部获奖。（学生创新

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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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2013 年度学生创新创业工作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东北大学汉卿会堂蔡冠

深报告厅内洋溢着无限的青春活力与收获喜悦，一

年一度的学生创新创业工作颁奖典礼在这里隆重

举行，全体师生用丰硕的创新创业实践成果向母校

90 华诞献礼。副校长姜茂发，党委宣传部部长丁义

浩，校团委书记张玉宝，研究生院副院长刘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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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总会、校董会、基

金会管理办公室主任李鹤，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常

务副院长王占友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集体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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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多人参加了

本次颁奖典礼。颁奖典礼由学生创新中心副主任王

刚主持。 

2013 年，通过深化课程体系改革，推进创新实

践班、创业先锋班建设，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实践”

系统化平台，打造更加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学校

进一步完善了“理论教学、校园科普、科研训练、

科技竞赛、创业实践”五位一体的特色创新创业育

人平台，确立和巩固了“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

以创新团队为基本单元、以项目化运作为基本形

式”的普惠性、递进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显

著成效。先后有 1360 多人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630

多项，640 多人次在国际、国家级大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包括国际级奖项 61 项、全国一等奖 67 项、

全国二等奖 122 项、全国三等奖 108 项。其中，国

家级竞赛获奖数量同比去年增长 24%，国际级学生

获奖数量同比去年增长 97%。通过参与“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发表学术论文 106 篇，被

SCI 检索 20 篇、EI 检索 22 篇；成功申请专利 62

项；14 个项目结合专业方向和市场需求进行了针对

强 的

创 业

训 练

与 实

践，涌

现 出

一 批

学 生

创 业

典型，获得社会较高赞誉。 

颁奖典礼上，全体师生通过精彩的视频展示，

分科普篇、科研篇、竞赛篇、创业篇四个篇章共同

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一年我校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所

取得的优异成绩，与会嘉宾为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代表颁奖。其中，理学院张鑫、信息学院崔建江

等 144 人被评为“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优秀指导教

师”；资土学院刘维等 12 人被评为“学生科技创

新工作先进个人”；ACTION 创新团队被评为“优秀

学生创新团队”；材冶学院学生科学技术协会等 6

个学生组织被评为“校园科技活动优秀学生组织”；

软件学院未来软件设计大赛被评为“科普立项精品

活动”。同时，通过网络投票和学校创新工作领导

小组投票选举，管理学院王泽燊等 6 名学生在 43

名申报者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第六届学生科学

奖”桂冠，副校长姜茂发受邀为获奖者颁奖。 

姜茂发对获奖师生和集体表示衷心祝贺，并对

近年来我校学生创新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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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身

立命的根本，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与整体办学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姜茂发

希望，全体学生要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自觉性，大

力弘扬“注重创新、勇于创业”的精神品质，积极

参与创新创业实践，努力成长为“推动中国新型工

业化建设进程”的精英人才；学校各相关部门和全

体教师要增强人才培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大质量观，凝聚高度共识，

形成强大合力，有效推进人才培养水平的全面提

升，在通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道路上，再接再

厉，再创辉煌。（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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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首次荣获 CCTV 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金盏奖” 
 

 

 

 

 

                                                                                           

  

9 月 14 日，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2013 年首届

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落下帷幕，我校艺术学院高

路老师指导的学生陶永振和刘思楠创作的作品《水

滴奇遇记》入围全国 12 强，并参加在北京中央电

视台 1号演播大厅举行的“金盏奖”的颁奖典礼。 

    本次比赛共设金奖 1名，银奖 2名，铜奖 3名，

最佳网络人气奖 1名，优秀奖 6名。在颁奖典礼上，

《水滴奇遇记》荣获优秀奖、最佳网络人气奖，在

所有入围作品中，《水滴奇遇记》是唯一一部由高

校学生创作的作品。该片最大特点在于创意新颖，

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手翻动画”的形式，充分利用

创意来表达主题。 

据了解，从 2013 年 4 月初开始，中央电视台

正式启动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历时 4个月，从

4000 多部投递的作品中，专家评委共遴选出 12 部

视频成片类作品和 6部创意脚本类作品。2013 年 8

月 18 日至 27 日，中央电视台在央视网、新浪、搜

狐、腾讯和优酷、土豆发起了对 12 件展播作品的

网络评审。截至 8月 27 日 24:00，经过激烈紧张的

投票，《水滴奇遇记》以一万余票的成绩荣登榜首，

高出第二名数千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