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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 走开放式发展道路 

 赵继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4 年第 21 期 

 

 

                                                                                                              

当前，中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和“四化同步”的发展路径，特别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毫无疑问，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教强

国这个“教育梦”，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国梦”重要的战略支撑。

“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必将催生一批新兴科技

领域和产业，必将使一批大学跃升进入世界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行列。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产业转型升级

对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建

设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和学

科，为经济转型升级和国家民族振兴提供高层次人

才与高水平科技支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

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 

  一、寻找突破，在变革中谋划未来发展

方向 

  从历史上看，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发展中具有

重要的战略支撑地位。19 世纪以来有三次大国的崛

起，即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柏林大学为首的德

国大学建立的“自由的学术共同体”，不仅使德国

的高等教育称雄世界 100 年，更促使世界科技和经

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了德国。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美国《莫里尔》法案的公布，一大批

赠地学院快速发展，其中一批大学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发展，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整体

上美国大学逐步取代了德国大学原先的地位，成为

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与此同时，美国也成功地实

现了世界科技中心从欧洲向本土的转移。在世界排

名前 300 名的大学中，美国约占 1/3；前 100 名中

美国约占一半；前 20 名中，美国大学超过 2/3。20

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日本首次将高等教育发

展计划编入经济发展计划中，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

重建战后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京都大学、大

阪大学等一批研究型大学在机器人控制、纳米材

料、光触媒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使得日本相关技

术和产业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制造业强国。在

高水平大学主导下的科技发展，使得日本这样一个

资源匾乏的岛国从二战炮火的废墟中涅槃，一跃成

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一批

大学成为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考察大学发展

与社会、经济关联性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创新型国家及地区发展关系极

为密切。 

  综观西方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从 1088 年“欧

洲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到 12 世纪开

始，英国的牛津、法国的巴黎、西班牙的萨拉曼卡

以及欧洲许多地区大学教育的兴起；从 19 世纪以

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大学践行威廉•冯•洪

堡的教育理念，到 20 世纪初美国大学形成的著名

的“威斯康星精神”；无不揭示了变革是推动社会

进步的核心力量。在大学职能从单维度向多维度过

渡的过程中，改革就是在变革中蕴含挑战又富含机

遇推动发展的动力。加快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首先要加快的是改革步伐。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

深层次的差距其实是办学理念、体制、机制上的差

距，即大学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方面存在差距。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一方面，

赋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国家鼓励

大学内部进行综合性改革，重点在人才招录与选拔

方式、人才培养模式、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紧密结合、教师聘任考核与评价制度、学校和学院

内部治理结构、后勤和资源配置改革等。鼓励高校

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于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

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纵观国际、国内高等教

育发展的历史潮流，让我们意识到，谁能在综合改

革的思路和举措上取得突破，谁就能抓住学校发展

的最大机遇，释放发展的最大红利，为高水平大学

建设赢得先机。 

  二、开放发展，走出大学跨越发展的战

略之路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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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

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摆脱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加快经济复兴，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竞

相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科技产业，抢占国际

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先机和制高点。面对世界科技

发展的迅猛态势，面对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所发生

的新变化，面对行业转型和区域发展的需求，面对

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大学必须

把自身发展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大舞台和世界发展

的大背景中来考量，必须主动加入到与国内外高水

平大学竞争的行列，必须正视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

经济结构调整对大学就业密集型行业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进而优化学科结构、培育创新人才，提升

学术水平，增强服务力度。在这一特殊时期，大学

发展的战略选择应当是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式发展

道路，将大学融入文明进步、社会发展、民族振兴

的浪潮中，借力前行。 

  放眼全球，国外高水平大学的成功经验，虽不

能照抄照搬，但却可以为我们走开放发展的道路提

供借鉴和启示。如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共享治理模

式，麻省理工学院建设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实验

室，斯坦福大学实施的“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协同

项目”

(GCEP, Global Climate and Energy Project)

等，都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一流大学始终秉持的开放

发展理念为学校变革带来的巨大推动力量。只有坚

持开放发展理念，大学才能及时地获得更加丰富的

信息，优化原有知识体系，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开阔

发展视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实现深层次意

义上的知行合一，将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人才

需求真正契合起来；才能充分地利用校内和校外的

各种办学资源，在面向科学前沿、服务国家战略和

区域发展的同时，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

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从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应坚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方向。大学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在

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将解决国

家重大需求和区域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作为科

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切入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

筑大平台、组织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培育大成果，

针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调整和优化

学科布局，搭建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和产业转化平

台，在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和特色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优势，汇聚

资源，提升能力，培养人才，反哺学科。 

  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应注重学科交叉和学科开

放，打通学科发展壁垒。学科交叉的前题是学科之

间、学院之间、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基地的开放。

学科交叉融合是当今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共识和特

征。多学科交叉融合是优势学科的发展点、新兴学

科的生长点、重大创新的突破点，也是人才培养的

制高点。大学应主动面向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

求，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促进学科交叉，构建与

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

与人才培养支撑体系，坚持和突出学科优势与行业

特色，集中力量释放优势学科发展空间，通过学科

的开放和交叉，把优势做大、特色做强，使之成为

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战略基点和关键突破点。 

  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应加强产学研合作，注重

协同创新和“三位一体”的开放发展。从现在起到

2020 年，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时

期。大学必须将技术创新和转化能力强的优势发挥

到极致，以行业产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引入多

元协同的新形态，全方位开展与科研机构、行业企

业、政府等主体的深度合作，在攻克重大核心技术

和关键共性技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国家、行业、

区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做出重要贡献，获取发展

资源，促进教学工作，推动学科创新，实现学科、

人才、科研三位一体的整体提升。 

  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应坚持办学国际化的发展

道路，扩大对外交流合作。高等学校需要紧紧抓住

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产业全球化带来的难得

机遇，大力加强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和相

关企业的交流合作，积极推进在优势特色学科领域

共同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在合作交流中要特别注

重引进人才，壮大有海外学术背景的教师队伍，增

强师资队伍整体实力。拓展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合作

办学的空间，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扩

大教育和研究开放，努力形成国家公派、联合培养、

学院留学项目和个人申请相结合的多元国际教育

模式。 

  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应创新办学资源共享机

制，构建协同开放育人体系。推进教学与科研的紧

密结合，建立科研向教学转化的政策机制和教学与

科研资源共享机制，完善重大仪器设备资源向优秀

本科生开放的制度，延长专业实验室和公共基础实

验室的开放时间，把大学的学科和科研优势更加有

效地转化为本科生的优质教学资源。加大高校学

院、学科之间向国内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开放的

力度，建立高校与科研院所、高水平医疗机构深度

合作培养人才的协同机制、教师兼职的互聘机制、

资源共享机制和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强强联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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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合作、资源共享，开放共赢。 

  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应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

设，实现大学内部科学治理。大学要通过不断深化

学校内部治理体制改革，加强学术和行政决策的民

主化以及信息公开，形成比较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

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要畅通校友参与学校发展的

渠道，动员校友以多种方式支持学校发展，更要扩

大办学过程中社会参与特别是行业企业参与的开

放度，积极建立学校与行业企业良性互动支持学校

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深化综合改革，与国家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同向同行 

  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传统工业形态

的深刻变革，党的十八大适时推出了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可持续发

展作为战略方向，与此同时，党中央还进一步实施

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辽宁先后有辽宁沿海

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沈阳经济区

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面对党

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四化

同步”的发展路径，东北大学应该立足当前，展望

未来，绘就与“中国梦”融为一体、反映东大人心

声的“东大梦”，而实现这一梦想的战略选择就是

“开放发展”。开放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深

化综合改革，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才

能更好地保证开放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和前瞻性。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力改革： 

  推进依法治校，完善学校治理体系和结构是激

发大学发展生命力的战略基点。东北大学治理结构

的改革以“大学章程”为核心，通过建立健全民主

决策机制，明晰职权边界，理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

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的辩证统一关系，建立

高效有序的权力运行机制；积极发挥审议型董事会

的作用，探索建立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

机制。通过推进校院两级管理，降低管理重心。积

极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校务公

开、党务公开和信息公开制度；完善以社会监督、

民主监督和行政监督并举的学校监督体系。通过进

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的廉政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

全权力的阳光运行机制，确保行为规范、运转协调、

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和

机制改革是进一步发挥大学输血功能的首要任务。

学校坚持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充分关注学生和

教师两个层面的发展需要，突出教学和科研相结

合，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相结合，人才培养和创新

创业活动相结合。进一步加大创新创业教育的力

度，建立面向学生需求的教学服务制度，实现以

“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

持续推进培养模式和教育资源的开放，构建与现代

大学制度相适应的学生工作体系；大力推进校校、

校所、校企、校地以及国际间的深度教育合作，使

更多的学生在国际开放的环境下得到培育。同时，

坚持协同育人、资源共享和机制联动，深入推动研

究生招生制度、博士生导师遴选和资格审核制度、

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质量评价和监控机制改革

等。 

  面向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推进学科

布局优化与调整，是注入大学发展活力的主攻方

向。学校通过建立学科调整学术决策咨询组织，面

向重大科技发展领域和国家规划的七大战略新兴

产业，明确东大未来学科战略发展方向，立足学校

学科发展的现实可能，遵循国内外学科发展的一般

规律，做好当下学科优化和调整。通过突围发展、

渗透发展、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合作开放发展等

不同模式，建立健全有针对性的学科发展格局。坚

持五位一体的学科和平台发展模式，推动基层学术

组织变革。积极建立并不断完善学科专业的准入、

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使学校的学科专业结构布局

始终体现科技前沿、国家需求和行业技术发展方

向，为推动科技创新、社会进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拓展优势和特色学科的服务面向，提供前

瞻性的人才与学科支撑。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高水平师资队

伍，是推动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学校坚持

以改革释放发展活力，强化学院的办学主体地位，

逐步构建责、权、利相统一的校院两级人事管理工

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力度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工作，特别重视海外优秀青年人才的引进

和培养。在完善选拔竞争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分

配激励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才选用和培养

机制，建立特殊通道，不拘一格选拔具有优秀潜质

的青年人才。随着基层学术组织结构上的多元化和

灵活化，努力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才资源评

价、分类管理、配置和考核机制，建立多元用人模

式，规范教师准入和退出机制，探索适应于团队发

展的评价体系。 

  深化科技和产业改革、完善创新体系建设，是

助推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强动力。学校以

“2011 计划”为契机，着力推进科技管理和评价改

革，实施科研环境保障工程。结合东大特色重点打

造大制造平台、大数据平台，推进“大科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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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预研、超重大项目策划以及国际联合实验室和

国防实验室的培育，拓展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深度

和广度。改革创新团队组建模式，实施“学术影响

提升工程”、“军工科研跃升工程”、“文理学科

振兴计划”。同时，坚持事企分开，建立健全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以云计算科技园、材

料产业园等为重点，面向软件、数字医疗、超算、

云计算和大数据、新材料、装备制造和健康产业等

战略方向形成科技产业新的增长点，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同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广阔平台。

并且通过深化资产、财务、后勤等资源配置和保障

体系改革，为大学平稳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宣传部供稿）【作者：东北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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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与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相结合 

 孙家学┃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4 年 3.4 合刊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坚持群众路线是一个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长期课

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

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

何在新形势下，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与推动高

校内涵式发展相结合，办人民满意的大学是高校面

临的新课题、新任务。 

  一、深刻认识坚持群众路线与推动高校

内涵式发展的内在契合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内涵式发

展是“大学之为大学”、充分发挥大学职能的必然

选择。对高校而言，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

推进内涵式发展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基本路线

和内在规定，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支撑和实现途径。

二者都满足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助推了大学办

学理念的确立和大学精神的凝练。 

  1.根本价值取向的契合性 

  坚持群众路线与推进内涵式发展的首要问题

是“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二者的根本价值取

向是“以人为本”。广大师生员工是高校推进高校

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建设者和实现者，是高校的根

本依靠力量。坚持群众路线与推动内涵式发展都要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要将广大教师员工

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群众路线的宗

旨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高校坚持群众路线就

是要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将广大师生员工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广大师生需要不需

要、广大师生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

和尺度。广大师生员工同样是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

的中坚力量。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正是以促进广大

师生员工个人内涵发展为原点，汇集广大师生员工

的智慧，凝聚广大师生员工的力量，进而促进教学、

科研、社会服务等全方位内涵建设，实现跨越式发

展。 

  2．根本动力支撑的契合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深化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的进军号角。改革是高校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和推动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支撑。坚持群众

路线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根本导向。群众路

线之所以是党的生命线，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

就在于要根据群众在不同时期思维模式和行为方

式，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对

高校而言，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让改革创新贯穿服

务师生的始终，不断适应满足广大师生员工的物质

和精神诉求，促进广大师生员工的全面发展，扬弃

旧有，创立新知，让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真

正落到实处，产生实效。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根

本动力支撑是改革，通过改革改变高校不适应、不

均衡、不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坚持以改革促

发展、推进公平、提高质量和增强活力的总体思路，

不断激发广大师生员工的内在潜能，不断增强高校

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释放高校的内在活力。 

  3.根本实现目标的契合性 

  办人民满意的大学是高校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和推动内涵式发展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明

确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教育改革

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群众路

线就是要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的教育需要。“坚持群众路线”与“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在内涵和实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坚

持群众路线是办人民满意大学的根基，办人民满意

大学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最终目标。高校内涵式发展

就是实现办学模式从扩大规模到提升质量的转变、

办学定位从趋同到特色的转变、办学方式由行政管

理到教授治校的转变，评价标准由单一评估向多元

评价转变。高校正是在这种转变中进一步彰显了大

学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满足推进

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承载人民

群众对教育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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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持群众路线是推动高校内涵式发

展的重要引擎 

  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是以人的内涵发展为起

点，进而推进学科、部门等要素的内涵发展，最终

实现学校整体的内涵发展。人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

核心要素，而群众路线将以人为本作为工作出发点

和落脚点的根本要求是推进内涵式发展的根本支

撑，是满足高校新时期改革发展需要，助推高校党

的建设、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 

  1.满足群体特性的时代要求 

  以广大师生构成的高校群体具有自身的群体

特征。首先，师生的层次性。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

因不同的角色定位而体现出层次性。作为一种职业

群体，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处于一种成

熟阶段，其教育过程是再塑过程；而学生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处于准成熟阶段，其教育过程是可

塑过程。因此，作为第一层次的教师群体，以其“身

为人师”和“行为人范”的职业定位在影响了学生

的价值选择基础上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学校的价值

取向，在学生、教师、学校三者中处于中间地位。

高校师生群体之间这种特殊的层次关系决定了高

校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计划性和针对性。其

次，思想的多元性。高校教师是高等知识分子，具

有很高的学养和修养，对事物较强的个人主见和研

判能力。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具有海外留学

背景，教育背景的国际化、文化背景的多元化导致

了师生群体思想的开放性、活跃性。大学生是社会

的精英群体，他们获取信息途径多，接受新事物能

力强，是社会新思潮的形成者和推动者。随着越来

越多的留学生进入高校，大学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

舞台，呈现出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新趋势。以教师

和学生组成的高校群众始终处于思想的前沿阵地，

具有思想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就使高校

始终处于一元与多样，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相

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大环境中。 

  高校师生的层次性和思想多元为高校开展群

众路线教育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要在尊重差

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统一广大师生的思想，在多

元中立主导，在多变中把方向，在多样中谋共识，

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不断遵循教

育发展的新思潮，不断满足广大师生的利益诉求和

情感诉求，真正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落到实处、产

生实效。 

  2.加强高校党建的客观需求 

  党的领导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高校党

的建设是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只有以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党建促进办学、

以党建促进高校的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提升广大师

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破解高等教育面临的新

情况和新问题。只有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实现党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工作方

式创新，增强党委对学校事业的领导能力，为学校

改革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

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根本保证。高校党建工作必须以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为契机，全面提升高校党建水平，提升广大领

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和政治纪

律，将强化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与提升治校和

办学水平与结合起来，与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结

合起来，承担大学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3.践行大学职能的迫切需要 

  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

新是大学的四大职能。践行大学职能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是大学的根本使命。践行科技创新职能的核心驱动

力是广大师生；践行社会服务职能是在科技创新成

果基础上转化开发为生产力，进而服务于经济社会

发展；践行文化创新职能是以人才培养为主渠道对

中华文化的扬弃和弘扬。由此可见，人才培养是大

学的核心职能，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

新职能是在实现人才培养职能基础上完成的。四大

职能共同构成了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科学研究为

支撑、以社会服务为引领、以文化传承创新为导向

的职能系统。因此，践行大学职能要始终围绕“培

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大学的根本问

题，这既是践行大学职能的科学定位和高等教育发

展内在规律的根本旨归，也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

动的内在要求和人民群众对大学期待的必然趋势。 

  三、以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引领推动高

校内涵式发展的实现路径 

  以群众路线为引领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就是

要将群众路线的总要求与高校内涵式发展相融合、

相统一，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穿内涵式发展

的全过程。以师生价值取向、办学治校理念、大学

制度建设等方面为着力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

路线，把握发展主题，凝聚发展力量，释放发展活

力，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1.突出为民、务实、清廉的主题 

  为民、务实、清廉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人

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高校要将“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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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贯穿教育实践

活动的全过程，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营造风清气正、

心齐气顺的教育环境。 

  为民是根本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一

切为了广大师生，一切依靠广大师生”，让师生把

个人成长融入学校的整体事业发展之中。要问计于

师生、求智于师生、取德于师生，听取群众的呼声、

了解群众的状态、代表群众的利益，千方百计协调

解决师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

深入了解师生的心理健康、生活处境和学习工作状

态，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情感诉求，消除他们的

后顾之忧，让工作不仅成为他们谋生的职业，也成

为他们谋心的事业，正是实现他们精神的充实感、

生活的幸福感、个人的自由感。 

  务实是根本准则。务实就是要脚踏实地，不图

虚名，不辱使命。必须着力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

形式主义、推诿扯皮、急功近利、不敢接触矛盾等

问题，要大兴求真务实的作风，不断转变工作方法，

提升工作能力，不喊口号，不走形式，不务虚功，

诚心诚意为师生办实事，解难事。要肩负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勇于拼搏，甘于奉献，敢于触及矛

盾，善于解决矛盾，做广大师生的当家人、贴心人、

代言人。 

  清廉是根本保障。清廉就是廉洁自律，清正严

明。着力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四风”问题，坚

持以优良的党风正校风、促教风、带学风，引导领

导干部紧紧围绕“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深

入开展党性分析和自我剖析，批评和自我批评，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堂堂正正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在群众中间树立良好形象和提高自

身威信。 

  2.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者为先、以学术为魂

的理念 

  大学之“学”包括学生、学者和学术。有大学

者才有大学术，有大学者才能培养最优秀的学生，

有了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有了学校的未来。因此，以

学生为本、以学者为先、以学术为魂是大学的必然

选择。 

  坚持以学生为本。高校要形成质量就是实力、

质量就是竞争力、质量就是生命力的共识，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牢固树立大质量观，在教学上要

以学生为主体，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自主发展、个性发展；在资源配

置上要以学生为中心，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

将最优质资源配置给学生，走出一条“以特色为引

领、以质量为核心、以创新求发展、以开放促提升”

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坚持学者为先。作为大学学术职务和学术水平

最高的学者，是大学教师队伍中的核心力量，是大

学精神的主要体现者，是大学使命的主要执行者。

坚持学者优先是高校提升学术水平的必要条件、培

养人才的重要保障、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有效途

径。充分尊重学者的“话语权”，充分保障学者的

学术权力，理解学者，包容学者，尊重学者，保证

学者在事业和生活上具有自我存在感、自我实现感

和自我价值感，更好地发挥学者治学治校的积极作

用。 

  坚持以学术为魂。要坚持学术至上，不能以行

政逻辑、利益逻辑僭越学术的逻辑，学术的问题交

由学术去解决，充分体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相

对独立、相互支撑。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实现每

位教师真正心无旁骛地在做学问，无论职务高低、

只论学术有无，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要牢固树立

“广义学术观”，形成学术活动“发现—探索—传

播—实践”的完全路径，构成学术的共同体，提升

学术生产力。要打破学术与管理的壁垒，用学术的

精神、学术的方法、学术的态度作用于管理，推进

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用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反作用于

学术，促进学术发展。 

  3.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和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的根本保证，要不断进行制

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形

成协同整合的长效机制。以制定大学章程为抓手，

从治校理念、办学目标、内部治理结构、管理体制、

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全面构建现代大学制

度体系，着力规范和优化治理结构，依法治校，科

学决策、民主办学，增强学校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深化高校综合改革。改革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发

展的强大动力。高校必须顺应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趋

势，坚持以改革推动发展、提高质量、促进公平、

增强活力的总体思路，瞄准制约学校跨越式发展的

关键节点，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理顺体制机制，科

学发展、创新发展，形成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合力。

要不断突破固有思维定势，不断突破历史惯性藩

篱，以克难的勇气、破题的智慧，寻觅新方法，探

求新路径，更新制度、创新制度，全面营造蓬勃向

上、奋勇争先、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 

  构建科学、合理、高效的内部机制。建立健全

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改革教育教学体系，优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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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建立以激发学生兴趣为基础的个性化人

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紧密衔接的人才培养模式、复

合交叉型人才培养模式和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立健全人事管理体制，

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考

核机制和分配激励机制，形成以岗位为基础、竞争

为核心的人员聘用管理制度，搭建“优胜劣汰、能

上能下”的竞争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制。

推进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革、科技激励机制改革、

科技成果评价制度改革，制定有利于科技创新、有

利于拔尖人才发展、有利于学科建设的考核评价政

策和保障措施，不断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水

平。 

  构建多元、开放、协同的外部机制。建立政府

宏观管理调控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在高校建设

中的导向作用，解决大学对行政权力的制度性依

赖，形成大学的自我责任意识，建立大学的自我约

束机制。建立发挥市场作用的调节机制，使大学能

够根据市场提供的需求变化信号进行调节，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优化社会力量广泛支

持的参与机制，充分发挥校外专家学者、优秀校友、

关系单位的作用，广泛吸纳他们的建议，拓展大学

改革发展的实现路径。建立协同联动的共进机制，

高校要突破“围墙”，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构

建开放协同的发展模式。高校要广泛与政府、企业、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交流，进行资源共享，形成发展

合力，实现互补共进，有力推动高校的创新发展。 

  高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推动内涵式发

展从不同维度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前景。

高校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

制度推动改革，以改革推动发展，以发展增强活力，

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深度融合，真正形成一套行之有效、推之有力

的发展模式，锲而不舍，驰而不息，为实现办人民

满意的大学的目标，为把我国从教育大国建设成教

育强国而阔步前行！（宣传部供稿） 

  【作者：东北大学党委书记】

 

 

 

 

 

 

 

 

 

 

 



| 2014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12 

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内涵 

 张哲 刘海军 张忠英 

 

 

                                                                                             

摘要：让学生在思考问题和日常表达中遵循形式逻

辑的规律，掌握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和充足理

由律；让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掌握对立统一的思

想；让学生拥有平行思维，掌握六顶思考帽的运用，

这三条是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内涵。只有把这个

问题认识清楚了，在实际中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关键词：大学生   思辨  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培

养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

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思

维是和思辨能力相关联的。当前各高校都十分重视

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所有高校都举办诸如辩论

赛、主题讲座这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来提高学生这方

面的能力，有些高校还举办模拟联合国活动、沙盘

模拟活动等。但在如火如荼活动的背后，是诸多的

老师和同学不能全面认识思辨能力内涵这一现状。

有人觉得思辨能力就是类似脑筋急转弯那种能力，

有人认为思辨能力就是与人辩论时让人无言以对

的能力，还有人认为思辨能力就是拥有像福尔摩斯

那样缜密推理的能力。种种看法，不胜枚举。思辨

能力成了一个如果不细究，那谁都知道大概是什么

样子的，倘一深究，谁都说不清楚的概念。而要把

事情干好，先要把事情想好。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如果没有明确的认知，那只能导致实践中的千奇百

怪。因而，深入探究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内涵，

这对于实际工作的开展，大有裨益。 

第一、培养大学生思辨能力就是让学生在思考

问题和日常表达中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形式逻辑

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

论被称为这一学问的核心内容，在东方，名家、墨

子相关的学说也丰富了这一学问的研究。形式逻辑

有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几大规律，

这些规律，属于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范畴。在辩

论赛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对方辩友

在偷换概念”。所谓偷换概念，就是指把同一词语

在不同语境下表达的两个不同意思混淆起来使用，

或者把两个词语等同起来使用，这个都是违反同一

律的。同一律要求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思维的对

象必须保持同一，使用的概念必须保持同一，从同

一方面对同一事物做出的判断必须保持同一。但同

一律并不否认思维的发展变化，它完全是对思维过

程说的，并不要求客观事物保持同一、绝对不变，

它界定的是运动中相对静止的那个状态。在辩论

中，我们还能经常发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吾

盾之坚，物莫能陷”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不

遵循矛盾律的体现。矛盾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

中，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做出两个矛盾的判断，即

不能既肯定它，又否定它，必须前后一贯，不能自

相矛盾。此外，我们在生活中还能遇到这样一些人，

他们说话总是模棱两可，你与之理论时，他会给你

带入诡辩的境地，让你感觉到“人嘴两张皮，咋说

咋有理”，这实际上是不遵循排中律的体现。排中

律要求任一事物在同一时间里具有某属性或不具

有某属性，而没有其他可能。至于充足理由律，指

的是证明论点的论据必须充分，不能随意发表观

点，不可信口开河。充足理由律要求任何一件事物

或者一个陈述如果是真实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

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尽管这些理由常常总是

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以上介绍的是形式逻辑的四

大规律，如果掌握并能遵循这些规律，那么不论是

平时说话，还是与人辩论，或是撰写论文，都能够

实现严谨这一要求。 

第二、培养大学生思辨能力就是让学生具备批

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苏格

拉底，他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所以他

用他的“助产术”，帮助别人澄清他们思考或研究

的目的和他们的意思，区分相干和不相干的信息，

然后检验其可靠性和来源，最后获得知识。这种以

开放的态度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运用批判性思维

的过程。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的目

标之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巴黎，1998 年）发

表的《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

动》，第一条的标题是“教育与培训的使命：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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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性和独立的态度”。第五条“教育方式的革新：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中也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

须教育学生，使其成为具有丰富知识和强烈上进心

的公民。他们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寻找社

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承担社会责任。哈佛大学发展

心理学家佩里将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发展分为三个

阶段：二元化思维阶段、相对主义阶段和承诺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个体认为事物只有两种形态：对或

错、是或非，之外没有其他形态。在第二个阶段，

个体已经意识到知识是不确定的，某种知识只有在

某种特定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效果。在第三个阶段，

个体能够通过分析和评价，得出属于自己的判断和

标准。这一理论告诉我们：批判性思维是个体认知

发展的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对以往思想二

分以后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此可见，批判性思

维的核心是掌握对立统一的观点，即理解和运用以

下思想：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不能分离，共

存于一个统一体内，但双方又不断对抗，此消彼长，

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矛盾是普遍存在

的，但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在同一个矛盾

里面有主要方面和次要矛盾之别。在事物发展过程

当中，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矛盾内部，

决定事物性质的一个方面叫做矛盾的主要方面。这

些思想告诉我们：看问题必须一分为二，看到事物

的两个方面，同时也要抓主流，抓关键，这就是批

判性思维的题中之义。 

第三、培养大学生思辨能力就是让学生拥有平

行思维。在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拥有垂直思维，

这种思维强调深入研究，以思维的逻辑性、严密性

和深刻性见长。其缺点就是很多时候不能跳出问题

看问题，习惯站在某一个视角看问题了，结果就会

忽视其他视角。而平行思维恰恰弥补了垂直思维方

式的不足，其强调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以求对事物

有全面的认识。当人们使用平行思维时，便能够跳

出原有的认知模式和和心理框架，打破思维定势，

通过转换思维角度和方向来重新构建新概念和新

认知。英国学者爱德华·德·博诺发明了六顶思考

帽这一方法来帮助人们训练平行思维。所谓六顶思

考帽，是指使用六种不同颜色的帽子代表六种不同

的思维模式，分别是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绿

色、蓝色。白色表示客观、不带任何情感，红色代

表主观第一时间的情绪，黄色代表肯定与支持，黑

色代表否定与质疑，绿色代表创意和想像，蓝色代

表综合和控制。譬如，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时，首

先可以全面了解这个问题（白帽），其次可以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绿帽），第三可以评估该方案的

优点（黄帽），第四可以评估该方案的缺点（黑帽），

第五对该方案进行直觉判断（红帽），最后综合各

方面情况，做出决策（蓝帽）。经过这个流程，对

问题的认识就会比较全面，这能保证决策的相对正

确。再譬如，当我们遇到一个事物时，首先可以戴

上白色帽子，全面客观深入的认识一下这个事物；

其次可以戴上红色帽子，对这个事物进行直觉判

断，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第三可以戴

上黄色帽子，对这个事物的积极方面进行详细评

估；第四可以戴上黑色帽子，对这个事物的消极方

面进行深入研究；第五可以戴上绿色帽子，为更好

的应对该事物而提出各种举措；第六可以戴上蓝色

帽子，综合之前的各种分析，最后拿出一个相对合

理的应对方案。经过以上六个流程，对这个事物就

有了全面的认识，避免偏激思维和先入为主思维的

出现。（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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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星际奥特历险记”沙盘模拟项目在大学生思辨能力培

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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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星际奥特历险记”沙盘模拟项目教学分享

点与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内涵具有契合点。在带领

大学生体验该沙盘模拟项目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学

生理解思辨能力培养中的重要内涵—平行思维，利

用六顶思考帽训练法而掌握的平行思维能够提高

学生的思辨能力。 

关键词：星际奥特 沙盘模拟项目 大学生 思辨能

力 思辨能力培养 

 

    当前各个高校都高度重视培养大学生的思辨

能力，多数高校尝试开展、引进多种活动载体，为

大学生搭建实践平台，进而提升在校大学生的思辨

能力。近些年，诸如“星际奥特历险记”、“沙漠掘

金”等沙盘模拟项目逐渐走进高校，深受广大教师

和学生的关注和喜爱。沙盘模拟项目原来本是针对

代表先进的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技术—ERP（企业

资源计划系统）设计的角色体验的实验平台，通过

模拟项目，来培养团队精神，全面提升管理能力。

所以要把沙盘真正引入到教育界，则需结合高校教

育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将沙盘进行个性化完善，再

在高校中广泛地推广。但是正当沙盘在高校被运用

的越来越频繁时，诸多教师和学生却不能准确定位

各个沙盘究竟在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扮

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二者间到底有哪些契合点，所

以在全面推广模拟沙盘进高校校园前，弄清这个问

题就显得尤为关键，对于指导今后开展相关工作，

颇为重要。 

第一，“星际奥特历险记”沙盘模拟项目教学

分享点与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 

内涵的契合。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内涵有形式逻

辑四大定律、批判性思维以及平行思维几个方面。

平行思维，其强调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以求对事物

有全面的认识。当人们使用平行思维时，便能够跳

出原有的认知模式和和心理框架，打破思维定势，

通过转换思维角度和方向来重新构建新概念和新

认知。英国学者爱德华·德·博诺发明了六顶思考

帽这一方法来帮助人们训练平行思维。所谓六顶思

考帽，是指使用六种不同颜色的帽子代表六种不同

的思维模式。分别是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绿

色、蓝色。白色表示客观、不带任何情感，红色代

表主观第一时间的情绪，黄色代表肯定与支持，黑

色代表否定与质疑，绿色代表创意和想像，蓝色代

表综合和控制。 “星际奥特历险记”沙盘模拟项

目包括众多分享点，比如：团队沟通、团队竞技与

协作、时间管理、科学决策等等。结合我们要讲解

不同的主题，可以有不同的布课和引导。针对培养

大学生思辨能力这一主题，该套沙盘也恰好有一个

非常契合的分享点，即平行思维的思考工具——六

顶思考帽。这个沙盘可以分成两个环节，第一环节

是各组拿到卡片后汇总信息，确定领取多少物资，

第二环节就是各组为了回到基地而决定每天的行

进方向。第二个环节耗费的时间较多，需要不断的

决定每天是朝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走。可以说，在体

验该沙盘模拟项目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做大量决

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学生普遍存在不知

该如何做决策、做决策不果断、时常分歧很大不能

达成一致等诸多现象。而利用六顶思考帽法而获得

的平行思维，可以帮助大学生提高决策效率，实现

决策科学化。从这一点上来讲，“星际奥特历险记”

沙盘模拟项目的教学分享点和大学生思辨能力的

培养内涵具有契合点，如果希望通过该沙盘模拟项

目提高大学生思辨能力，那就必须将教学重点和分

享点放在全员参与基础上形成决策的过程上。 

第二，“星际奥特历险记”沙盘模拟项目操作

流程。该套沙盘是由北京奥特乐坤沙盘模拟训练中

心研制推广使用的，其中包括场景模拟、角色扮演、

互动体验、团队竞争等多种体验式环节。“星际奥

特历险记”沙盘模拟项目的背景是：所有人乘坐的

“星级奥特号”飞船在太空中遭遇陨石群而受到

严重损害，被迫降落在潘多拉星球上，这是一个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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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充满了危险的裂谷地带的星球，要在指定的

时间内找到通讯基地，所有人的目标是生存下来。 

我们通常将学生按照每七人一分队进行分组，

并确定每个小分队的队长；随后简单介绍项目背

景，将角色卡发给各小分队成员，各个成员自行选

择扮演角色——船长、语言专家、机械师、物理学

家、生物学家、通讯专家、心理治疗专家，角色卡

要求不允许互换，但是可以说给其他成员听，确保

分享信息的过程具有一定的障碍，之后根据使用地

图版本的难易程度给予各小分队十五至二十五分

钟的讨论时间；讨论结束后，各小分队需拿出物资

清单——六天食物、六天水、二十四天氧气、一张

八卦图、一枚指南针、十二枚金币、六枚信号弹，

到沙盘教练处领取物资；而后，各小分队即开始找

寻基地，每三分钟模拟成一天，各小分队都必须指

派不同的队员到沙盘教练处交纳当天全队消耗的

食物和水，同时确定第二天行进方位，直到最后找

到基地止；模拟环节结束后，引导各小分队进行队

内总结；最后沙盘教练对沙盘体验过程中的问题予

以回应并讲解平行思维。在操作中，有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在开头的小组讨论环节务必保证卡片不能

相互交换，只能通过朗读的方式分享信息，这为六

顶思考帽中的白色帽子的引出埋下伏笔；另一个是

必须在组内全员参与下决定每天往哪个方向行进，

这样就容易出现七嘴八舌、迟迟难以做出决定的局

面，这就为按序使用六顶思考帽埋下了伏笔。 

第三，“星际奥特历险记”沙盘模拟项目在大

学生思辨能力培养上的具体表现。在起初的讨论阶

段，小分队每个角色都掌握着一定的信息和资源，

角色间信息和资源既有交集又有差异，信息量相对

较大，只有列全所有的物资、掌握所有信息（水、

食物、金币、指南针、信号弹、地图、地磁变化规

律、星球上威纳人和塔利人的出入规律）他们才有

可能找到基地，短时间内能否全面的收集好信息、

整理好资源就是在训练大学生们在遇到新问题时

首先要客观、全面的搞清状况、理出头绪，这个环

节所有人都要带上白帽子去思考问题，白帽子，即

要全面了解问题。事实上，在操作过程中，很多小

组内开始的信息分享都不充分，有时就会出现到了

树林不知道可以补水，到了沙地不知道问路的局

面，针对这一现象，后来老师讲解的过程中，就很

容易将“在做一件事情前，一定先要戴上白帽子全

面客观了解信息”这个观点传授给学生。 

当每天都要派出不同角色确定第二天行进方

向时，我们总是看到大学生们很难迅速做出判断，

小分队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人说东方有树林可

以补充水分，有的人建议往南走很可能遇到 U矿可

以领取食物，有的人提议朝西前进，遇到好心的威

纳人就能掌握基地的相关信息，有的人说我也不知

道怎么走，咱们凭感觉向北吧，还有的人建议一定

不要向北，因为那里有裂谷很危险。这个环节，能

够训练大学生在思考、决策时，不断反复练习使用

六顶思考帽。比如，某一小分队严重缺水，有人提

出向东走，一般情况下，大家会情绪性的第一时间

说出“行”或者“不行”，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各

持己见，就自己的观点给出相应的理由，进而争吵

不休。但六顶思考帽训练法告诉我们，除了戴上红

帽子给出第一时间的判断，更要戴上黄色帽子和黑

色帽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估该提议，最后，戴上

蓝帽子给出最终决定。如果感觉这个方案不如意，

大家可以戴上绿帽子，各抒己见，再拿出其他方案，

然后按照上面的流程，确定最终的方案。这样，就

能提高决策的效率。沙盘如此，日常生活同样如此，

人们总会发现准确地做出抉择其实并不容易。那正

确的流程是什么的呢？就是我们需要充分厘清情

况后（白帽子），提出决策方案（绿帽子），直观判

断其优劣（红帽子）、理性分析其优势（黄帽子）、

客观预测其困难（黑帽子），最终结合以上所有分

析做出合理的调整，形成执行方案（蓝帽子）。经

过这个流程，对问题的认识就会比较全面，这能保

证决策的相对正确。（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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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就业市场建设的策略研究 

———以东北大学为例 

 张皓 张小诗┃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14年第八期》 

 

 

                                                                                            

摘要：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就业市场的建设是提

升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也是实现大学

毕业生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必然要求。基于市场营

销学的相关理论，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就业市场

的建设、要突显人才培养特色、突显学生为本的要

义、突显大学的国家责任，注重差异化竞争战略和

整体性实施策略。高水平大学要充分考虑影响高端

就业市场定位的诸多要素，有针对性地进行毕业生

就业市场建设，大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毕业

生高质量就业。 
关键词：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就业市场 

当前就业已经成为国家和全社会高度关注的

问题，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

量的就业”，这一话题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就

业问题在此阶段发展形势下的迫切及紧要性。教育

部在“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首次提

出“高水平大学”概念，即著名的“９８５工程”。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明确指出，高水平大学应坚定不

移地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更好

地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斯坦福大学校长约

翰·汉尼斯曾对“卓越”大学列出５个指标，即教

职员工的生产率，包括引文和出版物的情况、研究

的影响、奖项和同行的评估、学生质量以及教学质

量
［１］
。笔者认为，学生质量最终反映的是学生的就

业满意度、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以及高水平大学的

社会贡献度，在狭义的层面，可以理解为学生的就

业质量。 
就业市场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和用人单位

选聘人才的场所。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需

要有高质量的就业市场与之相匹配，这种就业市场

不仅仅要满足于为学生提供“找工作”的机会，更

要切实关注其与大学的学校特色、人才培养理念、

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专业特色的高度契合，体现“高

端”的特征，在实践中不断形成能够满足“优秀毕

业生高端择业、全体毕业生满意就业、特殊群体毕

业生不轻易待业”需求的就业市场，从而促进不同

层次的学生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就业。

这不仅影响高水平大学的跃升发展与社会声誉，而

且与学生的专业发展与生涯发展息息相关；不仅是

社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而且是促进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的具体要求。 
一、我国高水平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建

设的现状与困惑 
（一）目标市场饱和度高，市场定位缺乏特色 
就工科专业来说，现阶段的工科专业基本上全

面覆盖了各大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特别是计算

机、自动化、机械等专业。由于当前整体需求不足、

同质同类专业的大量重复设置，就业市场饱和度偏

高，同类“产品”竞争异常激烈。部分高校虽然品

牌认可度比较高，但是并未清楚地认识到专业人才

培养的优势和市场占有率，并未充分发掘本校工科

专业独特的就业市场。有些高校虽然意识到专业高

端就业市场的重要性，但由于用人单位与学生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社会需求与学生期望之间的偏差、

高端企业人才需求壁垒高等，造成了学生“就业

难”、单位“招聘难”、学校“推荐难”的并存现象。

以东北大学信息学科为例，毕业生整体就业形势良

好，因此毕业生期望值较高。然而在用人单位招聘

高峰期，许多学生对用人单位过分挑剔，造成“错

峰”现象，从而错过许多良好的就业机会。 
（二）市场策略碎片化，缺乏整体规划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高校人才培养的过程类似

于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如果把学生比喻为生产出

的商品，且不考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企业生产

出来的产品在性质上的不同，那么高校就业市场的

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企业的市场工作有极大的

相通之处。一般来说，企业的市场工作不仅涉及产

品定位、市场开发、品牌塑造，更要注重销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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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和营销策略的有效性等。而目前高校就业

市场工作虽然涵盖了就业信息处理发布、就业服

务、就业基地建立等诸多方面，但仍在很大程度上

缺乏“整体规划”和“整合营销”。相对于不同群

体、不同层次的毕业生的多元化需求，就业市场策

略并没有充分体现出层次性、针对性，这也正是当

前很多高水平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存在的问

题。 
（三）人才培养质量反馈不畅，反馈效果不明

显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反馈机制应以社会需求为

导向，着眼于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从而促进学

生充分合理就业。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一

些制约反馈效果的瓶颈问题：如人才培养反馈主体

过于单一，未引进第三方机构，专业性较弱；人才

培养反馈的内容不够全面，目前多数高校仅据毕业

生的就业率和待就业率调整人才培养计划；意识不

强，或反馈信息不及时、内容单一，或人才培养其

他环节参与缺失，或反馈信息无法有效应用，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相脱节，

从而造成了“高端进校，但人才甚少”和“高端逐

渐离校”的恶性循环。 
二、高水平大学本科毕业生高端就业市

场建设的价值取向 
（一）突显人才培养特色 
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来看，市场定位应与企业

及产品的目标定位相一致。而高校就业市场的定位

是由人才培养的定位决定的。高水平大学工科专业

高端就业市场定位则是指高水平大学根据自身办

学定位、人才培养特色，以及目前其他高校工科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针对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标

准，培养具有较强就业竞争力的优秀毕业生，并将

这些信息有效地传递给用人单位，从而使本校毕业

生在就业市场上占据相应的位置。现实中的一些成

功案例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如东北大学的人才培养

目标为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

依托“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建设，改善

学科专业结构与布局，建立多学科协调发展格局。

在巩固冶金、矿业等传统优势学科同时，大力发展

自动化、计算机等新兴学科和生物医学工程等交叉

学科，为采矿冶金、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航

天等国家主流行业及重点领域输送科技精英。近五

年来，到上述领域就业的毕业生人数比例从４

６．３％提升到５９．４％，在实现学生高质量就

业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精英。
［２］ 

（二）突显学生为本的要义 
从顾客满意的角度，满意感来自于期望需求与

实际感知的统一。
［３］
高水平大学高端就业市场建设

不仅要体现就业市场本身规模与质量的并举，从过

多地关注学生的现实转变到关注他们的可能性发

展，关注并满足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和专业

发展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水平大学毕业生

高端就业市场将逐渐呈现“个性化定制”的特征，

以促进学生明确职业发展的目标，培养自己的能力

优势区，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能力储

备。如东北大学定期开展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调查、

在校学生就业意向调查等，每年邀请业内知名企业

的高管、行业分析、人力资源专家等进校开展１０

场重点行业分析报告，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未来

发展方向。 
（三）突显大学的国家责任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是高校建立的专门供大

学生求职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

的劳动力市场。高校的非营利性单位属性使之并不

具备完全市场主体的地位，这就决定了高校在市场

供求关系波动的情况下，不能随意变动其供应量而

时常处于被动的境地
［４］
。在这种具有特殊情况的条

件下，作为人才本身（商品本身）的毕业生就由被

交易对象变成了与需求方（用人单位）直接对面的

交易者———供应方，在就业市场的交易过程中，

具有职业选择、职业评价的主体性地位。但是，大

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高水平大学更应以培养

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贡献才智的高素质、高

水平人才为其所承担的国家责任。因此，高水平大

学高端就业市场还应承担对于大学生就业流向的

引导功能，为毕业生搭建到国家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的广阔市场平台。 
（四）注重差异化市场战略 
差异化战略的重点是赋予产品与服务被业内

和顾客认可的独特的功能与价值，以使其产品、服

务与形象等明显区别于竞争对手，从而获得竞争优

势。因此，对于高水平大学来说，差异化的就业市

场战略一方面意味着占据目标市场中其他高校不

易进入的部分，另一方面意味着学生核心竞争力和

职业胜任力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同时还包括差异化

的市场导向的人才培养及就业服务模式。这种差异

化的就业市场战略基于对经济发展、技术发展、高

等教育发展走势的预判，其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人

才培养质量的差异化。 
（五）注重整体性实施策略 
就业工作是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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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可以说，就业工作与人才培养工作是要

素和系统的关系。就业质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

量，而人才培养质量也制约着就业质量的高低。经

济形势、社会需求等外部环境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

响，将通过就业工作传递到招生、教学等人才培养

的各个环节要素，而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是这些影

响最直接的呈现载体。因此，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

端就业市场建设也应遵循整体性推进的原则，要关

注多维度匹配的关系，即数量与质量的匹配、高端

市场与高质量人才的匹配、高端市场与高水平服务

的匹配等。 
三、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就业市场定

位的影响因素 
把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合适的岗位上，满足国家

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需求，是高水平大学毕业生

高端就业市场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影响高端就业市

场建设的因素有很多，如学校定位、学生期望、学

术认可、外部环境等。在分析过程中，这些影响因

素将作为模糊综合市场定位方法的评判指标。近年

来，东北大学在科学规划整体就业市场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以工科专业高端就业市场为切入点的高

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就业市场体系研究，对工科专

业就业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并通过毕业生择业满意

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满意度、毕业校友就业

满意度等调查分析，结合高校专业教师的评价结

果，进行就业市场细分，确定高端就业市场的范畴，

从而进行准确的高端就业市场定位。根据对专业教

师评价、用人单位评价、学生期望、家庭期望等市

场定位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

包含４个层次、２２个评判指标的评判体系（见图

１）。 

 

层次分析法是一个多层次分析结构模型，求得

每一个具体的权重进而解决多目标决策的一种方

法
［５］
。这种方法将复杂问题的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

相结合，把复杂的问题按照层次关系分解为不同的

分目标、子目标等，并结合目标间的相互关系影响

及隶属关系将目标按不同的层次聚集组合，从而形

成一个多元层次结构模型。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将

高水平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和它所

处的环境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测定和评估整

体中各个影响因素对系统的影响，进行分层次解

析，并充分考虑到外部环境对于各影响因子权重赋

值的影响，综合我们所需的结果。 
四、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就业市场建

设的具体策略 
（一）以推进产学研合作项目为依托 
经过不断地发展、完善，产学研合作已经成为

东北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同时，也成

为高端就业市场建设的重要途径。学校先后依托国

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训练中心等建设了

２０个“大学生创新基地”，并与罗克韦尔自动化

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联合成

立了实验室，学生可直接进入实验室参与指导教师

承接的重点企业科研项目，不仅为人才培养提供了

优质的硬件资源平台，而且增进了企业与学生之间

的相互了解，实现了人才资源配置的双赢。同时，

学校还充分发挥学院党团组织、研究所及专业教师

的作用，鼓励专业教师利用科研合作、学术交流的

机会，大力挖掘高端就业市场，与业内知名企业和

科研院所建立良好的关系。 
（二）以开展实习实践活动为载体 
高校就业市场的首要核心功能就是沟通就业

信息，实习实践往往是学生获取职业和就业信息最

准确的途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美国

政府曾专门出资鼓励高校学生参加职业实习。北美

高校实行的短学期制（每学期约１６周）也为学生

利用暑期开展职业实习创造了条件［６］。目前，

东北大学以“就业践行计划”为载体，将就业实践

提前至大二、大三年级，使在校学生提早进入职业

选择和就业准备的状态，逐渐实现就业实践活动的

日常化、规范化。同时，着力开发就业实践基地，

丰富就业实践内容，与多家大型知名企业联合建立

实习实践和课外活动基地，每年有５０００余名学

生参与到工程实习、企业参观考察、实习生项目等

就业实习实践活动中。此外，依托省政府项目，建

立辽宁省大学生就业实训示范基地，在５个工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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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按照３２个岗位方向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为学生

直接参与生产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三）以实施提前选拔和订制培养为途径 
促进劳动关系达成是高校就业市场的另一核

心功能。而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就业市场应通过

提前选拔和订制培养等形式实现“劳动关系达成”

的提早实现。提前选拔和订制培养模式，是指企业

对大三年级学生通过教育培训、现场实习、考核跟

踪等，使他们全面了解企业情况，提前确定“准员

工”人选，以满足首钢各钢铁基地对紧缺专业人才

的需求，提高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比如，为了培养

学生实际动手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全面

了解企业概况，适应企业文化，提前进入企业“准

员工”角色，首钢与东大商定联合设立“首钢就业

人才奖”，经“双向选择”，提前选拔紧缺专业优秀

的三年级本科生“进企业”、“进生产一线”进行实

训锻炼和生产实习，择优录取与企业岗位要求相适

应、与企业文化相契合的优秀毕业生。此外，东北

大学还与宝钢建立了“３＋１＋１”的订制培养模

式，与济钢建立了“４＋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与苏州工业园区等用人单位组织面向大三年级学

生的暑期就业实习招聘活动等，通过深度就业合

作，不断为学生开辟高端就业渠道。 
（四）以提升学生核心竞争力为根本 
高端的就业市场一定有高端的人才需求标准。

因此，要以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为根本，才能为

高端就业市场输送更多的合格人才。东北大学着眼

于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为导向，在课程设置和教学

安排上更加注重对学生专业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

创业能力的培养。比如，除完成全校统一的教学计

划，各专业根据情况可自主增加２００学时与专业

发展相关的教学内容，以强化专业教育的实用性。

推行“１＋１”预警式教学模式，即本专业学习＋

某单项技能学习，促进学生专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让高年级学生进入教师的科研课题组，参加教师的

科研活动，加强工程实践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

同时，提升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在总学分里单独

设立创新创业类课程学分。东北大学将学生生涯发

展指导工作作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阵地，

初步建立起分年级生涯发展指导体系，秉承引领、

启发、实践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制定生涯发展领航

计划和生涯发展助力计划，探索“课程、活动、咨

询”三大指导平台，构建普遍、分类与个性化指导

相结合的模式，使学生具备了“在平凡岗位上创造

非凡，在大舞台上成就大事业，与祖国和时代共进

步”的视野、志向与能力，为不同学生提供了全面

的就业信息和广阔的就业平台。 
（五）以加强人才培养质量反馈为促进 
在找准定位的基础上，建设本校学生高端就业

的品牌，加强人才培养质量反馈，充分体现了高水

平大学高端就业市场建设的“整体观念”。高校人

才培养质量反馈机制将就业工作内外环境结合起

来，不但重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而且重视

在校学生、辅导员、专业教师以及社会的反馈，是

由反馈信息源（毕业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

信息反馈机构（政府、学校及第三方评价机构）和

反馈信息接收点（学校人才培养各环节的职能部门

及其实施者）组成的多元回路系统
［７］
。如东北大学

在不断探索实践中，建立了就业和招生、人才培养

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强对就业市场的研

究，及时把握人才供需信息。学校每年收集一次用

人单位及毕业生对人才培养的意见，每四年开展一

次社会人才供需分析及我校毕业生质量分析。二是

畅通人才培养质量反馈渠道，通过就业工作会议或

部门联席会议、就业状况调查报告、专题汇报等形

式，向教学改革、学科建设、招生计划等人才培养

环节及时反馈行业发展状况、专业人才需求、毕业

生质量与发展情况等信息。如变社会急需的采矿、

选矿专业隔年招生为每年招生，并适当扩大规模；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在“环境工程”专业课程设置中

增加“给排水工程”方面的授课内容。（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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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３］刘慧．基于ＰＬＳ－ＳＥＭ的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满意度测评研究［Ｍ］．镇江：江苏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９－６５． 
［４］丁翠玲．交易成本视角下大学生就业市

场建设研究［Ｊ］．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９）：

１５０－１５２． 
［５］夏星．大学生就业市场优化研究［Ｄ］．武

汉：武汉理工大学，２００９：２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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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2014 年度人文选修课列表 

 

东北大学 2014 年春季人文选修课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1 世界美术史及欣赏 32 2 郑茂 讲师 149

2 版画艺术及欣赏 32 2 张璐璐 讲师 150

3 交响音乐欣赏 32 2 张丽娜 副教授 89

4 舞蹈（特招） 128 8 耿宇飞 助教 30

5 外国音乐史及欣赏 32 2 彭永启 教授 90

6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陈秉义 教授 90

7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原媛 讲师 77

8 爵士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曹洋 教授 91

9 合唱艺术（特招） 128 8 程明秦 国家一级指挥 30

10 书法 32 2 朱利 教授 150

11 中国画山水花鸟画临摹 32 2 郑宗秀 副教授 40

12 体育舞蹈 2（特招）（1班） 128 8 张士文 副教授 30

13 体育舞蹈 2（特招）（2班） 128 8 张士文 副教授 30

14 首饰艺术 32 2 朱恩静 讲师 150

15 宝石鉴赏 32 2 关子川 高级工程师 151

16 民族音乐赏析 32 2 李放 讲师 90

17 体育舞蹈[1]（1 班） 32 2 梁青 副教授 30

18 体育舞蹈[1]（2 班） 32 2 梁青 副教授 30

19 大学语文 32 2 张红星 教授 83

20 文学名著欣赏 32 2 杨蕾 讲师 119

21 散文欣赏与写作 32 2 孙洪海 主编 155

22 世界建筑及欣赏 32 2 刘晓红 副教授 158

23 民间工艺欣赏 32 2 王顺 副教授 146

24 流行歌曲赏析 32 2 胡杰 副教授 90

25 油画名作欣赏 32 2 史万兵 教授 152

26 中国绳结艺术 32 2 高丽南 民间艺人 40

27 漫画入门 32 2 杨建春 副研究员 100

28 话剧表演（特招） 128 8 刘若云 国家一级导演 30

29 国学基础 32 2 毕宝魁 教授 150

30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 32 2 周淼 讲师 30

31 健康街舞（特招） 128 8 高大鲲 讲师 30

32 流行街舞（特招） 128 8 高大鲲 讲师 30

33 FLASH 动画设计及制作 32 2 高路 讲师 121

34 大学音乐鉴赏 32 2 杨馥嫚 助教 90

35 影视艺术的审美文化 32 2 霍楷 讲师 150

36 集邮艺术欣赏 32 2 王彩云 副教授 151

37 钢琴演奏基础 32 2 黄岑 副教授 21

38 摄影的技术美与艺术美 32 2 霍楷 讲师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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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39 中外文学名著赏析 32 2 韩天佳 副教授 120

40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特招） 64 4 王峰 讲师 40

41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特招） 64 4 周淼 讲师 40

42 钢琴名著欣赏 32 2 黄岑 副教授 120

43 歌曲伴奏 32 2 陈光 讲师 20

44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 32 2 王峰 讲师 40

45 世界陶瓷工艺研究与艺术赏析 32 2 王峰 讲师 200

46 中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2 韩天佳 副教授 191

47 外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2 韩天佳 副教授 200

48 宋代文艺作品赏析 32 2 汤常鸣 讲师 116

49 京剧入门与鉴赏 32 2 李晨 讲师 117

50 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 32 2 张杨 讲师 200

51 国画赏析 32 2 许身玉 副教授 76

52 数码摄影及欣赏 32 2 于丹 讲师 120

53 中国民族管弦乐赏析 32 2 吴宪 国家一级指挥 92

54 书法（特招） 96 6 朱利 教授 30

55 舞蹈鉴赏 32 2 毕丹 讲师 90

56 戏剧影视鉴赏 32 2 张红星 教授 142

57 民族舞基础 32 2 石天 助教 30

58 视觉传播中的媒介素养 32 2 杨薇薇 讲师 200

59 体育舞蹈（男生班） 32 2 梁青 副教授 28

60 体育舞蹈（女生班） 32 2 梁青 副教授 30

61 计算机 DIY 与维护 32 2 焦明海 副教授 60

62 数学建模与实验 1 32 2 宋叔尼 教授 32

63 综合电子技术实验 32 2 李大宇 讲师 84

64 程序设计技术 32 2 赵长宽 讲师 55

65 数码照片 Photoshop 处理技术 32 2 李封;李婕 讲师 120

66 便携电子产品应用设计 32 2 徐彬;张昱 讲师 58

67 大学生程序设计编程基础 32 2 刘小锋 助理工程师 120

68 premiere 视频编辑与特效制作 32 2 薛丽芳;李凤云 讲师 120

69 批判性思维 32 2 赵兴宏;赵亮 教授 118

70 创业基础理论 32 2 王刚;黄晓颖;等 高级工程师 113

71 机器人创新设计 32 2 丛德宏;王刚 副教授 83

72 现代管理方法（一） 32 2 钟磊钢 副教授 55

73 易学与中国管理艺术 32 2 孙新波 副教授 150

74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张红星 教授 149

75 社会心理学 32 2 葛桂荣 教授 144

76 普通心理学 32 2 葛桂荣 教授 150

77 健康心理学 32 2 黄津芳;卢乐萍 主任医师 160

78 羽毛球（1班） 32 2 张锐锋 教授 29

79 羽毛球（2班） 32 2 张锐锋 教授 30

80 乒乓球 1 32 2 程明 副教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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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81 乒乓球 2 32 2 程明 副教授 30

82 网球 32 2 姜晓宏 副教授 21

83 拳击 32 2 逄锐 助教 30

84 咖啡品鉴与制作 32 2 张东康 助教 60

85 企业文化与商业伦理 32 2 王宝森 副教授 120

86 健身瑜伽 32 2 程丽华 副教授 30

87 日本文化特别讲座 32 2 顾宁 讲师 200

88 体育礼仪-啦啦操（特招） 128 8 丑丽萍;李迪 副教授 30

89 礼仪健身舞蹈（特招） 128 8 杨波 副教授 30

90 大众健美操 32 2 杨波 副教授 29

91 舞狮(特招) 128 8 姚连涛 副教授 30

92 涉外交往与异国风情 32 2 李正鸿 副教授 200

93 波兰语 32 2 Adam 外教 118

94 游泳 1（男生班） 32 2 王震 助教 30

95 游泳 2（男生班） 32 2 王震 助教 31

96 游泳 3（男生班） 32 2 解欣 讲师 30

97 游泳 4（男生班） 32 2 解欣 讲师 30

98 游泳 5（女生班） 32 2 李一良 助教 30

99 游泳 6（女生班） 32 2 李一良 助教 31

100 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 32 2 郑兴燕 助教 78

101 中国传统太极拳 32 2 刘和臣 副教授 30

102 定向运动 32 2 贾海波 讲师 30

103 游泳 7(初级班) 32 2 丑丽萍 教授 30

104 游泳 8(初级班) 32 2 丑丽萍 教授 31

105 管理心理学 32 2 王宝森 副教授 149

106 创造性思维与技能 32 2 罗玲玲;吴俊杰 教授 120

107 橄榄球 32 2 任可 讲师 30

108 英美报刊文章选读 32 2 David 外教 30

109 企业哲学 32 2 胡振亚 讲师 114

110 技巧啦啦操（特招） 128 8 丑丽萍 教授 30

111 奥运赏析 32 2 孙玉宁 讲师 30

112 足球裁判法 32 2 金刚 讲师 30

113 英语演讲（基础班） 32 2 高志英 副教授 21

114 日本简史 32 2 王秋菊;孔宁 教授 56

115 瑜珈舞蹈 32 2 程丽华 副教授 29

116 大学生能力拓展指导 32 2 林楠;刘海军;等 讲师 44

117 英语口译入门 32 2 王婷 讲师 29

118 时尚健身课 32 2 杨波 副教授 30

119 大学生“行动力”的培养 32 2 王帅;林楠;等 讲师 32

120 校园生活心理学(二) 32 2 陈阳;程美华 讲师 118

121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身养性 32 2 马天威;韩磊;等 副教授 55

122 职业发展指导 32 2 王辉;齐丽;等 教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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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123 大学生团体心理训练 32 2 陈阳 讲师 30

124 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 32 2 韩丰琨;闫研;等 讲师 34

125 商务礼仪 32 2 关洋;陈晨;等 助教 122

126 “大视野”素质提升系列讲座 32 2 丁义浩;李晨 副编审 50

 

东北大学 2014 年秋季人文选修课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1 世界美术史及欣赏 32 2 郑茂 讲师 83

2 戏曲鉴赏 32 2 李晨 讲师 15

3 版画艺术及欣赏 32 2 张璐璐 讲师 68

4 交响音乐欣赏 32 2 张丽娜 副教授 78

5 舞蹈(特招) 128 8 耿宇飞 助教 30

6 外国音乐史及欣赏 32 2 彭永启 教授 68

7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陈秉义 教授 29

8 中国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原媛 讲师 85

9 爵士音乐简史及欣赏 32 2 曹洋 教授 67

10 合唱艺术(特招) 128 8 程明秦 国家一级指挥 30

11 书法 32 2 朱利 教授 143

12 中国画山水花鸟画临摹 32 2 郑宗秀 副教授 37

13 体育舞蹈 2(特招)（1 班） 128 8 张士文 副教授 30

14 体育舞蹈 2(特招)（2 班） 128 8 张士文 副教授 30

15 首饰艺术 32 2 朱恩静 讲师 125

16 宝石鉴赏 32 2 关子川 高级工程师 152

17 当代影视评论 32 2 顾宁 讲师 122

18 民族音乐赏析 32 2 李放 讲师 30

19 文学名著欣赏 32 2 杨蕾 讲师 200

20 世界建筑及欣赏 32 2 刘晓红 副教授 147

21 西方钢琴艺术史 32 2 张杨 讲师 50

22 民间工艺欣赏 32 2 王顺 副教授 144

23 世界文学母题故事鉴赏 32 2 张璐 助教 64

24 流行歌曲赏析 32 2 胡杰 副教授 88

25 中国绳结艺术 32 2 高丽南 民间艺人 40

26 漫画入门 32 2 杨小舟 讲师 100

27 话剧表演(特招) 128 8 刘若云 国家一级导演 30

28 国学基础 32 2 毕宝魁 教授 150

29 健康街舞(特招) 128 8 高大鲲 讲师 30

30 流行街舞(特招) 128 8 高大鲲 讲师 30

31 大学音乐鉴赏 32 2 魏艳;杨馥嫚 教授 42

32 影视艺术的审美文化 32 2 霍楷 讲师 171

33 集邮艺术欣赏 32 2 王彩云 副教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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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34 影视艺术概论 32 2 汤常鸣 讲师 73

35 钢琴演奏基础 32 2 黄岑 副教授 21

36 摄影的技术美与艺术美 32 2 霍楷 讲师 142

37 陶瓷艺术欣赏与创作(特招） 64 4 王峰 讲师 40

38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特招） 64 4 周淼 讲师 34

39 钢琴名著欣赏 32 2 黄岑 副教授 24

40 歌曲伴奏 32 2 陈光 讲师 18

41 中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2 韩天佳 副教授 120

42 外国文学名著赏析 32 2 韩天佳 副教授 21

43 宋代文艺作品赏析 32 2 汤常鸣 讲师 23

44 艺术导论 32 2 张红星 教授 27

45 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 32 2 张杨 讲师 116

46 美术鉴赏 32 2 许身玉 副教授 29

47 数码摄影及欣赏 32 2 于丹 讲师 88

48 中国民族管弦乐赏析 32 2 吴宪 国家一级指挥 24

49 书法(特招) 96 6 朱利 教授 30

50 舞蹈鉴赏 32 2 毕丹 讲师 16

51 戏剧影视鉴赏 32 2 张红星 教授 20

52 民族舞基础 32 2 石天 助教 19

53 体育舞蹈(男生班) 32 2 梁青 副教授 15

54 体育舞蹈(女生班) 32 2 梁青 副教授 29

55 计算机 DIY 与维护 32 2 焦明海 副教授 60

56 竞赛机器人设计与制作 32 2 丛德宏 副教授 44

57 大学生智能车设计基础 32 2 闻时光 讲师 33

58 综合电子技术实验 32 2 李大宇 讲师 9

59 程序设计技术 32 2 赵长宽 讲师 36

60 数码照片 Photoshop 处理技术 32 2 李封;李婕 讲师 120

61 便携电子产品应用设计 32 2 徐彬;张昱 讲师 22

62 大学生程序设计编程基础 32 2 刘小锋 助理工程师 118

63 premiere 视频编辑与特效制作 32 2 薛丽芳;李凤云 讲师 123

64 批判性思维（1班） 32 2 赵兴宏;赵亮 教授 75

65 批判性思维（2班） 32 2 赵兴宏;赵亮 教授 62

66 创业设计与实践 32 2 王刚;朱翠兰;等 高级工程师 21

67 现代管理方法(一) 32 2 钟磊钢 副教授 11

68 易学与中国管理艺术 32 2 孙新波 副教授 63

69 博弈论-策略的艺术（1班） 32 2 张川 副教授 170

70 博弈论-策略的艺术（2班） 32 2 张川 副教授 110

71 大学生法律维权 32 2 李小禾 助教 36

72 波兰语(初级班)（1 班） 32 2 Adam 外教 31

73 波兰语(初级班)（2 班） 32 2 Adam 外教 25

74 网球(基础班) 32 2 姜晓宏 副教授 20

75 网球(提高班） 32 2 姜晓宏 副教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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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选修人数

76 羽毛球（1班） 32 2 张锐锋 教授 30

77 羽毛球（2班） 32 2 张锐锋 教授 30

78 乒乓球 1 32 2 程明 副教授 29

79 拳击 32 2 逄锐 助教 30

80 咖啡品鉴与制作 32 2 张东康 助教 60

81 企业文化与商业伦理 32 2 王宝森 副教授 17

82 健身瑜伽 32 2 程丽华 副教授 27

83 体育礼仪-啦啦操(特招） 128 8 丑丽萍;李迪 副教授 30

84 礼仪健身舞蹈(特招) 128 8 杨波 副教授 30

85 大众健美操 32 2 杨波 副教授 19

86 舞狮(特招) 128 8 姚连涛 副教授 30

87 游泳 1(男生班) 32 2 解欣 讲师 30

88 游泳 2(男生班) 32 2 解欣 讲师 30

89 游泳 3(男生班) 32 2 王震 助教 30

90 游泳 4(男生班) 32 2 王震 助教 31

91 游泳 5(女生班) 32 2 李一良 助教 25

92 游泳 6(女生班) 32 2 李一良 助教 21

93 中国传统太极拳 32 2 刘和臣 副教授 32

94 定向运动 32 2 贾海波 讲师 16

95 游泳 7(初级班) 32 2 丑丽萍 副教授 31

96 游泳 8(初级班) 32 2 丑丽萍 副教授 30

97 管理心理学 32 2 王宝森 副教授 81

98 数学建模与实验 32 2 宋叔尼 教授 116

99 中日文化比较 32 2 王秋菊;沈峰满 教授 54

100 英美报刊文章选读 32 2 David 外教 20

101 企业哲学 32 2 胡振亚 讲师 36

102 技巧啦啦操(特招) 128 8 丑丽萍 副教授 30

103 足球裁判法 32 2 金刚 讲师 51

104 英语演讲(基础班） 32 2 高志英 副教授 11

105 英语演讲(提高班） 32 2 刘红 讲师 9

106 瑜珈舞蹈 32 2 程丽华 副教授 12

107 大学生能力拓展指导 32 2 李世鹏;张忠英;等 讲师 43

108 时尚健身课 32 2 杨波 副教授 10

109 校园生活心理学(一) 32 2 张哲;武琳;等 讲师 63

110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 32 2 赵丽娜;金英 讲师 14

111 “大视野”素质提升系列讲座 32 2 丁义浩;李晨 副编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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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人文选修课程介绍 

 

美术鉴赏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美术鉴赏 

课程编号：300000090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许身玉，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硕士，现为东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其作品多次获奖，2004

年，作品《粉墨人生——后台》获辽宁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2005 年，作品《向日葵》获首届

辽宁女画家作品展优秀奖；2007 年，作品《粉墨人生》获“首届中国教师艺术作品年度奖”优

秀奖，作品《高原记忆》获“第三届全国艺术院校校长高峰论坛高校教师美术作品展”一等奖；

2008 年，作品《和谐家园》获“情系奥运·当代中国花鸟画大展”暨“第十四届当代中国花鸟

画邀请展”创作奖；2011 年，作品《水墨人物系列·3》获“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优秀美术

作品展”优秀作品奖，作品《水清莲馨图》在科教系统纪念建党 90 周年廉政文化作品创作和

参展活动中被评为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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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张道一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2 月第二版 

参考书目：《艺术发展史》/贡布里希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4版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 3版 

《中国美术简史》/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 2版 

《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列国外美术史教研室/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1版 

课程简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系统地了解美术涵盖的范畴、美术的分类、指导学生进行美术欣

赏。通过鉴赏美术作品、学习美术理论、参加美术活动等教学实践，使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

文化；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

力，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课程内容包括：美术的起源、传统美术概论及名作鉴赏、美术创

作-媒介鉴赏、美术创作-线条鉴赏、美术创作-色彩鉴赏、美术创作-形式鉴赏、美术创作-肌

理鉴赏、美术创作-意境鉴赏、当代美术概论及名作鉴赏、美术的发展。 
教学说明：本课程课内外学时数比例：1：1；要求学生利用 30 学时阅读中外美术发展相关书籍，可根据

自己兴趣，实践有关领域，参加博物馆美术活动。针对课堂不同内容安排四次实践训练：包括

作品分析、作品临摹、作品创意、传媒作品创意。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课内教学贯彻讲、练结合，培养学生运用自己的视觉感知与已有的生活经验、审美知识

等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判断的欣赏与鉴别的过程，使鉴赏者获得审美享

受、提高审美能力、陶冶情操、理解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的特殊的精神活动，也是鉴赏者对美

术作品再创作的过程。课外的自学内容同时加强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思维能力、科学的观察方

法以及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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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鉴赏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舞蹈鉴赏 

课程编号：300000095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毕丹，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文学硕士，现任沈阳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应用舞蹈教育系主任，讲

师，文化部舞蹈考级中心考官。毕丹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研究，曾获国际级科研奖项

一项，国家级教学奖项二项。由其主持并策划的《关东风情》、《晓风之舞》、《天堂的菜单》、《老

师，您辛苦了！》、《青憧岁月》和《启航》等大型舞蹈专场晚会获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在第

十二届运动会开幕式中，担任舞蹈编导工作。培养出的学生多次在国际和国家级比赛中取得佳

绩，本人多次荣获“璀璨中国”全国青少年优秀艺术人才电视选拔大赛“优秀教师”称号，2009

年 8 月，获文化部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九届桃李杯舞蹈比赛“特殊贡献奖。 

课程学时：32 学时 

课程学分：2学分 

上课对象：全校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开课模式：任选课 

选用教材：《舞蹈欣赏》 金秋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月出版 
参考书目：1.欧建平著《欧洲舞蹈鉴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1月出版。 

2.金秋著《舞蹈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月出版。 
课程简介：《舞蹈欣赏》课内容主要包括：舞蹈的起源、舞蹈的种类、舞蹈艺术创作、舞蹈艺术表演、舞

蹈内容与形式之美、经典舞蹈作品赏析等。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舞蹈的

发展脉络，能够对中、西方舞蹈文化产生继续学习的兴趣，对舞蹈特别是舞蹈种类、产生、发

展有一定的了解。使学生初步具备欣赏舞蹈、理解舞蹈作品内涵的能力，了解舞蹈是对人类文

化的反映与艺术化的体现，明晰舞蹈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地位与价值，以及其反映的社会内涵。

通过鉴赏舞蹈作品、学习舞蹈起源及发展脉络，能够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中开拓思维，提高审

美能力和艺术鉴赏力。 
教学说明：采用集体授课的方式，适当融入动作示范、作品分析、动作讲解等教学手段。通过学习，要求

学生能够了解舞蹈的起源、以及国内外舞蹈的发展脉络，掌握舞蹈的基本常识，掌握舞蹈欣赏

的一般规律，具备基本的审美视角和审美水平。考试评定：成绩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

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考试方法：出勤（40 分）+论文（60 分，不少于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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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鉴赏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戏曲鉴赏 

课程编号：300000003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李晨，毕业于辽宁大学，文学硕士，讲师，现在东北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曾为本科生开设《京

剧鉴赏》和《文学鉴赏》课程。本人对戏曲艺术情有独钟，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研究方

向为古代戏曲研究、京剧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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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鉴赏》刘祯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参考书目：《中国戏曲通史》张庚 郭汉城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年版 

《中国戏剧史》叶长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国京剧史》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年版 

课程简介：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艺术进校园、进课堂有助于大学生感受戏曲艺术魅

力，提高综合素质。本课程分为理论讲解和剧目鉴赏。理论讲解主要介绍中国戏曲的发展流变、

介绍中国戏曲史的名家名作、介绍昆曲、京剧及豫剧、评剧、越剧、黄梅戏等地方戏的表演艺

术。剧目鉴赏主要鉴赏昆曲、京剧和各地方戏的名家名作，展现中国戏曲的风貌。本课程通过

探讨京剧的文学性、艺术性和文化性，旨在让同学们感受传统戏曲的艺术力、文化力、生命力，

对戏曲艺术产生兴趣，并以此折射中华文化的审美意识和文化意识，进而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和

文化自信心，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归属感。 
教学说明：本课程以戏曲艺术为基础，致力于艺术普及和推广，向学生讲授戏曲的发展演变，各种戏曲样

式的表演艺术等内容，使学生了解中国戏曲的艺术表达方式、了解中国戏曲的审美方式，进而

洞悉中国艺术精神和艺术境界。引领学生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觉性，引领学生成

为戏曲艺术的爱好者，成为戏曲艺术的传播者和推广者。本课程教学形式为课堂授课和师生讨

论课，课程通过讲授和鉴赏相结合、多媒体教学讲解和观看作品及相关影视资料，充分领略戏

曲艺术的魅力，最终以艺术鉴赏论文形式上交作业。要求学生掌握中国艺术精神和京剧美学内

涵，撰写结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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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鉴赏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戏剧影视鉴赏 

课程编号：300000096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张红星，沈阳音乐学院艺术文学系主任、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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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辽宁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辽

宁省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修辞学会理事、辽海诗社副秘书长、沈阳市周易研究会副

会长。曾获魅力中国艺术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美丽校园辽宁赛区优秀教师、中韩青少年艺术节

国际导师奖、美丽中国全国艺术展演作词金奖、青春之声全国校园歌曲作词金奖、关心下一代

金星奖章、沈阳高校艺术惠民培训优秀艺术指导员、“艺术惠民工程”优秀教师、魅力中国全

国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优秀教师、魅力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国际导师、关心下一代优秀特长

生艺术节优秀指导教师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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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教材 

参考书目：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影视艺术鉴赏》吴贻弓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戏剧影

视艺术鉴赏》朱典淼等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音乐舞蹈戏剧影视鉴赏》王伟

编著，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戏剧鉴赏》叶志良编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4月 

课程简介：本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剧作法、电影编剧学、电视艺术导论、舞台剧鉴赏、电影作品鉴

赏、电视作品鉴赏、微电影与动漫鉴赏、穿插临时艺术讲座等。通过系统讲授舞台剧、电影、

电视艺术的创作、表演、制作、评论知识与技能，使学生具有编写小品剧本、微电影脚本，欣

赏评论戏剧影视作品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发展艺商促进智商和情商的发展，

满足学生在大学期间和入职以后参与社团活动和团队活动，参与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 

教学说明：采用讲授法、讨论法、导读法、师生讨论、观看录像、参观、情景教学等方法，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手段。除课堂讲授和讨论之外，每次课教师还为学生开列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外阅读。

同时，还要求学生结合口头表达的课程内容，观看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视频，以增加感性认识。

课内外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比一。要求学生从老师的网站和博客上阅读历届同学的网上作业，相

互启发。同时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各项校园创作大赛，参加“鼎原”等文学社的活动，积极向《东

大之声》广播站和校报、校园电视台投稿，锻炼自己的文笔。每次授课之前点评有代表性的作

业，指出倾向性的问题。通过课堂问答与讨论，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通过书面作业、参赛

投稿等方式，培养学生书面表达能力。平时考核要求网络作业与书面作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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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影视评论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当代影视评论 

课程编号：300000022 

课程性质：人文艺术 

任课教师：顾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曾参与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百项课题、千名专家学

者服务振兴大型调研活动、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和沈阳建设国家中心规

划城市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日本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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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教材 
参考书目：《精选当代美国电影赏析》、《影视评论学初探》、《影视艺术概论》 
课程简介：影视评论对于电影的未来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影视评论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的文学和

美学伴侣。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认识电影的本性、特点，初步了解影视语言，培养学

生对影视艺术的鉴赏能力鉴赏水平，提高学生的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增强

学生的艺术修养，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培养他们站在理论的高度和文化的视野，对电影电视、

以及影视文化现象进行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影视艺术具有综合性、跨文化性、多学科交叉性，

通过课堂教学、观片以及各种辅助教学手段、即时课堂讨论、专题性小论文写作训练等方式，

引导学生对当前影视文化现象、影视作品关注与讨论，提高学生关注现实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

建设的热情，训练学生分析研究影视作品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的问题，提高学生的理论运用于实

践的能力，使之初步撰写出能够反映作品的质量，有一定独到判断的影视评论的文章。 

课程内容包括：1.导言 影视艺术-－艺术形式发展的自卑与超越 ；2.影视艺术的基本特征；3. 

影视的表意结构和影视语言；4.蒙太奇和长镜头（影视语言的语法）；5.故事和思想；6.影视的

类型；7.影视的读解与批评；8.影片例证分析以及讨论； 

教学说明：本课程为面向全校的人文选修课程，重点有二：一是通过本课程教学，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

基础，基本概念的讲解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搭建，是本课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应该贯穿一个主线，就是培养学生科学理性的思想方法，比如全面的观点、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美学的观点等。本课程教学难点有二：一是对于非影视艺术专

业的学生，初步进行视听语言的教育，授课过程中需要适当筛选相关资料，使用恰当篇幅，解

决必须的“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提供书目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课堂上尽量简约地解决

“技术”元素，把大部分力量用到结合具体作品，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影片“艺术”的实践。二

是处理好评论影视作品的科学性和进步的价值取向的关系，既要坚持科学的观点，又要坚持进

步的价值取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奠定一个理论平台，以便提高学生的鉴赏分析评论

影视作品的能力，使之能够对于影视作品有比较科学理性认识和思考和评价。 

成绩评定与考核方法：1、成绩比例：平时 30%（出勤和课堂参与） 期末 70% （影评一篇）  

2、影评写作要求：影片讲了什么？（故事梗概 100 字以内）；故事内涵是什么？（思想观点分

析 800 字）；视听语言的特色是什么？如何实现“意识的银幕化”？（电影语言解读 600 字）  

400 字稿纸，手写。卷面干净，没有涂抹及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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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概论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影视艺术概论 

课程编号：3000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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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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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教材 

参考书目：《影视艺术概论》孙宜君 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年。 

《影视艺术概论》周星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课程简介：在当今电影、电视艺术作品充斥荧屏和网络的时代，熟悉影视创作的一般过程和规律，掌握影

视艺术作品的欣赏方法，了解影视艺术发展的基础知识，是当代大学学生大学学生应当具有的

基本艺术素养。影视艺术概论课在理论上通过对影视艺术的基本概念、发展史、特征和其所涉

及艺术领域的分析，帮助同学们解读影视艺术，了解影视艺术，通过对影视艺术创作中的关键

部分，即对形象塑造和叙事描述的研究。本课程将影视艺术作品为学习了解影视艺术的一项的

基础课程，通过简单的参与实践练习，学习欣赏和解读影视艺术作品的方法，掌握影视艺术创

作的规律以及各种影视作品欣赏的方法，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影像制作意识、影视艺术欣赏素

质和影视艺术基础表现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创作和欣赏影视艺术作品打下的基础。本门课程内

容包括：西方电影史、中国电影史、电视艺术的发展、影视艺术的特性影视艺术中的景与镜头、

影视艺术中的声音与色彩、蒙太奇、影视艺术的创作过程、影视创作中的编、导、演、影视艺

术的欣赏和评论。 

教学说明：本课程课内 32 学时，课外学时 8（自学内容）。自学内容为：《影视艺术概论》微博平台发布的

阅读内容（1）欣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并写 500 短评；（2）欣赏电影《鬼子来了》并写

500 短评；（3）欣赏电视剧《走向共和》并写 1500 剧中人评；（4）阅读影视拍摄技术论文 2

篇。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手段（1）讲授法（2）讨论法（3）直观演示法（4）任务驱动法（5）

自主学习法。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要求：（1）了解电影历史脉络（2）了解电视剧与电影艺术发

展的异同（3）掌握影视艺术创作的一般过程（4）能够掌握镜头技术运用的一般技法（5）掌

握欣赏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方法。课程重点包括：影视艺术创作的一般过程、欣赏影视艺术作

品的基本方法。课程难点包括：欣赏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方法。针对上述重点及难点，拟采用

直观演示法、比较法、多媒体展示互动等教学方法及手段，一方面强化学生记忆，另一方面教

授学生辨识规律和创作技巧，使学生能够基本掌握。本课程创新能力培养环节将安排在自制短

片创作内容中：通过课堂教学教授短片影视作品的创作技法、规律。学生采用自己的手机拍摄

约 3分钟短片，并使用教师教授的简单剪辑软件进行后期处理。通过课堂播放短片、并由全体

学生进行短片点评，实现从创作到播放点评的一般过程。成绩评定与考核方法：考核内容包括：

纪律情况；学习态度；知识应用能力；赏析表达能力；创新思想。学习成绩由任课教师根据赏

析文章写作、宋词创作作业、课堂讨论、课堂出勤中的表现按按五级分评定，即：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和不及格（60 分以下）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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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钢琴艺术史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西方钢琴艺术史 

课程编号：3000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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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钢琴演奏教学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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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次担任校内外钢琴演奏比赛评委工作，对西方钢琴艺术发展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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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钢琴艺术史》  
参考书目：《西方钢琴音乐概述》《西方音乐史》  
课程简介：钢琴艺术是古典音乐艺术中最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在所有器乐艺术中，发展历史最长、

文献量最大、生命力最旺盛的艺术门类。在精神文明高度快速发展的今天，钢琴艺术的普及已

经达到了非常迅速的程度，特别是在大学生中间，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学钢琴演奏或求教于

专业钢琴教师，希望通过钢琴演奏来提高自己的人文艺术修养，而与此同时，理论基础的提升

就显得至关重要，本课程便适应了这种需求，不仅为正在学习钢琴的学生提供了可靠完善的理

论保证和明确的学习方向，更为希望能够接近古典音乐，了解古典钢琴艺术的学生们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平台，本课程主要通过对西方钢琴音乐流派的研究以及对各流派代表作品的欣赏，是

学生对西方钢琴音乐的发展有着较为系统和清晰的把握。将会提高学生对钢琴艺术发展的全面

认识水平，为学生贴近古典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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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对西方钢琴艺术发展历史的讲授，结合对不同风格

音乐作品的欣赏，使学生对西方钢琴音乐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

够对西方古典钢琴音乐的鉴赏从直观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独立撰写音乐评论文章，并结合自

身的文学艺术修养对艺术作品进行正确独到的赏析。课程内容包括：键盘乐器的历史沿革及巴

洛克之前的键盘音乐；巴洛克音乐；古典时期的钢琴音乐（一）（二）；浪漫时期的钢琴音乐（一）

（二）；19 世纪民族乐派的钢琴音乐（一）（二）；20 世纪法国印象派钢琴音乐；20 世纪（印象

派之后）的钢琴音乐。 

   教学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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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掌握西方钢琴音

乐发展历史及风格，撰写论文并能应用于实践。采用出勤考核与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其中课堂

出勤占 30%，测试成绩占 70%，综合后按照优良中差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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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策略的艺术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博弈论—策略的艺术 

课程编号：300000210 

课程性质：人文社科 

任课教师：张川，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运筹学》、《应用数理统计》、《数据模型与决策》的教

学工作，其中《运筹学》被评为辽宁省精品资源共享课及东北大学校级精品课，先后以第一作

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和录用 20 余篇学术论文，作为负责人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基金、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各 1项，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

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及丰富的实际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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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却横生博弈论—事业与人生的成功之道》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巴里·J·奈尔伯夫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参考书目：1.《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巴里·J·奈

尔伯夫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策略博弈》（第三版）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苏珊·斯克丝，戴维·赖利  著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3.《博弈论的诡计全集—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策略》 王春永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课程简介：《博弈论—策略的艺术》以讲故事取胜，用许多活生生的例子，向没有经济学基础的学生展示

了博弈中的艺术，告诉我们在事业和人生的大博弈中如何取得真正的成功。它的学术根源是迪

克西特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开设的“策略博弈”课程。简而言之，这是关于
了解对手打算如何战胜你，然后你战而胜之的艺术。怎样打赢一场网球，少数如何战胜多数，

为什么要“喜爱”你最讨厌的对手等等，都在讨论之列。这是一门新兴的策略科学，由一些简单
的基本原理组成。学生掌握了这些原理，运筹帷幄取得胜利的本领就会上升—个层次。通过运
用从中学到的经营事业和人生的法则与策略，提高自己的博弈水平和决策能力，将自己锻炼成

策略高手，在人生博弈的大棋局中占据优势，成为工作和生活的最终赢家，获得事业的成功和

人生的幸福。教学内容包括：绪论、十个策略故事、逆推可解的博弈、囚徒困境及其克服、美

丽的均衡、选择与机会、策略行动、让策略可信、理解和操纵信息、合作与协调、拍卖、投标

与竞争、讨价还价、投票、激励、案例分析。 

教学说明：本课程全部采用课内教学。课内安排 6学时案例分析讨论。所有内容及全部学时利用多媒体教

室，采用教师讲授与案例分析讨论。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联系实际，合作分析讨论案例。运用

从中学到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法则与策略，分析经济、管理、政治、社会、军事、事业及人生

中的诸多现象与问题。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博弈论的基本理论、法则与策略，学会一种全新、精

明的决策方式；独立或以小组的形式分析实际案例。采用平时表现结合期末报告、小论文或大

作业等方式综合考核与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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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展示 

 
1.绳结艺术（指导教师：高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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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维动画设计模型（指导教师：周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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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瓷艺术（指导教师：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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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画（指导教师：郑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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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法艺术（指导教师：朱利  拍摄：刘子玲  编辑：魏琪、麦琇惠、徐晓锦） 

 

     
 

    
 
 

       
 
 

      
 



 

 

 

第三部分 校园文化建设 

 

                                               

文化素质教育讲座 

                                 “大视野”素质提升系列讲座（辽海讲坛）     

                                                              建龙大讲堂 

创新讲坛 

“青年·成功”讲坛 

2014 年心理讲堂目录 

大学生素质拓展系列 

“建龙钢铁”校园文化艺术节 

“建龙钢铁”社团文化节 

文化艺术欣赏周 

校园文化活动列表 

文化素质教育活动项目统计列表 

特色创新教育活动 

东北大学第四届大学生创业节 

东北大学第五届大学生创意节 

东北大学第六届大学生科普节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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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视野”素质提升系列讲座（辽海讲坛）   
   
 
 
 
                                                                                            

“大视野”素质提升系列讲座是在东北大学

“辽海讲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素质教育系列

讲座，既作为东北大学人文选修课又作为社会公益

性课堂，是面向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的开放性课

堂。“大视野”素质提升系列讲座旨在“传播先进

文化，沐浴智慧阳光”，提升广大师生的文化素养，

拓展广大师生的文化视野，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

围；向社会民众普及先进文化，增强社会民众文化

素质，搭建优质精神资源平台。

                                                                                              

2014 年东北大学“大视野”素质提升系列讲座（辽海讲坛）目录 

序

号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题   目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1 3 月 20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朝鲜半岛局势分析》 丁义浩 
宣传部部长 副

编审 

2 3 月 27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透视台湾选举政治》 张雷 
文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导 

3 4 月 3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创新》 杜宝贵 
文法学院副院

长 教授 博导

4 4 月 10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社会管理创新》 孙萍 
文法学院副院

长 教授 博导

5 4 月 17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中国玉

文化》 
关子川 

资源与土木工

程学院 教授 

6 4 月 24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漫谈》 孙雷 校长助理 教授

7 5 月 8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科学发音与嗓音保健》 郑顺女 艺术学院 教授

8 5 月 15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春季运动与健康》 陈家鸣 体育部 教授 

9 9 月 18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 杜涛 
材料与冶金学

院 教授 博导

10 9 月 25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自媒体时代，如何面对负面思

潮》 
丁义浩 

宣传部部长 副

编审 

11 10 月 9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老子的为政之道》 张雷 
文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导 

12 10月16日晚6:30 教学馆210室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中国玉

文化之玉石工艺、种类及市场》
关子川 

资源与土木工

程学院 教授 

13 10月23日晚6:30 教学馆210室 《中日两国文化的共性与差异》 王秋菊 
外国语学院副

院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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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题   目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14 10月30日晚6:30 教学馆210室 《社会转型与政府管理创新》 杜宝贵 
文法学院副院

长 教授 博导

15 11 月 6 日晚 6:30 教学馆210室 
《最是书香能致远——与青年人

谈学习之道》 
孙雷 副校长 教授 

16 11月13日晚6:30 教学馆210室 《社区工作与社区志愿服务》 孙萍 
文法学院副院

长 教授 博导

（宣传部供稿） 

 

 

辽辽辽海海海讲讲讲坛坛坛图图图片片片   

   

            

   

   

       

副校长孙雷作“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

漫谈”讲座 
宣传部部长丁义浩作“自媒体时代，

如何面对负面思潮”讲座 

文法学院院长张雷作“老子的为政之

道”讲座 
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作“社会转型

与政府管理创新”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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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龙大讲堂 
 

 

 

 

                                                                                             

2006 年，东北大学与建龙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合

作，加大投入，整合资源，打造了“建龙大讲堂”

这一全新的校园文化活动品牌，为提升校园文化活

动质量和层次，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建龙大讲堂”是在原有“新世纪讲坛”“新

青年论坛”“新思维讲坛”“践行”等讲坛基础上，

整合建立的一个新的校园文化活动品牌。由校团委

负责统筹管理，由校园文化促进会、校学生会、校

研究生会、校社会实践中心以及学校相关部门、学

生组织、学生社团等负责组织实施，邀请时政、人

文、学术、企业家等各方面专家、名人，以讲座、

报告会形式对大学生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

“建龙大讲堂”以追踪时事热点、激发爱国热情、

播撒科学精神、繁荣校园文化、了解社会需求为宗

旨，从大学生实际需求出发，为大学生成长、成才

创造有利条件。 

建龙大讲堂立足于广泛邀请社会各界颇具影

响力的知名人士做客讲坛和交流，为同学们奉献高

品位、前瞻性、国际化的讲座，以此来丰富同学们

的校园文化生活，拓展同学们知识面，推动校园文

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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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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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3.14 活动中心 214 互联网时代的解读 
校园文化 

促进会 
邓长伟 

2 2014.3.22 活动中心多功能厅 
我要上大学—— 

二手玫瑰见面会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孙  权 

3 2014.04.11 基础学院一馆 101 
克里米亚的 

前世今生 

基础学院

团委 
李  静 

4 2014.04.15 基础学院一馆 301 如何学好大学物理 
基础学院

团委 
耿  平 

5 2014.04.15 基础学院一馆 201 职业意识启蒙，从大一开始 
基础学院

团委 
张满胜 

6 2014.04.28 基础学院一馆 401 当机械遇上电脑 
基础学院

团委 
那履弘 

7 2014.05.08 活动中心多功能厅 
山雨欲来——激变的全球金融

格局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宋鸿兵 

8 2014.5.16 活动中心 214 钱学森引领的成才之路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张  瑜 

9 2014.05.20 基础学院一馆 401 皇帝的“幸福生活”漫谈  
基础学院

团委 
王  光 

10 2014.05.06 汉卿会堂 最好的时光 
校园文化 

促进会 
雪小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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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   间 地  点 题  目 承办单位 讲座人 

11 2014.05.08 汉卿会堂  在最难搞的日子里笑出声来 
校园文化 

促进会 
董成鹏 

12 2014.06.12 汉卿会堂 
文学与历史—从台北人到父亲

与民国 

校园文化 

促进会 
白先勇 

13 2014.05.29 基础学院主楼 120 口头表达的“长宽高” 
基础学院

团委 
李瑞奇 

14 2014.06.10 基础学院主楼 120 谈谈对哲学的理解 
基础学院

团委 
张秋成 

15 2014.10.15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多功能报告厅 
“保护长城，爱我中华” 

校园文化

促进会 

东方新青年未

来发展中心 

16 2014.10.16 

浑南校区学生生活

服务中心三楼飘香

广场 

“保护长城，爱我中华” 
校园文化

促进会 

东方新青年未

来发展中心 

17 2014.11.7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 214 

全景辩论 

—不同视角，要你好看 

校园文化

促进会 
迟煦 

18 2014.11.10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 201 

能力突破 

—深度解析，技巧升华 

校园文化

促进会 
迟煦 

19 2014.11.14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 214 

战术演练 

—运筹帷幄，决胜赛场 

校园文化

促进会 
迟煦 

20 2014. 11.9 
南湖校区汉卿会堂

蔡冠深报告厅 
“寻爱十年，共聚十年”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匪我思存 

21 2014.11.19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 214 

声音之“遍” 

——享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刘笑宜 

22 2014.11.20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 214 

语言之“辩” 

——析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刘笑宜 

23 2014.11.21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 214 

实用之“变” 

——解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刘笑宜 

24 2014.11.28 
南湖校区汉卿会堂

蔡冠深报告厅 
“匆匆那年”高校行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导演：张一白

原著：九夜茴

死党叫兽 

易小星 

程  远 

25 2014.12.06 
南湖校区汉卿会堂

蔡冠深报告厅 
华少校园行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华少 

26 2014.12.12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多功能报告厅 
凤凰读书会校园行 

校园文化

促进会 

李  旭 

怀旧船长 

徐茂全 

祺  四 

27 2014.12.14 
南湖校区学生活动

中心多功能报告厅 
背包客的传奇人生 

校园文化

促进会 
大  冰 

（团委供稿）



| 2014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46 

建建建龙龙龙大大大讲讲讲堂堂堂图图图片片片   

        

       
             
        

      

 

 

       
 

 

旅美文学家白先勇做客建龙大讲堂 叫兽易小星、匆匆那年剧组光临东大  

主持人、演员“大鹏”，董志鹏做

客建龙大讲堂 
国内知名小说作者，电视剧原著者，原

创爱情小说领军人“匪我思存”交流体

“华少”浙江卫视主持人胡乔华   孙明洋为同学们指点迷津 

知名文化学者，中国作协会

员雪小禅与同学们亲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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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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创新讲坛目录 

序号 讲座名称 主讲人 简介 

1 
如何“荒废”你的大学

生活 
马犇 

金鹰节目著名主持人马犇漫谈人生经历，为身处象牙塔里

的学子们指点迷津。 

2 
用英语点亮人生  以

创业引领前行 
胡敏 

中国雅思之父、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创始人兼 CEO 胡敏分

享几十年奋斗历程，用深情鼓励、感人故事，感染在场观

众，让学生从中找到前行的动力，点燃火热的青春。  

3 
金牌音乐制作人刘尊

的非凡人生路 
刘尊 

金牌音乐制作人刘尊漫谈人生经历，激情演唱原创歌曲，

与同学分享成功体验，激励学生追逐青春梦想，成就美好

生活。 

4 如何拿到你的 VISE 

美国驻沈

阳领事馆

签证官 

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签证官与同学们就出国签证、留学赴

美、托福考试等进行深入交流，为同学们出国深造做具体

指导。 

5 
创业改变人生 

 
付鹏 

中国就业促进会创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华普亿方总

裁、厦门大学教授博士付鹏分别从创业之道和创业之术两

个方面详细介绍创业的意义、创业前该如何准备，并结合

亲身经历总结创业之中应该具有的品质，让学生了解创

业、走进创业。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金牌音乐制作人刘尊的非凡人生路                      创业改变人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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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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青年·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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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习惯”的“卓

越”——外语学习

与职业发展讲座 

金檀 
东北大学外国

语学院 
2014.4 500 

2 东北大学 

Technology shape 

future business 

world 

Jamie 

Miller 

通用电气全球

副总裁、首席信

息官 

2014.6 100 

3 东北大学 
云平台在企业的实

际应用与发展趋势
姚祥煜 

新奥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信息

总监 

2014.9 300 

4 东北大学 

失控竞技·大学生

电商创业特训营校

园巡讲 

曹文悦 
豪玛集团 

总经理 
2014.9 150 

5 东北大学 
营销那些事儿——

营销知识讲坛 
夏铭心 

沈阳盘古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部部长 

2014.4 100 

6 东北大学 

远方的梦想——世

界名校硕士项目说

明会 

马姝 
搜狐出国全国

十佳顾问 
2014.4 100 

7 东北大学 
日本大学联合留学

说明会 
白清明 

中科教育资深

培训师 
2014.11 80 

8 东北大学 

2014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形势分析与报

考指导说明会 

丁芳 
中公教育资深

讲师 
2014.9 100 

9 东北大学 
东大学子出国留学

成功案例分享会 
王清丹 

新浪出国五星

金牌顾问 
2014.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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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时间 听众人数 

10 东北大学 
考研冲刺复习讲座

——数学高分指导
张燕 

领先教育资深

讲师 
2014.10 100 

11 东北大学 

自强之星十年回访

系列活动之“自

强·大学·未来”

报告会 

曹中秋 

庄林林 

王耀 

中广核集团 

东北大学 
2014.11 200 

12 东北大学 

自强之星十年回访

系列活动之兼职达

人经验交流分享会

白明金 

齐祥龙 

高登晖 

李韬 

白永超 

刘心园 

麦当劳（沈阳）

沈阳人力资源

主管、 

辽宁都爱购科

技有限公司总

裁/联合创始

人、东北大学

2014.11 200 

13 东北大学  

励志助学计划学业

能力提升项目之高

数讲堂 

孔庆海 东北大学 2014.12 1000 

14 东北大学  

“诚信履约，梦想

起航”诚信教育报

告会 

程 振 东

冯云鹏 
东北大学 2014.5 1200 

 

2014 年心理讲堂目录 

序号 学校名称 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举办时间 听众人数 

1 东北大学 

爱自己，享健康—女

性生理和心理健康知

识普及讲座 

张丽君 沈阳市妇婴医院 3.7 420 

2 东北大学 情绪管理 季长生 东北大学 4.18 60 

3 东北大学 快乐人生 窦胜功 东北大学 5.12 200 

4 东北大学 心理委员培训 
程美华、

高明 
东北大学 11.28 124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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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龙钢铁”校园文化艺术节 
   

   

   

                                                                                             

“建龙钢铁”校园文化艺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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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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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校园文化艺术节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

指导，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通过校园文化艺

术活动的开展，进行优秀校园文化艺术成果的凝练

创作。活动坚持以育人为本，通过文化艺术载体，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展现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积极发挥校史、校风、校训等学校历史文化传统对

学生的熏陶和教育作用，体现时代特征、校园特色

和学生特点，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

文化特质；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坚持普及和提高相

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文化传承和艺术创

新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养。在文

化节期间，校团委承办沈阳市大学生文化节主体活

动 1项，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校级展演 6场，学院主

题文化活动 15 项，参与人数 11000 余人次，涌现

出文艺表演类节目 43 个，文化作品类成果 262 件，

主题征文类作品 289 篇。 

                                                                                                

2014 年“建龙钢铁”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列表 

序号 活动项目 承办单位 

1 “大学梦 新生季”系列活动 基础学院 

2 “梦传文法 情满东大”主题系列活动 文法学院 

3 “寻梦东大”校园寻宝大赛 外国语学院 

4 “艺术梦”设计与音乐艺术展示 艺术学院 

5 寻找你的Miss Campus 工商管理学院 

6 “协理同行 筑梦飞翔”系列活动 理学院 

7 “朝阳资土·筑梦青春”文化展演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8 “龙行天下，梦启材冶”主题系列活动 材料与冶金学院 

9 “炫彩青春，双重梦响”组合对唱大赛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10 “流光溢彩，追梦东大”文化艺术系列活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乐舞青春 我心飞扬”外文歌曲大赛 软件学院 

12 “青春铸梦 炫舞年华”校园团体舞蹈大赛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13 “笃青春宏志 筑国防伟梦”系列活动 国防教育学院 

14 “青春正能量，美丽中国梦”系列活动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15 “我的中国梦”主题文化衫设计大赛 江河建筑学院 

（（（团团团委委委供供供稿稿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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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建建龙龙龙钢钢钢铁铁铁”””校校校园园园文文文化化化艺艺艺术术术节节节图图图片片片   

  

               

  

                                         
 

  
                                                  

                                 

  
       

民舞《白山梦黑水情》 啦啦操《炫舞青春》 

东北大学副校长姜茂发教授发言 集体合影 

“传梦•意象”主题明信片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同学观摩“青年•祖国”主题书法绘画摄

影作品大赛成果 

“传梦•魅影”文艺节目选拔文法学院

《On The Floor》舞蹈团队 

艺术梦”文化艺术展演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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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你的 Miss Campus”校

园女生大赛 
图说天下，漫游世界”艺术作品

类征集大赛获奖作品园女生大赛 

龙图腾“汉字去哪儿” “炫彩青春 双重梦想”组合对唱大赛 

“流光溢彩，追梦东大”文化艺术系

列活动摄影作品“不积跬步“展示 

“乐舞青春，我心飞扬”外文歌曲大赛 

 “青春筑梦，炫舞年华”校园团体舞蹈

大赛 
“青春正能量，我的中国梦”文化艺术

节系列活动——明信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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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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建龙钢铁社团文化节以党的十八大精

神为指导，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引领广大学

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校深

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实

践活动的有效载体。活动于 2014 年 4 月启动，历

时八个月，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优秀校园文化艺术成

果的创作展示，展现了我校学生良好的精神面貌。

在文化节期间，承办学生社团主题文化活动 90 余

项，参与学生 24000 余人次。 

                                                                                                

2014 年“建龙钢铁”社团文化节立项活动列表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端午有约”汉文化体验活动 东北大学木兰汉服社 

2 武动青春——全民健身 东北大学武术协会 

3 全能户外挑战赛 东北大学自行车协会 

4 “心灵解密”校园闯关大赛 心理潜能开发协会 

5 “愤怒”的玩偶 东北大学物理协会 

6 日本文化体验季 日语协会 

7 巧手匠，争做低碳达人 
东北大学机械科技先锋协会&

东北大学节能减排协会 

8 私人定制，圆梦“践行” 东北大学“践行”志愿者协会

9 《报告部长！》搞笑系列微电影拍摄 东北大学微电影社团 

10 “摇滚之夜”流行文化节 天音社&涂鸦社 

11 第一届“低碳生活”公益环保沈阳市大学生摇滚音乐节 东北大学爱乐人社团 

12 藏民族文化节 雪域九眼天珠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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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3 东北大学第十二届足球联赛 东北大学球迷协会 

14 参观沈阳理工兵器博物馆 东北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 

15 第五届“同心缘·明日星”校内选拔赛 东北大学同心校友服务协会

16 早起吧，同学 闹钟协会 

17 “星空&晴隅”联谊活动 星空文学社 

18 “轮舞 style，hold 住你的轮” 东北大学轮舞轮滑社 

19 青春有我公益演讲 英舞社团 

20 创意泡沫塑雕比赛 DIY 创意社 

21 勾画青春理想，舞动画笔梦想 东北大学绘馨社 

22 “领跑追梦路”校园模拟招聘会 东北大学学习社 

23 ERP 沙盘模拟大赛 东北大学经济共学社 

24 创业梦飞翔，挑战无极限！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联盟 

25 书写梦想，放飞青春 心愿社 

26 “别让关心，没有回音” 阳光志愿者协会 

27 春之韵——东北大学春季摄影比赛 东北大学摄影协会 

28 笔尖上的东大故事 黑土地文化传播协会 

29 “信•情，手写我心，书信传‘爱’” 鼎原文学社 

30 “筑起青春，观影论坛” 阳光地带社团 

31 东北大学趣味跳绳挑战赛 绳彩飞扬花样跳绳俱乐部 

32 成为主角之战——春季东大 Running man 
“东大在线”网络传媒工作室

&东大桌游协会 

33 东北大学漂移板交流赛 酷炫漂移俱乐部 

34 大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月”系列活动 东北大学职业发展协会 

35 沈城高校联谊英语演讲比赛 东北大学全明星社团 

36 电影控电影展播 东北大学电影协会 

37 东大羽迷每周一会 “谁羽争锋”羽毛球社团 

38 “一站到底”数学应用知识大赛 东北大学数学建模俱乐部 

39 动漫文化嘉年华 东北大学现代视觉研究会 

40 英语演讲沙龙 东北大学全明星社团 

41 同心协力，并肩作战 黑土地文化传播协会 

42 “挑战 IT 达人”知识竞赛 CSDN 高校俱乐部 

43 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校内选拨赛 商英竞赛学会 

44 “温暖它们的世界”流浪狗爱心捐助活动 阳光志愿者协会 

45 电池安家，绿色我行 阳光志愿者协会&爱心社 

46 东北大学趣味街拍比赛 东北大学青梅团队 

47 东大我曾来过 东北大学新媒体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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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48 案例分析大赛 大学生创业促进会 

49 沈阳高校电影爱好者交流会 东北大学电影协会 

50 欧美文化季外文歌曲大赛 英语协会 

51 东瀛风情祭 日语协会 

52 科技先锋协会个性 DIY 大赛 科技先锋协会 

53 第九届武术节 东北大学武术协会 

54 心灵护蛋 、“感动心灵，多彩中国梦”系列活动 心里潜能开发协会 

55 大学生环保袋创意设计大赛 东北大学绿色希望环保协会

56 践行心愿，传递思念 心愿社 

57 国防大讲堂 东北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 

58 英语饕餮 Colorful 社团 

59 数独大赛 东北大学数学建模协会 

60 动漫大讲堂 幻天动漫社 

61 “秋色二次元主题活动月” 现代视觉研究会 

62 英语沙龙主题系列活动 全明星社团 

63 东北大学书法展 东北大学书法协会 

64 板块擂台赛 青梅团队 

65 动手你就行 DIY 创意社 

66 围棋博弈大赛 计算机博弈爱好者协会 

67 德国文化推广课堂 德语协会 

68 追风逐梦—浑河骑行活动 飞鸟户外运动协会 

69 “话剧生活百分百”优秀话剧展演 话剧团 

70 华风汉韵—二十四节气趣味竞答、汉服科普讲座 东北大学木兰汉服社 

71 Skiing man 东北大学滑雪协会 

72 优秀毕业生指导“职业发展规划”系列活动 东北大学职业发展协会 

73 “好书只与有缘人”—鼎原读书交流会 东北大学鼎原文学社 

74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公益论坛 圣泉国学社 

75 东大在线社团知识竞答赛 东大在线 

76 “青春伴夕阳”看望老教师活动 “践行”志愿者协会 

77 名人进校园，讲座促成长 东北大学校园文化促进会 

78 建模趣味交流会 基石爱好者协会 

79 线上编程挑战赛 csdn 高校俱乐部 

80 塔敏查干沙漠户外出游活动 东北大学自行车协会 

81 Running man 飞鸟户外运动协会 

82 校园模特征集大赛 摄影协会 

83 走，跟飞鸟一起户外之穿越核伙沟 飞鸟户外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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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84 “百团逐浪，新社来潮”社团构建大赛 学生社团联合会 

85 济仁模拟联合国大会 模拟联合国 

86 足球联赛 球迷协会 

87 校园建筑物手绘 绘馨社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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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有约”汉文化体验活动                 “欢腾雪域”藏文化节 

     
巨石摇滚音乐节                         第十二届足球联赛 

     
沈阳市国防知识竞赛                   欧美文化季外文歌曲大赛 

         

第九届武术节                 “青春伴夕阳”看望老教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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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欣赏周 

 

 

 

 

                                                                                             

 

5 月 14 日 18:30，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爵

士乐团在汉卿会堂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绝

伦的爵士乐演出。这场现代爵士乐的盛宴也标志着

为期半个月的东北大学 2014 年“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艺术欣赏周正式启幕。 

在本届东北大学 2014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艺术欣赏周中，除爵士乐团演出，学校还将邀请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交响乐团、东北大学民族

管弦乐团等艺术团体分别为师生表演话剧《寻找春

柳社》、西方古典音乐交响音乐会、民族经典曲目

音乐会等极具欣赏性和教育性的文艺节目，用高雅

艺术为广大师生烹饪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活动详

                                                                                             

 

文化艺术欣赏周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 演出时间 演出地点 演出单位 

1 伊利诺伊大学爵士音乐会 5 月 14 日 汉卿会堂报告厅 
美国芝加哥东北伊利诺伊

大学 

2 伊利诺伊大学爵士音乐会 5 月 16 日 汉卿会堂报告厅 
美国芝加哥东北伊利诺伊

大学 

3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师生音

乐会 
5 月 21 日 汉卿会堂报告厅 艺术学院 

4 话剧《寻找春柳社》 5 月 24 日 汉卿会堂报告厅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5 “我们的中国梦”主题演出 5 月 25 日 汉卿会堂报告厅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6 交响音乐会 5 月 26 日 汉卿会堂报告厅 辽宁交响乐团 

7 交响音乐会 5 月 27 日 汉卿会堂报告厅 辽宁交响乐团 

8 
“我们的中国梦”艺术设计

作品展 

5月25日—

5月 31 日 
大成教学馆一楼 艺术学院 

9 
“我们的中国梦”建筑设计

作品展 

5月25日—

5月 31 日 
大成教学馆一楼 江河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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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诺伊大学爵士音乐会 艺术学院师生音乐会 

辽宁交响乐团走进东北大学 美国芝加哥东北伊利诺伊大学音乐会 

建筑设计作品展   艺术作品设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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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园园园文文文化化化活活活动动动列列列表表表   

 

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一 

序号 时间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参与人数 

1 2014.3 绿植培育大赛 学生会 200 

2 2014.4 “寻找最美声音”主持人大赛 学生会 200 

3 2014.5 “Be a better man”第八届男生节 学生会 500 

4 2014.5 “心怀五四情”五四升旗活动 学生会 300 

5 2014.5 “做可爱的沈阳人”沈阳市演讲比赛 学生会 200 

6 2014.5 “文化都去哪了”中国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学生会 300 

7 2014.5 东北大学第一届合约情侣 学生会 300 

8 2014.5 “建龙钢铁”校园文化艺术节展演 学生会 500 

9 2014.3-2014.7 “爱心传递”爱心伞系列活动 学生会 300 

10 2014.7 “光柜行动” 学生会 200 

11 2014.9 第十届我最喜爱的老师 学生会 3000 

12 2014.9 “开学·第一礼”系列活动 学生会 500 

13 2014.9 “闪耀新生”系列活动 学生会 1000 

14 2014.9 沈阳市辩论赛 学生会 200 

15 2014.9 “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纪念系列活动 学生会 300 

16 2014.9-2015.1 公交 IC 卡充值活动 学生会 300 

17 2014.9-2015.1 图书漂流系列活动 学生会 200 

18 2014.1 “向国旗敬礼”十一升旗活动 学生会 300 

19 2014.1 “十佳提案”权益维护系列活动 学生会 300 

20 2014.10-2014.12 留学生沙龙活动 学生会 200 

21 2014.11 第一届“创意为你”面包 DIY 大赛 学生会 100 

22 2014.6、2014.11 第十、十一届新青春之歌 学生会 6·00 

23 2014.11 “健康晨曦：校会陪你去晨练”系列活动 学生会 200 

24 2014.11 “防范雾霾”系列活动 学生会 500 

25 2014.11 “光盘行动” 学生会 300 

26 2014.11 “南方有佳人”第十二届女生节 学生会 300 

27 2014.11 “寻找妈妈的味道”美食展示大赛 学生会 200 

28 2014.12 “纪念一二·九运动”系列活动 学生会 300 

29 2014.11-2014.12 “清洗冬衣”活动 学生会 200 

30 2014.11-2014.12 东北大学“才耀中华，智泽东大”首届智

力运动会 

学生会 500 

31 2014.12 中国成语大赛全国高校巡回赛 学生会 200 

32 2014.12 “麦响天韵，音我不同”校园主持人大赛 学生会 200 

33 2014.12 “华彩东大”2015 年元旦晚会 学生会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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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二 

序号 时间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参与人数 

1 9 月 13 日 三助服务岗位招聘宣讲会 研究生会 200 

2 9 月 15 日 研究生会招新宣讲会 研究生会 300 

3 9 月 28 日 浑南校区搬迁志愿者动员大会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100 

4 10 月 19 日 素质拓展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100 

5 10 月 25 日 “安全永驻，绿色相随”知识讲座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200 

6 10 月 29 日 研究生精品系列讲座第一期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100 

7 10 月 31 日 
“传递正能量，创造新生活”志愿者团宣

讲会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100 

8 11 月 2 日 素质拓展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100 

9 11 月 2 日 研究生培训讲座第一期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100 

10 11 月 3 日 南湖校区志愿者团宣讲会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100 

11 11 月 3 日 研究生精品系列讲座第二期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100 

12 11 月 8 日 研究生就业指导讲座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200 

13 
11 月 8 日—11 月

21 日 
“为梦导航，职等你来”模拟应聘大赛 研究生会 200 

14 
11 月 10 日-11 月

11 日 
“口才训练营”培训活动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200 

15 
11 月 10 日-11 月

26 日 

“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中韩文化交

流活动月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200 

16 
11 月 14 日—12

月 3 日 
“博学敏思，梦想起航”演讲比赛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200 

17 11 月 22 日 
“弘扬民族传统美德，感恩英雄奉献精

神”纪念革命先烈活动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50 

18 11 月 23 日 研究生培训讲座第二期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100 

19 
11 月 24 日—11

月 30 日 

“我的学术你做主”第一届研究生学术竞

演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200 

20 11 月 24 日 研究生公务员考试讲座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100 

21 
11 月 29 日—12

月 27 日 
“学以致用，感恩社会”义务家教活动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50 

22 
12 月 1 日—12 月

9 日 
“文华书彩，思辨浑南”研究生辩论大赛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100 

23 
12 月 6 日—12 月

14 日 
辅学驿站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800 

24 12 月 24 日 
“硕舞映骄“羊”，博彩沐神州”2015 研

究生元旦晚会（浑南校区） 
研究生会浑南校区 1000 

25 12 月 26 日 
“硕舞映骄“羊”，博彩沐神州”2015 研

究生元旦晚会（南湖校区）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1000 

26 12 月 29 日 “阳光行动，爱心接力”志愿者活动 研究生会南湖校区 50 

 

(校团委供稿) 

 



|||校园文化建设|                 61

 

校园文化活动列表三（校外竞赛） 

项目 比赛项目 获得奖项 

《我的卓别林爸爸》 
第四届中国•沈阳“花样年华”全

国大学生短剧小品大赛 

优秀表演奖 

优秀导演奖 

中国首届北方体育舞蹈公开赛 优秀团队奖 

国标舞 

全国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 
华尔兹单项（非专业院

校）个人第一 

《白山梦 黑水情》 
第十三届沈阳大学生文化节“闪亮

青春”舞蹈大赛 
三等奖 

校校校园园园文文文化化化活活活动动动图图图片片片   

   
“辽宁远大杯”首届中国北方体育舞蹈公开赛 

 

   
第四届中国•沈阳“花样年华”全国大学生短剧小品大赛 

   
          新青春之歌系列活动之校友论坛                   智力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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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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一二•九运动 79 周年长跑                   十一升旗仪式 

   

 

 

 
2015 年元旦晚会—赵继校长讲话 

 

“做可爱的沈阳人”大学生践行

沈阳人道德准则主题演讲比赛

“朝阳新生 携梦起航” 

东北大学 2014 年迎新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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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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阳光心灵”大学生校园

心理文化系列活动项目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3.14-11.26 8000 

2 东北大学 
基础学院“架起沟通桥梁，铺就

成才之路”大型成长发展咨询会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3.30 250 

3 东北大学 
“ 拥抱阳光 关爱心灵 ”心理

情景剧大赛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4.2-5.29 1000 

4 东北大学 

南湖校区“架起沟通桥梁，铺就

成才之路”大型考研保研专场咨

询会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4.13 700 

5 东北大学 
第二届“我心我秀”心理微小说

及照片征集大赛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4.8-4.27 300 

6 东北大学 “心灵解密”校园闯关大赛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5.18 70 

7 东北大学 
“吾爱吾”全国大学生心理文化

节现场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6.5 350 

8 东北大学 
“挫折中的人生智慧”心理格言

和成长故事征集活动 

大学生在线联盟主

办，中心承办 
9.25 

137（22人省

里获奖） 

9 东北大学 
“以爱为伴，播撒阳光”世界精

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0.10 500 

10 东北大学 

浑南校区“架起沟通桥梁，铺就

成才之路”首场大型成长发展咨

询会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0.26 1000 

11 东北大学 
“感动心灵，多彩中国梦”系列

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0.20-11.10 500 

12 东北大学 
“闪耀青春，品艺术人生” 

心灵护蛋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0.27-11.2 500 

13 东北大学 

浑南校区“架起沟通桥梁，铺就

成才之路”大型成长发展咨询会

——学业专场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1.2 150 

14 东北大学 

南湖校区“架起沟通桥梁，铺就

成才之路”大型成长发展咨询会

——学业专场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1.1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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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15 东北大学 

浑南校区“架起沟通桥梁，铺就

成才之路”大型成长发展咨询会

——就业专场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2.6 600 

16 东北大学 

朋辈互助联盟培训项目（浑南校

区 4个年级 4个主题，15 场团体

辅导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1.24-12.16 124 

17 东北大学 

浑南校区心协团队信任与沟通

团体辅导训练营（6场团体辅导

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1.11-12.16 

 
40 

18 东北大学 新生班集体建设团体训练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0.24—11.6 100 

19 东北大学 

南湖校区“架起沟通桥梁，铺就

成才之路”大型成长发展咨询会

——就业专场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2.14 300 

20 东北大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模拟大赛 
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

济学研究会 
2014.11 6 

21 东北大学 
辽宁省第二届未来职场精英挑

战赛 
辽宁省大学生就业局 2014.11 2 

22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就业之星评选活动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3 52 

23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职场交锋大赛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3 120 

24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校园电子营销大赛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5 100 

25 东北大学 
offer之夜——留学精英案例分

享交流会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6 200 

26 东北大学 远方的梦想——留学规划沙龙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3 50 

27 东北大学 雅思模拟考试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10 100 

28 东北大学 
“我的职生我做主”职业发展演

讲比赛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5 50 

29 东北大学 千人电商创业培训营 辽宁省电子商务协会 2014.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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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30 东北大学 职场零距离——模拟面试大赛 东北大学理学院 2014.11 100 

31 东北大学 
“未来在我手中”——职业成长

工作坊 
东北大学外语学院 2014.5 100 

32 东北大学 
我的海外求学之路——留学沙

龙 
东北大学软件学院 2014.5 60 

33 东北大学 
描绘成功之路——大学生职业

规划节 
东北大学信息学院 2014.5 200 

34 东北大学 
“相聚今朝，相约未来”——创

业系列活动 
东北大学软件学院 2014.5 200 

35 东北大学 
励志文化节——自强之星进寝

室交流活动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10 50 

36 东北大学 
励志文化节——自强之星与

2014级新生座谈会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10 50 

37 东北大学 
励志文化节启动仪式暨往届自

强之星分享交流会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10 200 

38 东北大学 
“自强之星”十年回访活动之优

秀事迹宣传活动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4-12 全校 

39 东北大学 
“自强之星”十年回访活动之

“走近自强之星”访谈活动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7 30 

40 东北大学 
“自强之星”十年回访活动之

2014年“自强之星”评选活动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11-12 全校 

41 东北大学 
彩虹成长计划之综合能力提升

团体训练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4-5 600 

42 东北大学 
“说出身边的诚信故事”征集活

动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5 50 

43 东北大学 
“诚信与我同行”诚信影评、书

评大赛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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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参与学生数

44 东北大学 
“明礼·诚信·笃行”创意海报

设计大赛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5 50 

45 东北大学 
“梦想于心，诚信于行”诚信知

识图片展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5 全校 

46 东北大学 
“助学 筑梦 铸人”主题征文和

图片征集活动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

务中心 
2014.11-12 200 

47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首届藏文化节 
东北大学雪域九眼天

珠社团 
2014.5 全校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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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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第四届大学生创业节 
 

 

 

 

                                                                                             

本届创业节由学生创新中心主办，学生科学技

术协会承办，以“探蓝海·赞青春”为主题，突出

勾画创业梦想和释放青春活力，突出探寻商业价值

与创新商业模式，突出创新创业生活和创业校园文

化，突出传播创业精神和确立创业项目。活动以普

及创新创业知识、倡导科学创业方法、传播科学创

业思想、弘扬科学创业精神、树立科学创业观为宗

旨，以培养创业精神和创业素质，营造浓厚的校园

创业文化氛围为目的，是我校丰富大学创新创业教

育的重要手段，是广大学生学习交流创新创业文化

知识的平台和纽带；是活跃校园创业气氛、提高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挖掘优秀

人才的重要途径。 

                                                                                               

1.虎虎大讲堂、“创吧”沙龙 

通过邀请创业魔法学院创史人陆伟、博众青

年创业工场联合创史人、银杏果创史人等社会创

业知名人士，物联网专家、大数据专家等行业专

家，经济学与管理学知名学者，学生创业优秀代

表等人士与同学们做讲座或沙龙。旨在营造校园

创业氛围，增强创业本领。 

 

“创吧”沙龙-工作人员合影 

 

“创吧”沙龙-嘉宾与工作人员合影 

2.英国文化周·英国社会企业家巡讲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自 2009 年起积极致

力于推广社会企业的理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

会企业项目，致力使于民间组织从业者、社区领

导、年轻人以及现在有或潜在的社会企业家获得

相关技能，从而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解决实惠

需求并加强社区的建设。本次巡讲嘉宾：英国大

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项目经理盛少岚，耳目网联

合创始人郑勇。 

 

英国社会企业家巡讲-工作人员与嘉宾合影 

 

3. enactus 创行公益创业项目征集赛 

大赛支持团队完成具有创新性、可持续性、

可推广性的公益项目。大赛给予团队一定的资源，

希望培养团队通过少量资源撬动大量社会资源，

以自赢利的商业模式来解决一个或多个社会问题

的能力。与传统的创业类赛事相比，该赛事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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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创业项目的实践性和公益性：大赛给予各决赛

团队 2000-20000 元资金支持和培训指导，让同学

们在项目运行中体会和锻炼创业所需要的基本素

养，包括社会责任意识，市场意识，学习意识与

能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勇气，有效的人际沟通，

推动、管理并落实项目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创新意识与能力等。 

 

 

 

4.“东大合伙人”校园招聘会 

2014 年我校在校生成立实体公司 12 家，本

活动以这些学生企业招聘企业所需人才为活动内

容，以招聘会和“职来职往”为主要形式，来宣

传学生初创企业和凝聚创业人，营造校园创业氛

围，建立有效的人际交流圈，实现创业同学的资

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招聘现场流程参照“职来职

往”，欲组建新的创业团队，寻求创业伙伴的同学

也可上台展示，吸引人才。 

 

 

“东大合伙人”校园招聘会启动仪式 

 

招聘会启动剪彩 

 

 

招聘会活动现场合影 

 

5.“寻找价值的蓝海”商业策划书大赛 

 (1)以团队为单位或个人独立参赛。参赛者

设计一个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产品或服务，并围

绕这一产品或服务，完成一份完整、具体、深入、

可行的商业计划书。 

 (2)团队人数不超过 5人，可以跨专业组成。 

 (3)创业计划书应基于具体的产品或服务，

分析创业项目的竞争环境和市场机会，确定明确

的目标市场，设计具体可行的营销、运营、管理、

财务等策略，阐释创业的过程、所需资源及风险

管理措施。 

 (4)优秀项目推荐并资助参加省部级各类高

水平创业大赛。且实可行项目鼓励完成市场运作。 

 

6.“大富翁”全民挑战赛 

前期准备：十佳商品提案。由全校师生投票

选出十佳商品，为后期活动做准备。比赛形式：

学生自由组成参赛队伍，每队 3-4 人。分为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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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千组。 

百组： 

活动中，每支参赛队伍将得到主办方提供的

100 元创业资金，在主办方指定地点进行物品的

采买和售卖以赚取利润。（售卖物品的选购将于活

动前一天进行，选购物品进价总和不得超过 100

元）注意：一定要有详细发票（名头：东北大学）

以及工作人员的随行摄像摄影记录，否则举办方

将对相关队伍进行一定的惩罚（适当减少最后评

奖分数）活动结束后，各参赛队伍不论盈亏，需

交还100元创业资金（当天晚上到大活303交还），

主办方将对根据评比规则综合盈利队伍进行奖

励。 

千组： 

每支队伍将得到同等数目的由主办方提供的

统一售卖物品（多售出可以继续向主办方索要商

品），参赛队伍自行设计和实施营销方案，比赛以

营销影响力和利润额为评判标准。 

7.“创吧”创业基金争夺赛 

本次“创吧”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

引导并协助大学生进行创业实践，了解创业的形

式和过程，营造校园创业氛围。比赛实现一场真

金白银的较量，以创业策划大赛的形式分为包括

“创业初印象”、“创业初构想”、“营销大比拼”

等多个环节进行，参赛队伍通过制定主题新颖、

形式规范、方案切实可行、盈利途径明确、经营

渠道明确、目标客户群明确的创业策划参加现场

路演来赢得风投和客户。 

8.“滚雪球”校园第一次体验活动 

像滚雪球一样，一个人有了一个好创意，逐

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相同的想法，创意想法

的雪球越滚越大，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聚集在一起

将他们的宏伟蓝图实现。校内每一条轰动条幅都

可能是我们的策划，也是发起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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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五届大学生创意节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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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创意，

处处有创新”的文化氛围，特举办东北大学第五届

大学生创意节。本届创意节以“第 Yì次创造”为主

题，为大学生成为善创意、会创新、能创造、勇创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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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意节始办于 2010 年，是东

北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的以拓宽观察视野、激发

创新思维、培养创新意识、锻炼实践能力为目的的

大学生创意类活动，为大学生科普节、大学生科技

节、大学生创业节奠定良好基础，提供强大支撑，

形成了东北大学独具特色的学生科技创新“四节”

盛会，深受学生的欢迎和社会的肯定。 

    本届创意节以“第 Yì次创造”为主题，围绕“创

意”、“未来”等关键词，整体活动策划由东北大学

学生创新中心制定，具体活动方案由东北大学学生

科学技术协会、各二级学院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东

北大学各创意类社团制定。活动具体分四个阶段进

行，共设有十六项主体活动，其中除创意节成果展

活动外其余活动分别设奖项若干。

                                                                                              

 
 “逐梦青春”杯航空模型大赛                      

   
塑’战‘塑’决”创新思维擂台赛合影            绿色厨房，绝对有料”创意烹饪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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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五届大学生创意节活动内容一览表 

阶段安排 具体活动 活动时间 

宣传阶段 宣传阶段 4月1日—4月5日

“绿色厨房，绝对有料”创意烹饪赛 5月 

“创意 party 我设计”服饰设计大赛 4-5月 

“心想手创”创意作品创作大赛 5-6月 

“创一”变形金刚搭建活动 4-5月 

“化腐朽为神奇”一次性物品美化大赛   4-5月 

Yì 

动 

手 

“创意小窝”实体建构竞赛 4-5月 

“让字母飞”字母创意大赛 5月 

“塑”战“塑”决创意思维擂台赛 4-6月 

“呀！飞机”纸飞机创意赛 4-5月 

创新讲坛 6月 

“图说天下”图形思维设计大赛 5月 

Yì 

思 

维 

“City  Love”创意设计大赛 5月 

机械作品设计大赛 4-5月 

创意联盟吧 4-6月 

航空模型大赛 4-5月 

未来软件招标书 4-5月 

“创想公园”个性照相馆 4-5月 

 

 

 

 

 

 

 

活 

动 

阶 

段 

Yì 

未 

来 

“时间都去哪了”畅想未来校园采风 4-5月 

展示阶段 大学生创意作品成果展 5月20日—6月10日

表彰阶段 创意节表彰大会 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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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六届大学生科普节 
 

 

 

 

                                                                                             

    科技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永恒主题。为了深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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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大学生科

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特此举办东北大学第六届

大学生科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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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科普”为主题，既代表了“我

和科普”的意思，谐音又暗含了“爱·科普”的意

思，契合 2014 年全国科普日的“创新发展  全民

行动”的主题思想。本届科普节内容囊括科普竞赛、

科普创作、科普交流和科普服务等多个方面，内容

紧扣时代脉搏，形式丰富多样，重在突出科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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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科学观念”为宗旨，以“培养科学精

神和提高科普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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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要方式；是培养和挖掘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 

                                                                                             

“I•科普”东北大学第六届大学生科普节活动一览表 

活动名称 执行单位 备注 

科普短剧大赛 校科协创意事务中心 舞台剧表演 

科普活动挑战赛 校科协科普事务中心 趣味多环节挑战赛（北广场） 

“知行东大 智创未来”科普知识竞赛 校科协科普事务中心 科普知识竞赛 

科普班班讲 校科协科普事务中心 邀请班导师参与班级科普活动 

“科技与世界”科普知识展 校科协科普推广事务中心 科普知识展览 

科普行 阔视野 校科协对外交流事务中心 进科技馆和展览馆 

“i·fly”无动力滑翔机大赛 机械学院科协 
直接使用 KT 板自己设计制作无动

力滑翔机 

“我为东北大学设计官网”大赛 软件学院科协  

“未来摄影”科普摄影大赛 艺术学院科协  

“众纸成城”纸桥承重大赛 资土学院科协  

“科技与生活”科普活动进社区 材冶学院科协  

“四两承千斤”纸牌承重 信息学院科协  

新生科普知识手册制作 外国语学院科协  

“非传统动力——推动世界的新动力” 理学院科协 非传统动力小车设计制作大赛 

大学生科普作品成果展  12 月 15 日—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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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科学，科普博览”活动 

 

 
ifly 无动力滑翔机制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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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班班讲                        我为东北大学设计官网—Web设计大赛 
 

  科普短剧总决赛 
 

  科普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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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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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480 

2 东北大学 日常社会实践培训会 校团委 6 月 2 日 200 

3 东北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申报培训会 校团委 6 月 5 日 500 

4 东北大学 
2014 年东北大学暑期社会实践

“理论之光”答辩会 
校团委 6 月 19 日 400 

5 东北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校团委 7 月 14 日 380 

6 东北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总结培训会 校团委 9 月 12 日 38 

7 东北大学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汇报会（浑南

校区）第一、二场 
校团委 11 月 12 日 800 

8 东北大学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汇报会第三、

四场 
校团委 11 月 17 日-18 日 900 

9 东北大学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汇报会第五

至九场 
校团委 11 月 24-28 日 2000 

10 东北大学 “理论之光”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校团委 7 月-9 月 116 

11 东北大学 “一周一企”日常社会实践 校团委 9 月-12 月 500 

12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赴大连高新创业园“创

业沙龙”暑期实践调研活动 

东北大学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7月 6 

13 东北大学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暑期

实践调研活动 

东北大学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7 月 32 

14 东北大学 受资助学生回报社会行动 

东北大学

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 
7-8 月 90 

 

  
出征宣誓                                    出征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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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代表合影 

 

   
分享会现场                                优秀团队代表进行展示 

   

    
参观华晨宝马                                  参观可口可乐公司 

 

 

                                   
 



 

 

 

 

 

第四部分 素质教育成果展示 

 

                                               

2014 年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 

2014 年本科生申请专利一览表 

2014 年重要学生科技竞赛获奖数量统计表 

2014 年度学生获奖情况列表 

文化素质教育课题和教改项目统计列表 

文化素质教育研究成果统计列表 

文化素质教育教材、读物出版情况列表 

文化素质教育师资培养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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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 

 学生创新中心 

 

                                                                                                

 

机构改革的启示 
摘  要：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起源于美国，是医疗保险机构通过费用控制、治疗过程评价制度等实现

对医疗费用的有效管理和控制的一种体系。这是一种把提供医疗服务与提供医疗服务所需资金（保险保障）

结合起来，通过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达成的协议向投保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保险模式。管理式医疗保

险模式的核心是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提供者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抵御风险，实现控制费用目的。当

前，我国医保经办机构面临自身能力不足、对医保基金的监管力度不强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管理式医疗

保险模式，增强医保经办机构作为第三方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实现对医疗服务机构和医保基金的有效管

理和控制的目的。 
关键词：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  医保经办机构  费用控制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1 
项目成员：周晗代书梅 
指导教师：刘钊 
项目名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研究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研究 
摘  要：本研究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实验方法研究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问题。在目前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的主要指标基础上，确定研究变量、参数及其结构关系，构建了我国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系统动力学预测模型，对在现行政策不变的条件下 2013—2040 年基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
测。研究发现，现行政策不变条件下，基金累计余额从 2019年开始逐年降低，到 2026年基金累计余额出
现负值，到 2040年基金缺口将达到 174898.4亿元。通过对影响基金收支的各个主要变量的分析，发现基
金缺口主要是由统筹基金造成的，投资收益在基金收入中所占比例偏低，有很大提高空间。根据其中的问

题，提出政策建议，使得基金收支在未来能够保持平衡。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系统动力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1 
项目成员：周晗代书梅 
指导教师：刘钊 
项目名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以沈阳为例 
摘  要：当今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一个国家的崛起背后真正的支

撑力量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企业技术的创新关乎自身的生死存亡，科学

技术的革新也会间接影响到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高新技术往往代表着产业的发展方向,高新技术的发展往
往会引起产业结构性的巨大变化,迎来解除生产力桎梏后的飞速发展。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 高新
技术企业在企业单位中起着推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作用，在高新技术行业中起着推动行业结构升级、

降低行业总体成本、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自身与全行业经济效益的巨大作用。虽然高新技术具有以

上种种优点，但并不是所有的创造高新技术活动都能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在技术

创新过程中投入的技术创新资源或是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或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研究技术创新

效率的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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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作为辽宁省重要城市的沈阳市中的高新技术企业更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政策机遇，认真分析自身在技

术创新效率上的问题，逐一研究每个影响因素，摸索出一条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从而推动

自身的快速发展。本文即是沿着这一思路开展研究的。全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时代背景和

研究意义，第二部分围绕研究主题介绍了高新技术企业概况和特点和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从人

力投入、物力投入、财力投入和科技产出等方面对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现状进行了分析。第四

部分对分析的结果，提出了提升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2 
项目成员：刘华田唐耀佳赵夏荷 
指导教师：侯卉 
项目名称：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调研 
 

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分析 
摘  要：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

企业获取利润和发展的源泉。高新技术企业以先导性技术为支撑，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

资金密集等特点，技术创新能力是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而其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自身技术创新

能力大小。因此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阐述了

沈阳经济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情况，从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获得最大价值这个视角设计问

卷调查，通过对沈阳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调查，得到有关数据，将数据资料进行多次不同角度的分析，

探究影响沈阳经济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提高沈阳经济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

对策。 
关键词：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2 
项目成员：刘华田唐耀佳赵夏荷 
指导教师：侯卉 
项目名称：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调研 
 

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公示语英译对策研究——以沈阳地区为例 
摘  要：随着城市国际化的发展，公示语作为城市风貌的一部分，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沈

阳作为辽宁省的省会，其国际化程度在逐渐提升。本研究立足于沈阳地区汉语公示语的英译研究，以调研

实践为基础，对沈阳地区代表性公示语翻译现象进行了归纳，并以目的论为指导，提出相应翻译对策，旨

在为沈阳地区公示语建设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目的论；汉语公示语英译；翻译对策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3 
项目成员：许丽桐  曹华如  刘静姝  王鹤澎 
指导教师：张金玲 
项目名称：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公示语英译研究—以沈阳地区为例 
 

大学生寝室模块化智能家具系统设计研究 
摘  要： 进入 21世纪是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工业设计和家具设施设计的科技化不断提高，

信息化、智能化的设计方法正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生寝室家具作为学生寝室的核心，与学生

的生活、学习、交流、娱乐息息相关。目前，大学生寝室智能家具的设计缺乏系统理论与方法以及相关行

业标准。本文对大学生寝室智能家具系统设计进行初步的分析，指出设计原则及缺点，并对未来趋势进行

分析。 
关键词： 寝室智能家具系统设计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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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4 
项目成员：周兵王玉娟汪爽 
指导教师：张书鸿 
项目名称：模块化大学生寝室设施创新设计 
 

城市户外公益广告设计及选址优化研究 
摘  要：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应与时俱进，而公益广告是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种重要载体，户外公益广告更是公益广告形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当前我国城市户外公益广告的发

展现状却不尽人意，仍然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阐述了我国户外公益广告的发展现状，其次分析

了户外公益广告在投放选址和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再而研究了户外公益广告在设计与选址优化上的对策，

最后提出应提高户外公益广告作品质量，并设计出适应不同地域、可实施、模块化、系统化的户外公益广

告优化选址方案，使之和谐的融入城市景观中来。 
关键词： 户外公益广告 优化设计 选址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5 
项目成员：宝昕杜明敏王墨晗 
指导教师：霍楷 
 

户外公益广告优化选址与设计推广整合研究 
摘  要：现代化的城市不仅是表面文章，更主要的体现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文明的程度。

户外广告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户外广告作为增长最

迅速的广告媒体，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扩展和延伸。而公益广告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其他

形式所没有的功能与作用。文章以城市户外广告的发展为切入点，首先介绍了户外公益广告的作用，其次

阐述了户外公益广告的现状，再而研究了户外公益广告的发展对策，最后得出了为了提高社会公益广告的

设计水平，扩大公益广告的宣传功能，更大化的体现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对公益广告的感染力做

出提高的结论。 
关键词：户外公益广告，现状，发展，对策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5 
项目成员：宝昕杜明敏王墨晗 
指导教师：霍楷 
 

共同配送模式下校园快递配送中心选址模型研究 
摘  要：根据目前在电子商务发展迅猛背景下国内高校校园快递物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目前

各大高校采取的改进措施，提出建立校园快递共同配送的模式。给出了通过迭代重心法模型求解校园快递

共同配送物流中心选址问题的方法。并以东北大学为实例进行共同配送模式下校园快递选址，运用Mat lab
进行精确地迭代计算，验证了迭代重心法选址的可行性。 

关键词：共同配送；校园快递物流；选址模型；迭代重心法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6 
项目成员：李宣静李梦琪陈瀚 
指导教师：张翠华 
 

校园快递最后一公里难题研究基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模式研究 
摘要：在大学生中开展创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各高校都在积

极开展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在国内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创业指导实践的基础上，提

出了创业教育内容层次化框架的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大学生创业指导策略。高校肩负着培养人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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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主阵地。目前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缺乏系统的内容体系探讨，仅局限于实务层面。针

对此种情况，我们要根据需求调整目标，完善创业教育体系，通过创业实践活动加强学生的创业意识及创

业能力。创业教育对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教育模式；SWOT分析法；创业指导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7 
项目成员：侯梦琪孙静皓张鑫 
指导教师：初青松 
项目名称：重点高校创业教育的实证研究 
 

浅析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 
摘  要：今年大学生就业季已经接近尾声。在持续低迷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创业曾被寄予厚望。然

而，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持续低迷，失败率逾九成。[1]大学生缺乏创业能力是导致创业失败率高的主要原因。
资源条件是创业能力的基础，专业技能是创业能力的核心，创业素质是创业能力的灵魂，创业能力的强弱

决定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是开展创业教育与教学的需要，是国家培养创业型人才

的迫切要求，有利于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高校、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纷纷大胆实践，探索大学生

创业能力培养的新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能力；途径；实践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7 
项目成员：侯梦琪孙静皓张鑫 
指导教师：初青松 
项目名称：重点高校创业教育的实证研究 
 

管理层激励对企业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现有研究管理层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基本都以应计盈余管理为对象，本文将研究范围

扩展到另外一种重要的盈余管理方式――真实盈余管理，以 2002-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
察了管理层激励对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替代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薪酬

总额均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因此尽管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或货币薪酬

激励能显著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这会导致公司转而采用应计项目操纵手段来实现盈

余管理目标。对管理层类别的明细检验结果发现这种替代关系只存在于董事或高管人员，对监事的激励效

果则不显著。按照终极控制人性质、新会计准则及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替代关系在

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均存在。最后检验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对整体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显著，但管理层薪

酬总额能显著减少整体盈余管理行为，即此时真实盈余管理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应计盈余管理上升幅度。 
关键词：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薪酬总额；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9 
项目成员：王泽燊郝文瀚王洋 
指导教师：袁知柱 
项目名称：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经济后果差异比较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 
摘  要：现有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基本都以应计盈余管理为对象，本文将研究

范围扩展到另外一种重要的盈余管理方式――真实盈余管理，以 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替代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因此尽管机构投资者治理能显著抑制中国

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这会导致管理层转而采用应计项目操纵手段来实现盈余管理目标。对机

构投资者明细类别的检验结果发现这种替代关系存在于投资基金、证券公司、QFII、保险公司、社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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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企业年金、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银行持股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按照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

股权分置改革及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中均存在，且相

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更强。最后检验

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整体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即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下，真实盈余管理

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应计盈余管理上升幅度，整体盈余管理呈现下降趋势。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持股；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替代关系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9 
项目成员：王泽燊郝文瀚王洋 
指导教师：袁知柱 
项目名称：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经济后果差异比较 
 

投资者保护、终极控制人性质与企业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 
摘  要：本文沿用 Cohen et al.(2008)的分析框架，以 2007-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

了地区投资者保护、终极控制人性质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投资者保护

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因此尽管投资者保护制度能显著抑制中国上市

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这会导致公司转而采用真实经济业务操纵手段来实现盈余管理目标。按照终

极控制人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替代关系只存在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

投资者保护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投资者保护与整体盈余管理显著

正相关，因此在强投资者保护制度下，应计盈余管理的下降幅度要小于真实盈余管理的上升幅度，即整体

盈余管理呈现增加趋势。 
关键词：投资者保护；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终极控制人性质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9 
项目成员：王泽燊郝文瀚王洋 
指导教师：袁知柱 
项目名称：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经济后果差异比较 
 

国际“四大”代表高审计质量吗？基于股价波动同步性视角的考察 
摘  要：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从 1992年进入中国，经过 20余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审计市

场的重要审计力量。然而对于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是否显著高于国内“非四大”这一重要问题，现有
文献并没有达到一致结论。本文基于股价波动同步性新视角，以 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
这一问题进行了再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同步性与“非四大”没有显
著差异，这说明两者提供的审计质量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对各“四大”事务所的单独检验结果发现，安永华
明、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中天的审计质量与“非四大”的差异均不显著。最后按照会计准则、
投资者保护程度、终极控股人性质及管理层持股等方法将样本分组检验，发现在各种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

境下审计质量仍然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国际“四大”；国内“非四大”；审计质量；股价波动同步性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9 
项目成员：王泽燊郝文瀚王洋 
指导教师：袁知柱 
项目名称：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经济后果差异比较 
 

二手商品在线交易中网络营销上信誉评价指标模型 
摘  要：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是二手商品在线交易中网络营销商信誉评价模型以及评价系统。针对现存

的评价系统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及评价生命周期短的问题。我们引入作为延保的第三方作为评价主

体，通过调查问卷获取相关评价指标及所占数据比例，运用 AHP方法构建评价模型。以评价模型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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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PHP+MySQL+Dreamwaver开发网络营销商信誉评价系统。 
关键词：电子商务 信誉评价 第三方延保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11 
项目成员：高珊珊车钰洁张多琦 
指导教师：卢震 
项目名称：二手市场在线交易中网络营销商信誉评价系统设计与构建 
 

蜂窝夹芯板 ANSYS模态下动力学特征 
摘  要:研究蜂窝夹芯板在不同设计参数下抗撞击性能和能量吸收机制。利用C语言编写蜂窝夹芯板的

命令流，在ansys/ls-dyna环境下进行有限元计算，求出不同设计参数下蜂窝夹芯板在中速撞击时的应力与
应变，从应力应变的比较中找到最优的蜂窝夹芯板的设计参数。ansys/ls-dyna模态实验的结果表明：不同
设计参数下蜂窝夹芯板撞击时的动力学特征会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设计参数包括蜂窝夹芯板的板厚比、

厚长比、胞元长度等。改变蜂窝夹芯板的设计参数，找到合适的参数设计，会极大地提高蜂窝夹芯板的抗

撞击性能和能量吸收能力。 
关键词：蜂窝夹芯板；撞击；结构参数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15 
项目成员：宦强张泽鑫赵佳祥 
指导教师：李永强 
项目名称：中速撞击下蜂窝夹芯板的动力学特征 
 

基于 ansys的冲击载荷下蜂窝夹芯板的动力学响应 
摘  要：以四边固支铝基蜂窝夹芯板为研究对象，针对蜂窝夹芯板胞元中添加颗粒的位置及填充量对

动力学响应的影响,进行了 ansys数值模拟计算，并比较了不同条件下的蜂窝夹芯板应力应变值。结果表明：
在冲击载荷下，蜂窝夹芯板胞元中添加颗粒后能很好地减小应力应变值，增大蜂窝夹芯板的吸能效果。颗

粒填充范围为 0.2-0.25、颗粒填充数为两粒时，蜂窝夹芯板的应力应变值最小，吸能效果最佳，过多的填
充不仅不具有更好的吸能效果，反而会激振蜂窝夹芯板。 

关键词：蜂窝夹芯板；冲击载荷；颗粒；填充范围；填充颗粒数；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015 
项目成员：宦强张泽鑫赵佳祥 
指导教师：李永强 
项目名称：中速撞击下蜂窝夹芯板的动力学特征 
 

H13钢表面激光熔覆耐磨涂层正交化工艺研究 
摘  要：为改善 H13钢表面性能，采用激光熔覆方法，在 H13钢表面制备了 Co42高硬度涂层。对不

同工艺下涂层的稀释率、粗糙度、表面形貌、显微组织及硬度分布等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工艺参

数（离焦量、扫描速度、脉宽、频率）对涂层的稀释率、粗糙度和表面形貌等有很大影响。最佳工艺参数

为离焦量 20mm、扫描速度 1.7mm/s、脉宽 2.0ms、频率 30Hz。此参数下制备的熔覆层厚度约为 230µm，
显微组织为致密细小的枝晶结构，与基底形成了良好的冶金结合。自熔覆层至基底，显微硬度梯度下降。

熔覆层内的平均显微硬度为 650HV0.1，为基体硬度（240HV0.1）的 2.7倍，显著提高了 H13钢的表面性能。
这一结果对推动搅拌摩擦焊技术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激光技术；搅拌摩擦焊；耐磨涂层；正交化研究；显微组织及硬度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19 
项目成员：李卓刘思奇吴林辉 
指导教师：杨玉玲 
项目名称：离子修饰钙-硅基生物陶瓷涂层制备及其体外活性研究 



| 2014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84 

 

以碳粉为负极材料制备锂离子电池及电池性能测试 
摘  要：在能量存储技术中，锂离子电池是高能量密度的电化学电源。本文以碳为负极材料，涂

膜制备了负极片，以锂片为正极片制备了 CR2016锂离子电池，并对其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了碳粉
为锂电负极材料的特性。 

关键词：锂离子电池；碳材料；电池性能；创新实验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21 
项目成员：赵君单琬斐夏心贝 
指导教师：杜安 
项目名称：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研究 
 

一种新的宏观交通流模型 
摘  要： 本篇论文从微观的车辆跟驰理论思想出发，对跟驰车辆的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虑，并

按照交通流研究中通常采用的微观—宏观参量间的联系方法，得到了一种新的动力学模型。新模型不仅考
虑了车辆间相对距离对后车加速度的影响，并以线性加权的方式考虑了车辆相对速度的影响，使得新模型

更加符合实际的交通情况。另外，我们发现一些经典的连续交通流模型可以视为新模型的特例,例如Payne

模型、Wiltham 模型和 )1998(Zhang 模型。此外，论文研究了新模型的特征速度，发现新模型是否具有

各向异性由各项异性因子决定。论文也讨论了新模型的线性稳定性，发现新模型是恒稳定的。 
关键词：跟驰模型；宏观交通流模型；线性稳定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31 
项目成员：胡云逸张志忠芦姗 
指导教师：邵新慧 
项目名称：交通流动态规划模拟计算与智能交通系统的研发 
 

分室步进式自清灰袋式除尘器清灰效果研究 
摘  要：应用实验设计的新型分室步进式自清灰袋式除尘器，研究了清灰风速、粉尘负荷变化条件对

于滤袋清灰效果的影响，提出了有效清灰率这一衡量清灰效果的新概念。实验对比了 PPS和 PPS覆 PTFE
两种滤袋，分别分析控制条件变化对其影响。结果表明分室步进式自清灰袋式除尘器是一种有效的新型自

清灰方法。 
关键词：袋式除尘器；自清灰；清灰机理；清灰效果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36 
项目成员：周伟男孙曼丽林琦 
指导教师：郝文阁 
项目名称：分室步进式含尘气流冲刷自清灰袋式除尘器结构设计及清灰机理研究 

 

石湖金矿床交代蚀变岩光谱识别技术及其找矿意义 
摘  要:在河北石湖金矿区利用 350-2500nm 反射光谱识别技术,确定了矿体及蚀变围岩中的热液蚀变

矿物主要有白云母、绿泥石、方解石、高岭石。结合光、薄片鉴定结果，建立了适用于河北石湖金矿矿区

蚀变岩识别的地物光谱库。将不同解混次数解混的结果与 XRD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利用 SpecMin3软
件解混三次可得最佳解混效果。石湖矿区矿脉的围岩蚀变常具有一定的分带性，在矿脉附近以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和硅化为主,远离矿脉则只有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的范围通常介于黄铁矿化与绿泥石化之间。黄铁
矿化、绢云母化、石英化是石湖矿区良好的示金蚀变, 黄铁绢英岩是典型的找矿标志，绿泥石化远离矿带，
即使近矿蚀变以绿泥石为主，此矿脉中含金的品位也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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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射光谱；矿物识别; 围岩蚀变; 石湖金矿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37 
项目成员：刘嘉成袁洲王英鹏 
指导教师：姚玉增 
项目名称：粘土蚀变信息的高光谱识别实验研究 
 

吸附法处理含 Pb(Ⅱ)废水的研究进展 
摘  要：水体中的Pb2+污染对人体健康及生态系统都有着严重危害，含Pb2+废水的处理已经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吸附法是指利用吸附剂与杂质、色素物质、有毒物质、产品之间分子引力的差异，从而起

到分离净化作用方法。本文对吸附法去除重金属Pb2+污染的研究和应用现状进行了综述，首先简要介绍了

吸附法除Pb2+的特点，重点综述了活性炭、天然有机吸附剂、天然无机吸附剂和合成吸附剂去除Pb2+的性

能、特点和研究进展。其次对吸附剂吸附Pb2+的影响因素、吸附机理、吸附等温式和吸附动力学模型等进

行概述。吸附法去除重金属的原理主要是通过表面吸附、表面沉积、离子交换或静电吸引。论文最后提出

通过改性制备高效吸附剂和加强对吸附剂解吸作用的研究等建议。  
关键词：Pb(Ⅱ)；吸附；废水处理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39 
项目成员：刘日辉陈江伟邓烁 
指导教师：姜彬慧 
项目名称：磁性生物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对重金属的去除作用研究 
 

改性玉米芯法吸附水中 Zn2+的研究 
摘  要：重金属污染是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探明生物吸附剂对水体中重金属离子的净化作

用，通过微波辐照、酸碱及 NaCl 浸泡对玉米芯改性，以改性玉米芯对 Zn2+的吸附率作为参考指标，运用

控制变量法确定最佳改性条件为：微波照射功率 280 W，辐照时间 5 min，氯化钠质量浓度 0.3%。改性玉
米芯对水中 Zn2+的最佳吸附条件为：玉米芯粒径为 1.5 mm，用量 20 g/L，吸附时间 30 min，摇床转速 180 
r/min，ZnCl溶液 pH为 6左右。结果表明，改性玉米芯对低浓度 Zn2+的吸附率达 90%以上。可见，改性玉
米芯对水体中重金属(锌)具有较好地吸附性能。 

关键字：改性玉米芯； 微波； Zn2+； 吸附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39 
项目成员：刘日辉陈江伟邓烁 
指导教师：姜彬慧 
项目名称：磁性生物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对重金属的去除作用研究 
 

混杂纤维细石混凝土阻裂效应试验研究 
摘  要：在对混凝土工程结构表面进行修补、加固时, 由于结构截面尺寸的限制，往往采用较小骨料

粒径的细石混凝土。将杜拉纤维（19mm）和玄武岩纤维（20mm、30mm）混杂掺入细石混凝土中，采用
刀口诱导约束法对其进行抗裂试验研究，通过素混凝土和掺入不同种类和掺量的纤维混凝土对比，试验结

果表明：SP-3试件（混掺 2.5 kg/m3、30mm玄武岩纤维和 0.9 kg/m3的杜拉纤维）阻裂效果最佳。 
关键词：细石混凝土；刀口诱导约束法；杜拉纤维；玄武岩纤维；阻裂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1 
项目成员：佟可蕙文思翔李忠喆 
指导教师：李艺 
项目名称：混杂纤维混凝土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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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辊磨技术在武平铜银矿选矿中的应用分析 
摘 要：高压辊磨机是近年来基于层压粉碎开发的新型粉磨设备。本文中通过对铜银多金属矿经常规

颚式破碎机破碎及高压辊磨机破碎产品的碎磨试验比较分析，及选别指标的提高等方面，论证高压辊磨机

在金属矿选矿中应用的可行性。 
关键词：高压辊磨机；金属矿；碎磨；选矿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2 
项目成员：王娜程曦李二垒 
指导教师：印万忠 
项目名称：高压辊磨后金矿石的工艺矿物学特性和分选特性研究 
 

单轴压缩条件下砂岩准静态及松弛效应研究 
摘  要：采用东北大学自制的岩石三轴松弛试验机，在单级和分级加载条件下完成砂岩的单轴压缩应

力松弛试验。基于试验结果，分析不同加载位移水平下岩石的应力、轴向位移、轴向应变随时间的变化规

律。选取Maxwell模型和经验模型来描述砂岩的应力松弛特性，采用 LM-NLSF 法对模型参数进行辨识。
对比模型拟合曲线与试验曲线，二者吻合较好，表明经验模型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砂岩的应力松弛特性，

辨识得出的模型参数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另外，岩石在长时间恒定位移加载作用会使得损伤进一步加剧，

从而试样松弛稳定后所对应强度低于原有试样强度。 
关键词：松弛，单次加载，分次加载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3 
项目成员：徐继涛赵永覃健 
指导教师：朱万成 
项目名称：岩石松弛过程动态扰动效应的实验研究 
 

楔块滑落临界状态判别新方法及其实验验证1 
摘  要：楔块滑动判别是碎裂岩质边坡工程稳定性分析和加固方案选择的关键技术，提出楔块极限平

衡状态时新的判别准则，通过研究楔块滑落过程及其极限平衡状态，得到不同条件下楔块滑落函数方程。

基于试验结果分析，并与函数方程对比，提出与该曲线相吻合的二次函数关系式，分析了极限平衡状态下

楔块的力学状态，深入讨论了结构面参数（方位、粗糙度系数 JRC）对函数式中系数的影响。推导出滑块
粗糙度系数 JRC与结构面交角条件下 β-α（倾斜角-旋转角）关系曲线，以此作为楔块与否的判别准则，实
验结果验证其具有有效性，具有在工程中推广应用前景。 

关键词：结构面；稳定性；极限平衡；函数分析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5 
项目成员：钟山高轩麟王一然 
指导教师：王述红 
项目名称：节理岩体结构面参数标定及其模型试验 
 

基于块体滑落试验判别方法及其边坡应用 
摘  要：楔块滑动判别是碎裂岩质边坡工程稳定性分析和加固方案选择的关键技术，提出楔块极限平

衡状态时新的判别准则，通过研究楔块滑落过程及其极限平衡状态，得到不同条件下楔块滑落时 β-α（倾
斜角-旋转角）关系曲线的函数方程。基于试验结果分析，定量分析结构面参数（方位、粗糙度系数 JRC）
对函数式中系数的影响，推导出在已知滑块粗糙度系数 JRC与结构面交角条件下求 β-α（倾斜角-旋转角）
关系曲线的方法。 

关键词：结构面；稳定性；极限平衡；函数分析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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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员：钟山高轩麟王一然 
指导教师：王述红 
项目名称：节理岩体结构面参数标定及其模型试验 
 

基于工程岩体内摩擦系数等效模型数值试验  
摘  要：岩体是由许多的结构面组成的复杂结构体，受到剪切破坏时常有裂隙产生。为了研究裂隙岩

体在滑落时所具有的规律，深入讨论工程岩体内摩擦系数等效参数,进而为岩体工程的稳定性提供参考，本
文基于摩尔库伦强度准则，假定最小主应力与最大主应力 σ1~σ3为线性关系，以内摩擦系数为核心推导摩

尔库伦强度准则情况下的等效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 ABAQUS有限元分析平台,嵌入所提的等效模型，
模拟试验中不同倾向、倾角的楔形块体滑落时的状态，深入讨论和分析了相关参数，并与实验室模型试验

结果进行比较，得出所提等效模型可用于表征裂隙力学特性分析，验证了该模型适用裂隙岩体稳定性分析

的结论。 
关键词：裂隙岩体；内摩擦系数；等效模型；数值分析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5 
项目成员：钟山高轩麟王一然 
指导教师：王述红 
项目名称：节理岩体结构面参数标定及其模型试验 
 

楔块滑落状态曲线函数方程的求解与应用 
摘  要：楔块滑动判别是碎裂岩质边坡工程稳定性分析和加固方案选择的关键技术，提出楔块极限平

衡状态时新的判别准则，通过研究楔块滑落过程及其极限平衡状态，得到不同条件下楔块滑落时 β-α（倾
斜角-旋转角）关系曲线的函数方程。基于试验结果分析，定量分析结构面参数（方位、粗糙度系数 JRC）
对函数式中系数的影响，推导出在已知滑块粗糙度系数 JRC与结构面交角条件下求 β-α（倾斜角-旋转角）
关系曲线的方法。 

关键词：结构面；稳定性；极限平衡；函数分析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5 
项目成员：钟山高轩麟王一然 
指导教师：王述红 
项目名称：节理岩体结构面参数标定及其模型试验 
 

楔块滑落临界状态判别新方法及其实验验证 
摘  要：楔块滑动判别是碎裂岩质边坡工程稳定性分析和加固方案选择的关键技术，提出楔块极限平

衡状态时新的判别准则，通过研究楔块滑落过程及其极限平衡状态，得到不同条件下楔块滑落函数方程。

基于试验结果分析，并与函数方程对比，提出与该曲线相吻合的二次函数关系式，分析了极限平衡状态下

楔块的力学状态，深入讨论了结构面参数（方位、粗糙度系数 JRC）对函数式中系数的影响。推导出滑块
粗糙度系数 JRC与结构面交角条件下 β-α（倾斜角-旋转角）关系曲线，以此作为楔块与否的判别准则，实
验结果验证其具有有效性，具有在工程中推广应用前景。 

关键词：结构面；稳定性；极限平衡；函数分析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5 
项目成员：钟山高轩麟王一然 
指导教师：王述红 
项目名称：节理岩体结构面参数标定及其模型试验 
 

                                                        
 



| 2014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88 

岩石破坏滞后效应的试验研究 
摘  要：在深埋地下岩石工程开挖过程中，岩爆是多发的工程灾害。所谓岩爆是高地应力条件下地下

工程开挖过程中，硬脆性围岩因开挖卸荷导致储存于岩体中的弹性应变能突然释放，因而产生爆裂松脱、

剥落、弹射甚至抛掷的一种动力失稳地质灾害。多数岩爆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即大部分岩爆并不是随开

挖而即时发生，而是会滞后开挖一段时间。由于这时施工人员常常认为岩爆的危险已经过去，因而放松防

范或过早进入作业区而遭遇危险。本项目采用岩石试件，在实验室开展一系列岩石力学试验，通过对岩样

采用不同加载方案、不同应力路径，观察岩石损伤表现、记录应力应变曲线，对比特征现象，寻找岩体开

挖滞后性破坏的规律，探究加载上限值、应力阈值等，对深部围岩变形破坏的滞后行为进行初步探索。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46 
项目成员：汪英佶王婷婷王文超 
指导教师：贾蓬 
项目名称：岩石破坏滞后效应的试验研究 
 

含硼铁精矿综合利用研究进展∗2 
摘  要：介绍了我国硼矿资源现状及硼铁矿资源特点。在现有硼铁矿选矿分离技术的基础上，重点分

析了高炉法、直接还原—电炉熔分法、深度还原—磁选分离法、烧结矿添加剂及一步法等工艺对含硼铁精
矿的综合利用现状；针对以上含硼铁精矿硼铁分离工艺所存在的弊端，提出了采用煤基直接还原-磁选选冶
联合流程处理含硼铁精矿的新思路，并对含硼铁精矿的开发利用作了一定的展望。 

关键词：含硼铁精矿；综合利用；硼铁分离；展望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 
项目成员：祝昕冉陈洪运宫贵臣 
指导教师：高鹏 
项目名称：基于选择性还原技术的含硼铁精矿综合利用基础研究 
 

激光扫描追踪人体目标的算法研究 
摘  要：为了实现对人体目标的追踪，在使用二维激光扫描仪的前提下，设计了一种基于激光图像扫

描的新型算法。二维激光扫描仪通过旋转的光学部件发射光脉冲，形成二维的扫描面，以实现区域扫描及

轮廓测量功能。该算法应用了 C语言与 MATLAB混合编程，通过对人体目标肩部截面进行椭圆拟合，实
时测取运动人体目标的距离、角度和方位信息，并通过MATLAB GUI显示。距离范围为 0~4m，精度优于
0.05m。角度范围为 240°，角度跟踪精度优于 2°。方位范围为 360°，方位精度最高 1°。反复试验的结果表
明：利用激光扫描仪测取的人体目标的位置信息与真实的人体目标的位置信息相比，二者基本吻合。说明

该算法可用于需要对人体目标进行实时追踪的工程应用中，例如用于对人体目标实时跟随的移动平台或机

器人中。 
关键词：激光扫描测距仪；追踪；椭圆拟合；混合编程；MATLAB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51 
项目成员：郭爱波李木岩郑兴文 
指导教师：王宏 
项目名称：多模式智能轮椅 
 

PAM仿生肘关节运动学逆解建模及验证 
摘  要：针对三自由度气动人工肌肉（PAM）仿生肘关节，首先利用伪刚体模型法，建立其运动学逆

解数学模型；其次，根据上述模型对机构运动学逆解进行仿真分析；最后，搭建气动肌肉仿生肘关节的仿

真系统模型，利用所建运动学逆解模型实现对机构虚拟样机的 PID控制。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设计工
作空间内，三根气动肌肉长度变化连续、平稳，说明机构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平滑性；且通过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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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参数，机构前臂圆盘转角轨迹曲线与期望轨迹曲线基本吻合，从而验证了机构运动学逆解模型的准确
性。 

关键词：PAM；仿生肘关节；伪刚体模型；运动学逆解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54 
项目成员：柳强胡里通马志沣 
指导教师：郝丽娜 
项目名称：气动仿生三自由度旋转关节结构设计 
 

气动人工肌肉上肢仿生关节设计 
摘  要：气动系统以其具有结构简单、无污染、维修方便等优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基于人体

的拮抗肌对拉驱动原理，利用气动人工肌肉（PAM）驱动器，设计了三自由度（3-DOF）的仿生关节。在
Adams环境下建立关节模型虚拟样机，并对其进行了运动仿真。仿真结果表明，该仿生关节结构运动曲线
平滑、运动平稳、柔顺性好，满足 G设计要求。除此之外，对加工出的原理样机进行了可行性实验验证，
绕 X轴的旋转实验表明: a.当充气压力越大，前臂平台转角速度越快，b.当充气压力在 2bar及以上时前臂平
台转角达到所需角度。绕 Z轴的转角实验表明，前臂圆盘的转角范围为可达所需角度，验证了机构的可行
性。 

关键词：仿生关节；气动人工肌肉（PAM）；三自由度（3-DOF）；运动仿真；可行性实验验证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54 
项目成员：柳强胡里通马志沣 
指导教师：郝丽娜 
项目名称：气动仿生三自由度旋转关节结构设计 
 

一种通过人体运动驱动的呼吸过滤器装置 
摘  要：一种通过人体运动驱动的 pm2.5呼吸过滤器装置属于运动健身和空气污染防护技术领域。本

项目是将人体在走步或跑步过程中的摆臂运动转化为气缸活塞的往复运动，以此吸入和排出空气；气体在

排出气缸过程中，通过空气过滤片实现空气过滤功能；将过滤后的空气通过气体输送管导到呼吸面罩，在

锻炼双臂力量的同时，获得满足呼吸要求的过滤空气。 
关键词：人体；运动；过滤器；空气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57 
项目成员：石晏霖赵陈李瑞 
指导教师：隋天中 
项目名称：一种人体运动 PM2.5呼吸过滤器研制 
 

一种流量可控的微型罗茨泵 
摘要：本文以一种微型采样泵的设计为依托，探讨了微型罗茨泵的流量和功率；探讨了微型罗茨泵结

构设计以及用单片机控制罗茨泵抽气量的实现方式。 
关键词：微型罗茨泵；转子线型；气体采样；调速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58 
项目成员：何庆超黄赟杨胜男 
指导教师：蔺增 
项目名称：一种微型罗茨采样泵的设计 
 

基于 2R-2P并联机构的振动切削结构的研究 
摘  要：针对传统切削加工中刀具与工件连续的接触式切屑去除过程，应用振动切削刀具和工件的分

离特性降低切削力、切削温度从而提高加工精度的原理，提出一种基于 2R-2P机构的刀尖可做椭圆轨迹振
动的切削结构。首先阐释了椭圆振动切削表面形貌形成的机理和刀尖的微观运动轨迹，接着完成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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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动分析，得到刀尖振动曲线，最后通过进行静力学和动力学分析，得出刀尖受到周期性变化外力作用

时的应力应变分布规律以及结构模态振型和谐响应结果，验证该结构的可行性以及能够使刀尖产生平面内

椭圆轨迹的结论。 
关键字：振动切削；压电振子；椭圆轨迹；力学分析；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59 
项目成员：陈汐张涛李文博 
指导教师：邹平 
项目名称：超声振动车削工作头 
 

适用于钢的软接触电磁连铸的两段式无缝结晶器的研发 
摘  要： 连铸工艺中结晶器内初始凝固状态的控制对提高铸坯表面质量十分重要。软接触电磁连铸

技术可有效控制铸坯初始凝固过程，是从根本上改变铸坯质量的一项电磁冶金技术。钢的软接触电磁连铸

技术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关键取决于结晶器同时满足透磁率高及冷却效果良好的要求。本研究目的是研制

并开发一种适用于钢的软接触电磁连铸生产的两段式无缝结晶器，该结晶器的铜管由上部透磁效果好的铜

合金和下部导热效果好的铜构成，两者间采用特殊方法平滑衔接，结晶器套管壁上无切缝。此结晶器既可

以保证磁场在金属弯月面附近具有均匀良好的透磁性达到“软接触”效果，同时又保证在弯月面以下液态金
属具有良好的冷却效果，而且，结晶器强度高、可加工性强，保证软接触电磁连铸的改善表面质量（振痕

与裂纹）、提高拉速等工业效果。 
在高频电磁场的作用下，铜质结晶器有集肤效应，导体的电阻越小，集肤层厚度越小，磁场的穿透性

越低。考察国标中现有的高电阻铜合金材料的电阻仍难以满足透磁效果的要求，故采用铸造法制备高透磁

效果的铜合金材料，探索元素含量变化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得到的最佳铜合金成分为 1.2%Ti 5%Si 10%Mn 
3%Al 1%P 79.8%Cu，其电阻率为 7.9×10-7Ω·m，抗拉强度为 530±10 MPa。并采用氩弧焊法可较好的实现上
下半段的连接。 

关键词：软接触电磁连铸、两段式无缝结晶器、透磁效果、电磁场、弯月面、高电阻铜合金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63 
项目成员：林爱国徐程洪永放 
指导教师：王强 
项目名称：适用于钢的软接触电磁连铸的两段式无缝结晶器的研发 
 

TC4钛合金阳极氧化及其 PTFE复合涂膜耐摩擦磨损性能研究 
摘  要：研究了 TC4钛合金阳极氧化及与 PTFE制备的复合涂膜的耐摩擦磨损性能，结果表明，采用

恒电位阳极氧化法，在 H2SO4电解液体系中影响 TC4钛合金氧化多孔膜孔径尺寸、均匀性及膜厚的主要因
素是 H2SO4 浓度、氧化电压和温度；时间对膜孔影响较小，氧化到一定时间后膜厚不再增大；当 H2SO4

浓度为 0.5~0.8mol/L、电压 120-130V、温度-5~5℃条件下，氧化 120min，膜厚约为 12µm，孔径约 150-400nm，
膜孔分布均匀；试验结果表明，钛合金阳极氧化-PTFE复合涂层摩擦系数约为 0.20，而 TC4钛合金基体摩
擦系数约为 0.44，比钛合金基体降低了约 54%，磨损量比 TC4 钛合金基体降低约 70%，显著提高了自润
滑减摩、耐磨性能。 

关键词：TC4钛合金，阳极氧化，PTFE，复合涂膜，摩擦、磨损性能；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64 
项目成员：杜承天梁琛赵丽婷 
指导教师：杨中东 
项目名称：低污染型钛合金微孔阳极氧化及 PTFE复合自润滑膜制备研究 
 

天然气热解还原铜渣中有价金属元素的研究 
摘  要:我国的铜矿资源相对贫乏，未开采的铜矿资源特点是富矿少、贫矿多、原矿品位低、采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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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冶炼过程中产渣量大。目前世界上工业铜渣贫化的方法主要有火法贫化、炉渣选矿和湿法浸出三种。工

业上大都采用火法贫化，用黄铁矿、碳等重熔还原，但其反应慢能耗高且产生废气污染。基于此，课题组

提出了采用天然气热解还原提取铜渣中有价金属元素的新工艺。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反应为气液反应，速

率快；天然气资源丰富，热值高，无污染。 
本课题的目的是研究铜渣天然气还原热解过程的影响因素，即反应温度、熔体碱度、保温时间、天然

气通入量。以铜渣和天然气直接反应的热力学分析作为基础，在中频感应炉中做 3kg放大实验。利用 XRD、
SEM、ICP、化学分析、金相显微镜等手段分析实验结果，得出了以下结论： 
反应温度为 1300 ~1500℃ ℃范围内，铜渣中 Fe2SiO4、Fe3O4、CuO、ZnO、MoO 等氧化物可发生还原

反应，铜渣中其他化合物如 CaO、SiO2、Al2O3等则不可能发生还原反应；当温度>954K 时，还原反应主
要以生成 CO的反应为主；当温度<954K时，还原反应以生成 CO2反应为主。 
用 200g铜渣进行实验，加入氧化钙 50g，即碱度 1.0，反应温度 1425℃，天然气流量 90ml/min，入口

压力 0.1Mpa，通气时间 150min，天然气通入量是理论量 1.3倍是时，金属的还原率 91.71%，随着保温时
间的增加，还原后渣中金属铁减少，天然气通入量是理论通入量 1.5倍时，金属还原率为 93.51%。 
公斤级铜渣还原热解实验中，随着通氧气时间的增加，还原后渣中和所得金属中 S含量不断减低，通

氧气 40min后渣中 S的含量降低到 0.158%，还原所得金属中 S含量最低能达到 0.029%。金属还原率随着
天然气通入量的增大而增大，当通入天然气流量为 150L/h，通气 1h，渣中含铜 0.161%，含铁 4.08%，金
属总的还原率 79%。铜渣经氧化脱硫和天然气热解还原后，渣中的大部分 S被氧化脱除，进入烟气，大部
分 Zn和 Pb经高温挥发以氧化物的形式进入烟气。有少量的Mo进入金属相中，SiO2、CaO、Al2O3、MgO
全进入渣相。 
实验室条件下，初步获得制备了含铜抗菌不锈钢的铁水。经过合金化，得到符合不锈钢成分的含铜钢

水。 
关键词：天然气；热力学；铜渣；热解还原；含铜钢水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67 
项目成员：赵大鹏王超梁鹏 
指导教师：牛丽萍 
项目名称：天然气高效清洁提取铜渣中铜铁基础研究 
 

高铁 FexOy - Al2O3 - SiO2三元体系碳热还原过程热力学分析 
摘  要：创造合适的物理化学条件，可使高铁(FexOy - Al2O3 - SiO2)多元体系中的含铁物相选择性地还

原、形核、聚集长大并形成铁相，铝、硅组元选择性地进入渣相，从而便于分离与提取。促进含铁物相选

择性还原的物理化学成因可以归纳为：控制反应温度形成还原性较佳的固相反应产物，提高 CO分压增强
含铁固相反应产物还原关键反应 FeAl2O4 + CO = Fe + Al2O3 + CO2的热力学趋势，使体系中 Fe尽可能与
Al2O3分离。研究表明，为实现 FexOy - Al2O3 - SiO2体系中铁与铝、硅组元的分离，其临界反应温度高于

1501.15K，临界 CO分压高于 92.13%。反应过程中，含铁物相的演变规律为：Fe2O3 → FeO → FeAl2O4 → 
Fe，含铝物相的转变历程为：Al2O3 → FeAl2O4/Al2SiO5 →Al6Si2O13。 

关键词：FexOy - Al2O3 - SiO2体系;  碳热还原;  热力学;  固相反应;  物相转变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68 
项目成员：杨景鑫汪燃白鹏飞 
指导教师：储满生 
项目名称：高铁铝土矿热压块预还原-电炉熔分铁铝分离新工艺 
 

侧底复吹 RH真空精炼中均混特性的物理模型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相似原理，建立了几何相似比为 1：5 的水模型，对 RH 精炼过程钢液循环流动行

为进行研究。考察了提升气体流量、真空度、不同吹气方式以及不同形状的浸渍管对混匀时间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均混时间随吹气量增大先减小后增大，随真空度增大而减小。在相同吹气流量下，单独采用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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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吹方式或单独采用椭圆形浸渍管，均混时间减小。 
关键词：RH精炼 均混时间 真空度 浸渍管 物理模拟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69 
项目成员：刘政稳韩继彪李晨光 
指导教师：雷洪 
项目名称：底吹单管 RH内冶金传输行为研究 
 

凝胶注模工艺制备陶瓷毫微球的研究 
摘  要：本文使用普通商业α-Al2O3 粉体，对凝胶注模成型氧化铝陶瓷的工艺进行研究，在获得流动

性良好的氧化铝浆料的基础上，利用氧化铝液滴在油性介质中受表面张力作用会自动缩聚成球的原理来制

备氧化铝小球。通过测试氧化铝浆料的粘度后得到凝胶注模的最佳工艺参数：散剂为柠檬酸铵，用量为粉

体质量的 0.4wt%；有机单体与交联剂的质量比为 10:1，总量为去离子水质量的 15wt%。在随后的氧化铝
小球成型过程中发现：油性介质加热到一定的温度，能够缩短凝胶固化的时间，从而有利与小球成型；油

性介质的粘度在一定粘度范围内越大，成型出的小球球形度越好，小球尺寸也越小，粘度过大则会使小球

表面粗糙度增加。 
关键词：凝胶注模；氧化铝；陶瓷微球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70 
项目成员：刘柳陶然张振宇王韦丹 
指导教师：李晓东 
项目名称：具有“回音壁”模的 Er/Yb:Y2O3多晶透明陶瓷微球光学谐振腔的可控尺寸制备 
 

钢渣清洁循环生产及 CO2直接矿化过程的水模型实验研究 
摘  要：针对碱性洗水或废弃物矿浆中含有过饱和 Ca2+的水质特点，项目研究形成了利用二氧化碳废

气，采用气泡微细化高效喷气强化去除洗水中 Ca2+，防止管路结垢形成，同时直接高值矿化碳酸钙的专利

技术。通过控制反应条件对气液固多相反应过程中矿化产物碳酸钙的粒度及形貌进行调控,最后采用液固高
效分离系统对碳酸钙颗粒进行回收，实现增值再生。课题组创新性的设计并制作了“文丘里式浆态气液固
反应器”，在 NaOH水溶液 CO2体系中，主要考虑表观气速、表观液速、反应器高径比对 CO2吸收速率的

影响，定量计算出容积传质系数和 CO2利用率；利用因次分析法关联出了容积传质系数的准数方程关系式，

结果表明该反应器能够达到良好的气泡微细化及分布效果，以及较高的固含和颗粒的均匀分布，进而实现

气液固浆态三相均混．上述结果为在高温高压下 CO2—水—水化石榴石体系的拟工况物理模拟打下基础并
为热态反应器的设计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关键词：碳化；文丘里式浆态气液固反应器；气泡微细化；容积传质系数；因次分析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72 
项目成员：邵正林樊震李鹏 
指导教师：刘燕 
项目名称：利用钢焖渣循环水矿化 CO2制取纳米碳酸钙的基础研究 
 

非等温配分条件下的热轧 DQ&P工艺研究 
摘  要：为满足汽车轻量化的发展要求，先进高强度钢已成为研究热点，近年来以淬火-配分（Q&P）

理念为基础的工艺研究备受关注。本文将 Q&P引入热轧工艺过程中，采用直接淬火（DQ）工艺结合非等
温淬火条件下碳配分处理，即其配分过程在模拟卷取过程中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实验钢组织由马氏体、残

余奥氏体及少量铁素体组成。当卷取温度在 350℃时，组织中残余奥氏体含量较高，达到 11.5%，同时抗
拉强度达到 1375MPa，延伸率为 14.20%，强塑积为 19.5GPa.%。进行 TEM观察时，发现马氏体板条束之
间存在以薄膜状形态分布的残余奥氏体。 

关键词：先进高强度钢；直接淬火；非等温配分；残余奥氏体；强塑积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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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员：李云杰胡虹玲刘明瑞杨婧妍刘洺甫 
指导教师：王国栋 
项目名称：新型 DQ&P钢和 B&P钢工艺技术探索 
 

深冷轧制及退火处理对 6061铝合金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 
摘  要：针对 6061 铝合金，研究了深冷轧制及快速退火工艺对其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

利用扫描电镜、透射电镜、拉伸试验机及万能硬度计等对试样的微观组织、力学性能及断口形貌进行了观

察及分析。结果表明，经深冷轧制试样的微观组织显著细化，平均晶粒尺寸小于 500nm，可观察到位错聚
集和弥散分布的纳米尺寸析出物。在相同退火温度下，试样的硬度、拉伸强度及延伸率均优于室温轧制。

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试样硬度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在 175℃左右硬度出现峰值，试样的拉伸断口属于
韧窝-微孔聚集型。 

关键词：深冷轧制；退火；铝合金；微观组织；力学性能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75 
项目成员：何乃川尹梦帆贾一凡 
指导教师：杜林秀 
项目名称：深冷轧制铝合金组织超细化机理与强韧性控制 
 

高钼高氮超级奥氏体不锈钢时效析出行为研究 
摘  要：通过 Thermo-calc计算及 OM，SEM，XRD，TEM研究不同时间时效下高钼高氮超级奥氏体

不锈钢析出相特征及析出规律。Thermo-Calc热力学计算结果表明：钢在高温时形成的析出相为 σ相，Laves
相，氮化物（hcp 相）以及 M23C6；σ相，Laves 相以及氮化物的最高析出温度分别约为 1170℃，800℃和
1200℃。实验结果表明：在 1000℃时，随着时效时间的延长，钢中析出相的体积分数（析出量）不断增加，
析出量的增加速率逐渐降低。析出相优先偏聚于晶界，并随着时效时间的延长逐渐沿晶界连成网状，在时

效处理 30min的时候，晶内开始出现了针棒状的析出相，随后晶内析出相开始逐渐增多，直至时效处理 5h
时，析出相已经布满整个视场。SEM 和 TEM 的分析结果显示，1000℃时钢中出现的析出相主要为富 Cr
和富Mo的金属间相 σ相、χ相和M23C6。 

关键词：高钼高氮，超级奥氏体不锈钢，析出相，时效析出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77 
项目成员：王韬米志杉关玉罗祥海 
指导教师：沈峰满 
项目名称：高钼高氮超级奥氏体不锈钢时效析出行为及耐腐蚀性能研究 
 

负压发泡制备铝基泡沫材料研究 
摘  要：研究了负压下泡沫铝的发泡行为，并讨论了发泡压力对泡沫铝膨胀过程，孔结构和气泡壁厚

度等的影响。结果指出，发泡剂在负压下存在再分解过程，泡沫体在负压下的实际膨胀率高于理论值。在

负压影响下，液态泡沫体的泡孔合并速度加快，破裂极限气泡壁厚度增大，当达到极限压力 4000Pa 时，
液态泡沫出现坍塌。负压下泡沫铝的平均气泡壁厚度增加至 250-300µm，平均孔径与密度仍呈反比例关系。 

关键词：泡沫铝；负压发泡；气泡壁厚度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80 
项目成员：薛琦卢百意孙建秋 
指导教师：罗洪杰  
项目名称：负压发泡制备泡沫铝构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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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辊薄带连铸取向硅钢的组织、织构及抑制剂研究∗ 
摘  要：研究了双辊薄带连铸条件下取向硅钢铸带和热轧带的组织、织构演变规律及热轧后抑制剂的

析出情况。结果表明，具有粗大柱状晶组织的铸带具有较强烈的{001}<0vw>纤维织构。热轧带钢的显微组
织均由铁素体和珠光体组成，并且随压下率增加而细化。热轧带钢的初始{001}<0vw>纤维织构随压下率的
增加逐渐演变为 α和 γ纤维织构，并在亚表层形成高斯织构。同时，在热轧带中观察到了大量、弥散分布
的MnS粒子，尺寸在 20~35nm之间，这些MnS粒子可以作为取向硅钢的抑制剂。 

关键词：取向硅钢；双辊薄带连铸；组织；织构；抑制剂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81 
项目成员：刘文强类承帅唐寒梅 
指导教师：刘海涛 
项目名称：取向硅钢双辊连铸短流程制备技术研究 
 

模铸扁锭凝固过程轻压下数值模拟研究 
摘  要：随着板坯生产能力的进一步增长，生产单重达到 120 t~140 t甚至更大单重规格板坯的需求日

益迫切，但由于连铸、传统模铸扁锭和电渣板坯等均存在上述一些技术或质量问题。因此，开发出能综合

厚板坯连铸、模铸扁钢锭和板坯电渣重熔等技术优点，克服其缺点和不足的新技术对提高厚板坯的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而模铸扁锭轻压下技术正是可以满足上述需求的可能新途径。 
本项目根据提出的利用模铸扁锭＋板坯轻压下的原理，建立模铸扁锭轻压下相关实验的研究系统，开

展模铸扁锭轻压下系统工艺理论研究，借此探索大型扁锭生产新工艺。 
由于水模铸扁锭轻压下技术刚刚提出，其整套系统工艺理论涉及的待研究工作较多、较复杂，需要开

展一系列的基础研究工作。通过开展冷态模拟实验，研究轻压下对钢的凝固组织的影响规律，建立凝固扁

锭的轻压下模型，改善铸锭的冷却条件，改善铸锭凝固组织。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为模铸扁锭轻压下技术

的系统工艺理论奠定基础。 
本文涉及如下相关实验的研究及相关数据分析： 
（1）通过冷态模拟软件 Procast建立模铸扁锭冷却模型，对 2300 mm×2000 mm×500 mm尺寸水冷模

铸扁锭的充型及凝固进行模拟研究。 
（2）用伍德合金、铝锭模拟钢扁锭凝固过程实施轻压下，分析剖面组织。 
关键词：水冷模铸；扁锭；工艺参数；轻压下；数值模拟；小型试验模拟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84 
项目成员：徐梓淦唐经达张贺翔 
指导教师：战东平 
项目名称：模铸扁锭凝固过程轻压下理论的基础研究 
 

Cu/Al-4.6Zn合金冷压焊接复合带热处理工艺及界面生长研究 
摘  要：采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研究了 Cu/Al-4.6Zn 合金冷压焊接复合带热处理工艺及复合带

界面组织形貌。结果表明：在保温温度一定时，随保温时间的延长，界面层总厚度以及各分层厚度随时间

的延长均出现增速减缓的现象，在 400℃保温时，界面处近铝侧相层厚度要大于近铜侧相层的厚度，而在
500℃保温 2h后，近铜侧相厚度开始超过近铝侧相厚度；界面呈三层结构特征，近铝侧形成的是 CuAl2相，

近铜侧形成的是 Cu9Al4相，中间层为 CuAl相。 
关键词：Cu/Al-4.6Zn合金复合带；热处理；组织；界面生长；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86 
项目成员：陈东杰于君光金环 
指导教师：王平 
项目名称：铜铝冷轧复合薄带界面反应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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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Al冷轧复合带热处理工艺及界面组织与性能研究 
摘  要：为提高铜铝冷轧复合带的界面结合强度，采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及万能材料实验机，研

究了 Cu/Al冷轧复合带界面金属间化合物的形成特点及对界面结合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界面金属间化合
物的生长速度随保温时间的延长变慢;在保温温度较低（300℃、400℃）时，界面处主要为富铝相层，而在
较高温度（500℃）下保温，界面铜侧出现富铜相，且其增长速度快于铝侧富铝相层的增长速度;界面反应
过程中，应控制铝侧富铝相的大量形成，研究结果为铜铝冷轧复合带的深入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冷轧复合；热处理；界面层；金属间化合物；界面结合强度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86 
项目成员：陈东杰于君光金环 
指导教师：王平 
项目名称：铜铝冷轧复合薄带界面反应机理研究 
 

低铬合金铸钢丸欧文寿命及磨损失效机理研究 
摘要：利用离心雾化法制备出一种新型低铬合金铸钢丸，通过欧文寿命试验机对低铬合金铸钢

丸（S390）进行欧文寿命试验。利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低铬合金铸钢丸磨损失效形
式。结果发现：低铬合金铸钢丸在 1500次循环之前磨损形式以表层剥落为主，在 1500次循环之后磨损形
式以心部脱落为主。表层剥落一般发生在整个失效过程中；低铬合金铸钢丸的心部脱落发生在表层剥落的

基础上，低铬合金铸钢丸的缺陷越少，发生心部脱落的时间越晚；当低铬合金铸钢丸的裂纹或气孔比较大

时，发生脆性断裂，另外在心部脱落的同时也发生脆性断裂。 
关键词：低铬合金铸钢丸；微观组织；欧文寿命；失效机理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90 
项目成员：杜鹏举谷佳伦陈婉琦 
指导教师：刘越 
项目名称：离心雾化发制备钢丸液态运动及快速凝固机理研究 
 

一种新型纳米结构 9Cr-ODS钢制备工艺的研究 
摘  要：本文对利用雾化法直接制备出 Y、Ti过饱和固溶的粉体合金，经短时机械合金化和热等静压

成型制备纳米结构 9Cr-ODS 钢的新方法进行了研究。采用扫描电镜和 X 射线衍射研究雾化合金粉与短时
球磨后雾化合金粉的形貌特征与组织的演化。通过高分辨透射电镜和电子背散射衍射研究热固化成型后

ODS钢的微观组织。分别测试了未球磨雾化粉和球磨 8h合金粉热固化成型样品的应力-应变曲线。实验结
果表明用短时球磨雾化粉制备的 ODS 钢晶粒尺寸更加细小、形成高密度纳米尺寸的析出相。与常规方法
制备的 ODS钢相比抗拉强度略高、塑性显著提高、球磨时间大幅缩短。 

关键词：雾化；球磨；纳米析出相；抗拉强度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91 
项目成员：胡彭浩张国玉田利 
指导教师：吕铮 
项目名称：纳米结构 ODS钢的新型制备工艺研究 
 

2750高温时效 σ相的析出规律研究 
摘  要：对固溶处理后的双相不锈钢 (duplex stainless steel)2750进行了 850℃的等温时效处理，时效

时间为 5-240min，利用 OLYMPUS-DSX500 光学显微镜观测不同时效条件下析出相的形貌特征，并通过
EDS，XRD，SEM 等检测手段对 850℃时效温度下 5-240min 时效处理后试样的内部组织进行了研究，揭
示了 σ相的析出特征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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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相不锈钢；微观组织；σ相；等温时效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92 
项目成员：张家榕王传许王宇翔 
指导教师：唐正友 
项目名称：S32205、S32750和 S32101双相不锈钢的热变形行为研究 
 

非高炉冶炼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摘 要：非高炉冶炼技术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前沿技术之一。目前直接还原已成为世界炼铁工业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熔融还原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环境优越性也已经得以公认。本文综述了近几年国内非高炉冶

炼技术的现状，尤其对该工艺在钒钛磁铁矿冶炼过程中的研发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了非高炉冶炼技术在

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中的前景。 
关键词：非高炉炼铁；直接还原；熔融还原；钒钛磁铁矿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98 
项目成员：张正曲赫威岳志云 
指导教师：都兴红 
项目名称：钒和钛在渣金两相间分配平衡的研究 
 

活性低配钙比钙铝硅化合物烧结行为研究 
摘  要：在烧结法生产氧化铝过程中，烧结过程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烧结条件对制备物质

内在性质的影响，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研究不同烧结条件下烧结产物的性质，从而获得具有较高浸出活

性的低配钙比钙铝硅化合物。研究结果表明，实验室条件下处理低品位铝土矿（A/S=3）的最佳配钙比为
3.23，配料的最佳烧结温度为 1350℃，烧结时间为 1h，熟料的最佳冷却制度为炉冷，此时氧化铝浸出率能
够达到 90%以上。 

关键词：低配钙比；烧结熟料；活性；低品位铝土矿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099 
项目成员：苑胜龙韩月娇李佳峰 
指导教师：于海燕 
项目名称：活性低配比钙铝硅化合物烧结技术研究 
 

一种变频控制抽油机电机的方法 
摘  要：为了实现变频控制系统在抽油机节能中的应用,设计实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目前抽油机变

频器应用中存在的能量回馈问题。通过对抽油机电机转矩的测量，判断抽油机电机的当前状态，当检测到

抽油机电机是处于发电状态时，增加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而抑制电机的发电，该方法能使回馈到变频器

中制动单元的直流回路的能量大大减小，甚至没有回馈，即避免了因过高的上升电压而毁坏变频器的可能

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又减小了能量的浪费。 
关键词：抽油机；变频器；能量回馈；转矩；变频；节能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01 
项目成员：赵强赵霖王冰玉 
指导教师：满永奎 
项目名称：用于抽油机的双 PWM变频器的研究 
 

基于模糊 PID的转向策略的实现 
摘  要：转向控制是智能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本文介绍了一种自适应性强，鲁棒性好，调节

速度快，精度高的转向控制算法。利用 matlab仿真，在理论上证实了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并在实践中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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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检验。该方法具有调节速度快，精度高，自适应强，鲁棒性好。能有效克服智能车运行过程中的电量

降低，机械磨损，摩擦力变化等因素。 
关键词：模糊 PID；偏离角度；动态参数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02 
项目成员：张永政潘腾 
指导教师：王明顺 
项目名称：基于视觉识别的巡迹竞速机器人的设计与实践 
 

A Path Planning Method for Indoor Mobile Robot Based on Dynam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via the 
Sensor Networks 

YANG Hengzan, SHEN Rui, ZHANG Yunzhou 
Abstract: Mobile robot navigation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robot study, and the path planning is the 

basic point of robot navig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obotics area, it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all over the wor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indoor mobile robot path planning which relies 
o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Ultrasonic sensor is used to achiev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The discrete data 
returned by WSN to form a continuous three-dimensional global topographic map will be processed and then 
converted into a 0-1 grid map after binarization. The D*Lite algorithm, an incremental and heuristic method, is 
adopted for dynamic path planning. It only needs to traverse the nodes of value on a priority from the current node 
when the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therefore, it can seek the optimal path with higher efficiency and better 
performance. The paper then makes simulation for the three algorithm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nvironment 
model which we proposed can express the environment favorably.The optimal moving path can be effectively 
planned according to the path network where in order to let robot avoid the danger zone and reach the end rapidly. 

Key words：indo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mobile robot; environment modeling; path planning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03 
项目成员：杨恒赞谌睿 
指导教师：张云洲 
项目名称：面向动态环境检测的移动辅助传感器网络构建 
 

基于 FPGA的仿真与控制一体化实验系统 
摘  要：针对控制领域现有教学实验系统的不足，设计了基于 FPGA平台的仿真与控制一体化实验系

统，给出了系统结构、硬件电路及应用软件的设计。实验系统将控制器设计过程中的仿真环节与实际控制

环节相结合，在MATLAB/Simulink环境中结合 DSP Builder技术进行控制系统的建模与控制仿真，直接生
成可硬件实现的代码文件以完成实验验证，并通过上位机应用软件监测被控对象在不同控制参数下的响应

特性。实验结果验证了所开发实验系统的有效性。 
关键词：FPGA；仿真与控制；实验系统；DSP Builder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04 
项目成员：王佳蔚肖宇航关天一 
指导教师：徐林 
项目名称：仿真与控制一体化实验系列研制 
 

远程开放式云端实验室建设初探 
摘  要：针对现有网络教育实践教学环节难以有效实施，学生学习效果和培养质量无法达到预期的目

标的问题，基于云计算技术，构建了远程开放式虚拟实验室，分析并规划设计了系统结构，给出了虚拟实

验系统、半实物仿真实验系统设计方案，研究了云端实验室远程开放管理策略。云端实验室的建设，可以

突破传统实践教学模式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又可以降低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维护成本，还可以有效解决目

前远程网络教学中实验教学环节难以有效进行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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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云服务；远程开放式；网络教育；云端实验室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06 
项目成员：徐家骝杨凯甄玲红 
指导教师：徐林 
项目名称：基于云平台的远程虚拟实验室设计与实现 
 

便携式 B超仪的超声发射与接收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超声发射与接收的理论基础，包括压电效应、分辨力、绕射、发射聚焦、接

收聚焦、延时处理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套 16-80阵元的 B超成像系统。本系统采用了 AFE+FPGA+PC
的架构，此种架构具有采集速度高、处理实时性好、存储空间大等特点。同时利用 FPGA控制多远线阵换
能器产生扫描波束完成成像。硬件部分分为高压电路板、脉冲发射板、AFE和后端处理三部分。并完成了
程序的编写和测试。 

关键词：便携；超声成像；波束合成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08 
项目成员：张潇予殷立磊陈钰文 
指导教师：张石 
项目名称：便携式超声诊断系统研制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实验项目探索与实践 
摘  要：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提出了创新实验项目选题的基本思路，探索

研究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保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激发学生创新动力、提高学生创新素质。并结合

我校现有创新实验项目为例进行分析，探究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方法。 
关键词: 创新能力；创新实验项目；选题策略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09 
项目成员：洪欢程启富郭思源 
指导教师：孙秋野 
项目名称：分布式新能源低压并网智能检测装置 
 

牛顿类潮流计算方法的收敛性分析 
摘  要：本文针对牛顿类潮流计算的初值敏感性问题，提出了牛顿类潮流计算的收敛性定理，给出了

牛顿类潮流计算收敛的充分条件，解决了用牛顿类方法进行潮流计算时因初值选取不当导致潮流收敛过慢

或者无法收敛的问题。通过本定理可评价所选初值能否保证该牛顿类潮流算法收敛，若潮流收敛则继续潮

流计算，否则可以针对性的对初值进行调整。这就避免了因初值选取不当造成的冗余潮流计算甚至病态潮

流的出现。通过对 IEEE57、118节点系统的仿真和通辽电网潮流计算的实例分析，验证了牛顿类潮流计算
收敛性定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提高了牛顿类算法在潮流计算中的在线实用性。 

关键词：初值敏感 牛顿类潮流计算 潮流收敛 初值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09 
项目成员：洪欢程启富郭思源 
指导教师：孙秋野 
项目名称：分布式新能源低压并网智能检测装置 
 

基于脑电图识别结合操纵特征的驾驶疲劳检测 
摘 要：精神疲劳影响驾驶员的警觉性和安全驾驶能力，引发的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本文将脑电

图识别与车辆操纵特性相结合来检测驾驶员的疲劳状态，预期为搭建疲劳驾驶检测系统提供理论及实验依

据。设计了模拟驾驶实验，采集被试者的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 EEG）信号和对应的方向盘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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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针对疲劳程度三分类问题，利用小波包变换和共空间模式算法对 EEG 信号进行特征提取；依据车
辆操纵特性评估驾驶员疲劳程度来确定 EEG信号的分类标准；并选择支持向量机对 EEG信号进行分类以
完成对驾驶员精神疲劳状态的定性分析，分类准确率可达 94.259%。 

关键词：驾驶疲劳; EEG; 操纵特性; 共空间模式; 小波包变换; 支持向量机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16 
项目成员：彭莹杨乙丁张鹏 
指导教师：王斐 
项目名称：基于生物电识别的驾驶员-汽车自适应控制系统设计 
 

锁相放大技术在近红外水分测量装置中的应用 
摘 要：近红外水分测量装置根据朗伯比尔定律和红外辐射理论，通过测量物料反射回红外辐射的能

量计算出物料的含水量。本文将锁相放大器引入近红外水分测量装置的设计中，对物料反射回来的信号进

行解调、放大、滤波等处理后得到物料中的水分含量百分比，能够很好地滤除干扰信号，放大有用信号，

实现非接触式实时在线测量。 
关键词：近红外水分测量；模拟锁相放大器；数字锁相放大器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18 
项目成员：刘雨楠仲皓承宋晓宇 
指导教师：李新光 
项目名称：流程工业用多波长近红外反射式水分测量装置研究 
 

基于 FPGA的虚拟电源的研究与实现 
摘  要：本文设计了以 FPGA为核心控制芯片的虚拟电源系统，实现了虚拟电源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系

统，主要包括控制开关模块、电压采集模块、电压输出模块、电压自调整模块、UART模块、数值转换模
块等。此系统利用 UART与上位机实现通信，通过控制 AD5662芯片和 TPS5450芯片输出设定电压，并实
时地从 AD7699芯片处获得实际输出电压值，通过自调整模块使电压稳定在设定值的附近。其中 FPGA的
编程是基于 QuartusII编写以上模块的软件部分，并利用Modelsim对这些模块的功能进行了仿真验证。对
整个虚拟电源系统进行的实际测试表明，输出电压纹波小于 20mv，满足最初的设计目标。 
关键词：FPGA；AD7699；AD5662；TPS5450；UART通信；QuartusII；Modelsim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20 
项目成员：曹凯程杨闯吴子扬 
指导教师：杜玉远 
项目名称：机电一体化的智能手机检测平台 
 

基于 FM的数字模拟混合通信系统的研究 
摘  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短距离数据通信技术，经常会临时与周围人分享文件、多媒

体等等。尽管现在成熟的短距离通信技术有很多，比如WiFi、Zigbee、NFC、蓝牙等，但是它们都具有各
自的局限性，并不适合在没有无线网络接入的短距离共享中应用。为此，在本文中研究了一种基于 FM的
新型数字模拟混合通信技术。利用 FM的广播形式可以实现数据的大范围分享。此外，利用 RDS技术又可
以让 FM信号中携带一定量的数字信息，由此实现数字模拟混合通信。为了实现这个技术，本文还介绍了
实现该技术的具体硬件组成、编码方式、通信协议等。通信时我们利用曼彻斯特编码，可以提高稳定性。

另外通过Mobile DJ协议可以保证数据的高效稳定传输。 
关键词：FM广播 RDS协议 曼彻斯特编码 数字模拟混合通信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21 
项目成员：李明雪谢明枫应振华 
指导教师：王骄 
项目名称：Genius-on-the-Go：基于 FM芯片的新型短距离通信方法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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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员活动状态远程获取与信息协同 
摘  要：在灾难救援活动中，冲锋在第一线的救援人员始终处于最危险的状态之中，面临极大的生命

危险。本文提出的救援人员活动状态远程感知与信息协同系统，目的在于实时获取救援人员的体征与位置

信息，使指挥人员及时掌握救援人员的位置和体征信息。救援人员信息系统采用惯性导航模块和基于 RSSI
测距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下的定位算法实现救援人员的位置获取，通过无线移动网络将救援人员的生命体征

数据及环境实时信息发到服务器终端，以 B/S架构的形式将实时信息和曲线在网页上进行显示，以便指挥
部门掌握救援人员的生命状态和实时信息，提高指挥效率，体征与位置信息可在多名消防员之间进行共享。

鉴于现阶段消防员的安全保障设施还不完善，相关领域尚未成熟，本项目所研究的内容无疑具有积极的实

际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救援人员；位置信息；惯性导航；Android终端；B/S架构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22 
项目成员：赵宇明张玮康谌炳汉 
指导教师：王晓哲 
项目名称：救援人员活动状态远程获取与信息协同 
 

基于 Q学习算法的电磁小车快速循迹导航 
摘  要：近年来，智能交通系统（ITS）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本文研究的智能交通演示

系统由多辆小车和缩微沙盘构成，直观地模拟了真实的交通情况。为保证沙盘的美观，小车导航采用了电

磁导航方式，利用埋在路面下的电磁线引导小车行驶。小车在行驶中易受到干扰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提

出了基于 Q学习算法的电磁小车控制算法，使小车在偏离导航线时快速循迹导航线行驶。经对比发现，Q
学习算法能够快速控制小车回归导航线，并明显优于经典的 PID控制算法。 

关键词：智能交通；电磁导航；Q学习算法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23 
项目成员：关兴睿段伟杰石成玉 
指导教师：张云洲 
项目名称：电磁导航与视觉检测的智能交通演示系统 
 

基于 can总线的三闭环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 
摘  要：为了解决直流伺服电机控制的低成本、高性能的应用问题，本驱动器提供一种三闭环直流伺

服电机驱动器，可以实现直流伺服电机的力矩、速度、位置的精准闭环控制，并且配备通用串行通信口及

上位机调试软件，使用方便简单。 
关键词:直流伺服电机驱动三环控制 Cortex-M3CAN总线上位机调试软件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25 
项目成员：李相根韩莹雷晨曦 
指导教师：丛德宏 
项目名称：基于 CAN总线的三闭环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 
 

基于 VCG-Kelly机制的钢铁企业能源分配的研究 
摘要:钢铁企业能源中心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产用能的稳定供应和动态调配。为了抑制二级厂自私性行

为，提出了基于 VCG-Kelly机制的能源分配机制。该机制具有占优策略激励兼容特性，且只需一维竞价信
息。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分配机制通过有效的价格惩罚，使自私二级厂主动地选择真实的能源需

求策略，抑制其说谎的动机，进而使能源能得到合理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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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钢铁企业；能源分配；VCG-Kelly机制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28  
项目成员：杨白宇刘赫刘津 
指导教师：唐立新 
项目名称：带有新能源的智能电网调度与控制优化设计及实现 
 

物联网环境下的隧道人员避险辅助系统 
摘  要：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人员参与矿产资源的开发，而井下隧道内状况复杂，故隧道施工人员

的安全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本文在现有的射频识别人员定位、安全预警以及实时指挥调度技术之上，利用

网络应用程序集成框架下的地理信息系统作为展示平台，构建了基于物联网的隧道人员避险辅助系统。本

文在经典的路径优化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员逃生的最优避险路径算法。本系统结合了物联网技术，提

高了隧道施工的安全系数，提出了一种实用的最优路径分析解决方案。实验表明该系统可以高效的应对突

发灾难，快速的计算人员的避险路径，从而实时的引导人员快速避险，保障人员安全。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物联网技术;路径优化;隧道安全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32 
项目成员：郭晓栋 胡芳 邹志鹏 
指导教师：杨晓春 
项目名称：基于物联网的隧道人员避险辅助系统 
 

基于 FPGA的干涉超光谱数据实时压缩系统设计 
摘  要：超光谱数据是一种特殊的三维域数据，包括二维空间域和一维光谱域，同时由于其数据多采

用干涉分光方式，不直接获取光谱维的数据，而是获取干涉图数据，也即是干涉图域的数据。 
本文首先分析超光谱数据的来源，由于超光谱大气垂直探测仪将产生空前数据量的三维探测数据，针

对超光谱垂直探测数据量大的特点，从干涉图与光谱反演的傅立叶变换特性出发，研究此类数据的近无损

数据压缩算法，以满足海量遥感数据的高效传输和存储需求。超光谱数据冗余量大，精度高，其信息获取

需要过采样以保证其信噪比，全文针对其数据特点，利用带通采样定理，首先采用高阶 FIR滤波器对数据
进行抗混叠滤波，进而对数据进行 10抽取实现了 10:1近无损压缩，并通过 AccelDSP对算法进行了仿真、
验证和实现。 

关键词：超光谱数据  干涉图  带通采样   抗混叠滤波  10抽取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44 
项目成员：汪仁魁 陈海沯 
指导教师：李大宇 
项目名称：基于 FPGA的干涉超光谱数据实时压缩系统设计 
 

基于移动终端的智能小车对战 
摘  要：设计基于移动终端的智能小车对战，平台只要求能够完成前进后退，转向控制的一个可移动

结构，本文围绕着 Arduino开源硬件设计，android移动软件开发，基于移动手机平台开发的小车玩具入手，
首先介绍智能小车的市场需求，然后介绍并详细描述了智能小车硬件方面的设计，比如系统板，直流电机

驱动模块，摄像头等；软件方面的设计，详细分为两个部分展开介绍，如单片机部分和手机客户端的介绍。

最后经过方案的对比，相关参数的测试，实验结果表明该智能小车系统稳定，能完成对战，无线遥控，视

频监控等功能，达到了预期目标。 
关键词：android；arduino;单片机；摄像头；智能小车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48 
项目成员：余小乐 鲁达 孙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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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朱志良 
项目名称：基于智能手机的交互式智能玩具 
 

一种分布式环境下的数据缓存策略研究 
摘  要：随着大数据环境下数据规模的不断增长,数据缓存对数据查询效率的提高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良好设计的数据缓存策略能够捕捉用户行为,分析用户查询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缓存近期频繁查询数据,获
得高命中率数据缓存.本文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环境下通过预测频繁查询数据以缓存相应数据的数据缓存策
略.通过定义查询频繁度的概念,强调时间因素对缓存数据选取的影响,将用户查询操作细化,以查询频繁度
衡量查询数据的频繁性,并整合节点内的缓存数据,应对查询过程中不同的缓存命中情况.实验表明,该数据
缓存策略具有较高的数据命中率,提高了数据查询的效率,并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不同的缓存属性组合,具有
良好的灵活性. 

关键词：数据缓存策略; 查询频繁度; Apriori; 分布式系统;大数据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52 
项目成员：杨乐游 王晓婧 郭昆 
指导教师：张莉 
项目名称：Haery：基于 Hadoop的海量数据查询系统 
 

基于 RFID和 Unity3D的实验室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摘  要：近年来，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高校为各个实验室购置大量的硬

件设备，如何高效率便捷地管理这些越来越昂贵的固定资产成为各个高校所面临的问题。本文提供一种基

于 RFID 和 Unity3D 的实验室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方案，该方案将结合 RFID 技术和三维成像技术用于解决
现有的台帐式的传统管理模式的不便，提高固定资产的管理效率，真正将这些设备应用于提高科研能力。 

关键词：RFID，Unity3D，可视化，资产管理，信息管理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目，项目编号：130153 
项目成员：孙琦 马立武 乔刚 
指导教师：程维 
项目名称：基于可视化技术的实验室设备管理系统的研发 
 

基于 Unity3D的可视化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研究 
摘  要：虚拟现实技术是当今计算机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虚拟漫游是虚拟现实技术理论的一个重要

的实践与应用,在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3D 引擎无疑在这一技术领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便以
Unity 3D为开发平台讨论并实现了可视化的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旨在摆脱以台帐式的传统固定资产管理模
式。通过构建固定资产的 3D 场景，让人们可以以漫游的方式对固定资产进行管理，使其变得更加新颖、
真实，给人一种立体式的全新体验。 

关键字：Unity 3D；可视化；资产管理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目，项目编号：130153 
项目成员：孙琦 马立武 乔刚 
指导教师：程维 
项目名称：基于可视化技术的实验室设备管理系统的研发 
 

基于 Unreal引擎的交互式虚拟古建场景的实现 
摘  要：在信息数字化、可视化、虚拟化的演变进程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为古建筑复原的发展和

演变开阔了全新的视野。文章分析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古建筑复原应用的国内外现状，界定了虚拟现实古建

筑复原的概念并阐述了其特点与优势。在此基础上，以固原古城虚拟漫游系统为例，介绍了使用 UDK
（Unreal Development Kit）引擎和 3ds max开发虚拟固原古城漫游系统的过程和技术问题，提出了一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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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高真实、高交互的 3D虚拟固原古城漫游系统的可行方案。 
关键词：虚拟现实；固原古城；漫游系统；UDK；kinect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55 
项目成员：刘创基 宫政 葛霖 
指导教师：谢青 
项目名称：基于 Unreal引擎的交互式虚拟古建场景的实现 
 

使用 Kinect深度图像的静态人体动作识别 
摘  要：为解决传统的使用视频彩色图像序列的智能监控容易受光照，颜色等因素影响的问题，提出

结合 Kinect 深度图像和支持向量机的人体动作识别方法.使用 Kinect 在监控区域获得实时深度图像，并进
行背景擦除，滤波处理和提取 Haar 特征.通过使用支持向量机的分类算法生成分类器，并对一组特定的静
态动作的识别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使用深度图像对于静态动作有较好的识别率，并且与传统的基
于彩色图像的智能监控相比，该方法不仅对于光照，颜色等因素不敏感，而且在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上均

有提升.  
关键词：智能监控；人体动作识别；背景擦除；Haar特征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56 
项目成员：王真伊 陈瑞 柯文 
指导教师：董傲霜 
项目名称：基于 kinect的人体行为识别-智能监控 
 

基于红外图像的人体目标检测技术的研究 
摘 要:红外图像是热成像，不受黑暗和烟雾雨雪等恶劣天气的影响，能够看到人眼中无法看到的目标，

具有全天候工作的特点，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军事侦察、监控和制导等领域。此外，红外图像在民用领域也

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如视频监控，辅助车辆驾驶等。由于人体目标的活跃性和特殊性，对人体目标

的检测有着很大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所以开展基于红外图像的人体目标检测技术研究十分必要。 
本文主要围绕红外人体目标检测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对红外图像技术的成像原理进行分析，介绍红外人体目标检测与跟踪的各个环节和常见方法。 
2、在检测时，由于红外图像本身的特点和人体衣服穿着材质不同等原因，会造成人体目标某些部位

的灰度值小于背景的灰度值，分割时无法完整地将人体目标分割出来，同时，红外图像的边缘纹理特征弱，

运用边缘检测算法会导致目标破碎。运用传统的张量投票算法对红外人体破碎目标进行复原时，计算量大，

运行时间长，不能满足红外行人检测的实时性要求。本文提出了改进的张量投票算法。实验仿真结果表明，

改进的张量投票算法在保证复原效果不变的同时，减少了计算量，缩短了运行时间。  
3、在跟踪时，由于人体目标是非刚性物体，没有固定形状，运动随机性太大，即使同一人体目标在

不同时刻下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状。运用传统的均值漂移算法对红外人体目标跟踪时，由于该算法的跟

踪窗口尺寸大小固定且没有更新过程，无法准确跟踪不断变化的人体目标。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改

进的均值漂移算法。通过将第一帧中标志或识别出来的目标进行分割并计算出分割出来的目标面积，再应

用均值漂移算法逐个对下一帧图像中的目标进行跟踪并进行分割计算面积。在一个跟踪周期内，通过分割

平均面积来确定目标的尺寸变化情况，以此来更新核函数带宽。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均值漂移算法能够

很好地对大小不断变化的目标进行跟踪且核带宽能够自动更新。 
关键词：红外图像，破碎目标复原，张量投票算法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59 
项目成员：曹介谊 谢雄航 王洪菊 
指导教师：任涛 
项目名称：基于 kinect的办公休闲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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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OS系统的 DICOM图像浏览终端的设计与实现 
摘  要：当前 iPhone/iPad等移动设备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若将其应用拓展到医疗健康领域，可

以方便医护人员更为快捷的查看患者的医学图像信息。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iOS系统的 DICOM图像多
功能便携浏览器。基于 iOS系统的 Xcode开发环境，开发出一款具有数据同步、DICOM文件解析、多功
能图像操作和多平面重建的浏览器，并使用了基于增量坐标的快速坐标变换优化方法，极大的提高了多平

面重建的速度，整体系统具有极强的流畅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可广泛的应用在 iOS系统的平板电脑或
智能手机中，为医生提供方便快捷的诊断条件，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iOS系统；DICOM图像浏览器；多平面重建；增量坐标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60 
项目成员：梁自胜 庄锦锋 潘悦 
指导教师：康雁 
项目名称：魔镜—基于 ipad的医学图像三维可视化应用 

 
一种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低成本心音采集系统 

摘要：目的：为有效预防心脏疾病，降低电子听诊器成本，本文设计与实现了基于智能手机 Android
系统的低成本心音采集系统。方法：本文通过软、硬件的结合，实现了心音的基于手机的移动采集。本系

统硬件部分将心音的模拟信号通过 AV线传输给智能手机。手机上的心音采集软件实时显示心音图，并将
数据保存为 wav格式，便于分析、传输。本文还采用主、客观测评方法，将本系统与目前市场常用的两款
应用于临床的听诊器进行了对比。结果：该系统能随时捕获心音，采集的心音信号质量好，心音图很清晰、

准确。与另两款商业听诊器对比，本系统性能可靠，能满足临床要求。结论：本系统性能优良，能方便、

准确地采集心音信号，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并能通过智能终端将心音数据发送给医生，方便诊断。 
关键词：听诊器；心音；移动终端；采集系统；低成本 
201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0161 
项目成员：薄红瑞 李帅 郑孙易 
指导教师：徐礼胜 
项目名称：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听诊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A Novel Method of Key Management Based on Iris Biometrics 
Abstract :A novel practical and secure key management method which based on iris feature is given in the 

paper. The user's key is embedded into the iris code by generalized regression GRNN neural networks when the 

secret-ke is saved. The users need to save the parameters of the trained neural net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rs save the XOR of the key and the output of the GRNN. Then both the secret-key and the iris code are 

abandoned. If we want to get the secret key again the user only need to stylebook and input his iris feature int th 

neural network. If the iris feature is correct, the key management system will release the secret-key. The 

system is secure, even if the attacker thieves the template 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key, iris feature will not 

be divulged. 

Keywords key management; Haar wavelet; iris feature 
 

β-FeOOH Decorated Carboxylic Graphene Oxide for Arsenic Removal from 
Water and Proconcentration at Ultra-trace Level 

Abstract: Carboxylic graphene oxide (GO-COOH) is decorated with akaganeite (β-FeOOH) to produce a 

β-FeOOH@GO-COOH nanocomposite. The nanocomposite acts as an efficient adsorption medium for the up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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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rsenite and arsenate within a wide range of pH 3-10, providing high adsorption capacities of 77.5 mg g-1 for 

As(III) and 45.7 mg g-1 for As(V), respectively. Adsorption efficiency of ca.100% is achieved for 5 successive 

operation cycles for the removal of 100 µg L-1 As(V)/As(III) in 5 fresh portions of aqueous solution (1.0 mL for 

each) with 3 mg nanocomposite. A removal efficiency of ca. 97% is still maintained for arsenate after 12 

successive adsorption cycles and that for arsenite is kept at ca. 90%. Further, a removal efficiency of >90% is 

obtained for 1000 µg L-1 As(V) with 3 mg β-FeOOH@GO-COOH for 5 successive adsorption cycles, and the 

presence of 2000-fold SO4
2-, NO3

-, Cl- and Mg2+ pose no interfering effect. β-FeOOH@GO-COOH is also 

promising for the preconcentration of ultra-trace inorganic arsenic. 1 mg of nanocomposite is used to adsorb 

0.1-3.00 µg L-1 As(V) in 4.0 mL solution, and the retained arsenate is recovered by 400 µL of NaOH (2 mol L-1, 

containing 2.0% NaBH4). A detection limit of 29 ng L−1 is obtained for arsenate. This procedure is validated by 

analyzing arsenic in a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GBW 09101b) and further applied for arsenic determination in 

water samples. 
 

Plastic deformation of Honeycomb sandwich plate under impact loading in 
ansys 

Abstract: Honeycomb sandwich plate will produce huge plastic deformation under impact loading. The 

impact energy is converted to the energy of plastic deformation, so it has a good effect on withstanding impact.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ansys/ls-dyna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honeycomb sandwich plate 

impacted by a bullet in 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esign parameters of honeycomb sandwich plate, 

such as thickness and the thickness of its sandwich layer, compare the stress and strain of honeycomb sandwich 

plate. Research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honeycomb sandwich plate under load of impact in medium speed. 
 

Strain rate dependent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behavior of laser welded DP780 
steel joints under dynamic tensile loading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quasi-static and dynamic tensile tests were performed on the DP780 steel and 

its welded joint over a wide strain rate range (0.0001-1000 s-1) to evaluate the rate-dependent deformation and 

fracture behavior. The effects of strain rate on the tensile properties, deformation and fracture behavior of laser 

welded DP780 steel joints were investigated. Quasi-static tests (0.0001 to 1 s-1) were performed using an 

electromechanical universal tests machine, whereas a high speed tensile machine was used for tests at high strain 

rates (~10 s-1, ~100 s-1, ~500 s-1, ~1000 s-1).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DIC) was used together with high-speed 

photography to study the strain localisation in the tensile specimens at high strain rates. By using DIC, the 

in-plane strain field and local fracture strain of the specimen were obtained. The contours of the strain field 

indicate an early localisation even before the peak load is attained.   

Deformation and fracture behavior of laser welded butt joint of DP780 steel under uniaxial static and dynamic 

tensile loadings were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The dynamic tests were performed at the strain 

rates of     and   using the high speed tensile tests machine and the static tests were done at the strain rate of 1 

× 10-3 /s. DIC and high-speed photography were used for the strain measurement during dynamic tensile tests. In 

addition, SEM analyses was also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failure mechanisms. Both deformation and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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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ed appreciable rate sensitivity.   

Keywords: Dual phase (DP) steel; Laser welding; Deformation behavior; strain rate; Dynamic tensile loading; 

Strain distribution 
 

Wettability and biomineralization of laser cladded Si-doped TiCN biocoating  
Abstract  Surface-textured Si-doped TiCN coatings were synthesized on Ti-6Al-4V alloy using a pulsed 

Nd:YAG laser system by a direct melting technique. The structure exhibited sound bonding between the coating 

and the substrate. Phase constituents were examined by X-ray diffraction，an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formation of 

similar phases of TiC0.2N0.8 and Ti5Si4 within all coated samples. The coatings with silica content presented a 

higher surface free energy compared to Ti-6Al-4V control and 100 Wt.% TiCN coated sample due to the laser 

textured structure and the presence of silicon in the coating, which in turn demonstrated a better wettability and 

improved biomineralization. The mineralized samples obtained after immersion in SBF were characterized using 

X-ray diffrac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energy-dispersive spectroscopy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and kinetics of Ca-P precipitation.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precipitation kinetics of Ca-P was influenced by 

the substitution of silica.  

Key words: Laser cladding; Textured; Si-doped TiCN; Wettability; Ca-P deposition 
 

Preparation and Mössbauer Spectra of Amorphous Fe-B-P Ultrafine Particles 
Abstract: Soft magnetic Fe-B-P ultrafine particles with amorphous structure were prepared by aqueous 

reduction method with variable pH values. The microstructure , compositions and the soft magnetic properties of 

Fe-B-P submicron particle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y (EDS), vibrating sample magnetometer (VSM) and mössbauer spectrum (MS). A series of 

Fe-B-P amorphous particles with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0.26 ~ 0.42 µm were obtained depending on the pH 

value of solution. As pH value increased, the contents of B and P increased, and the specific saturation 

magnetization of the Fe-B-P submicron particles decreased. Some electrons, transferred from p-shell of B atoms 

and P atoms to 3d-shell of Fe atom, result in the decrease of the number of unpaired electron, which in turn led to 

reduction of the average hyperfine magnetic field of the Fe-B-P particles and decrease of the magnetic torque of 

Fe atoms. The relation between hyperfine magnetic field (Hhf) and the specific saturation magnetization was in 

accord with the Marshall’s equ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hielding effect on 4s electron 

orbital,  i.e., the density of 4s electron reduced,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Isomer Shift. 

Key words: Fe-B-P, Aqueous reduction method, Amorphous particles, Mössbauer spectrum,  
 

Synthesis and Phase Behavior of a New Thiophene Monomer as Nematic 
Liquid Crystal 

Abstract: The synthesis of a new liquid crystal thiophene monomer of 

(E)-4-(6-(3-(thiophen-3-yl)acryloyloxy)hexyloxy)biphenyl-4’-ethylbenzoate (LC-M) is presented.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this monomer and intermediate compounds was characterized by FT-IR and 1H-NMR. The phase 

behavior was investigated by polarizing optical microscopy and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LC-M 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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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matic threaded and schlieren textures on heating and cooling cycles. 

Key words: Thiophene; Liquid Crystal; Synthesis; Phase Behavior 
 

Layer-by-Layer Strippable Ag Multilayer Films Fabricated by Modular 
Assembly 

Abstract: We have developed a new method to fabricate multilayer films, which uses prepared thin films as 

modular blocks and transfer as operation mode to build up multilayer structure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in situ fabrication manner, this method is called modular assembly in this study. On the basis of such concept, we 

have fabricated a multilayer film using the silver mirror film as the modular block and poly(lactic acid) as the 

transfer tool. Due to the special double-layer structure of the silver mirror film, the resulting multilayer film had a 

well-defined stratified architecture with alternate porous/compact layer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distinct 

structu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jacent layers was so weak that the multilayer film could be layer-by-layer 

stripped. In addition, the top layer in the film could provide an effective protection on the morphology and surface 

property of the underlying layers. This suggests that if the surface of the film was deteriorated, the top layer could 

be peeled off and the freshly exposed surface would still maintain the original function. The successful 

preparation of the layer-by-layer strippable silver multilayer demonstrates that modular assembly is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build up multilayer films capable of creating novel and attractive micro/nanostructures, having 

great potential in the fabrication of nanodevices and coatings. 
 

Microstructural studies of W-10 wt.% Cu composites prepared by using 
ultrafine composite powder 

Abstract:Tungsten-copper (W-Cu) composites containing 10 wt.% Cu (W-10Cu) were prepared by 

pressing and sintering a type of ultrafine com posite powder. Constituent phases, grain size and orien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W and Cu grains were characterized and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10Cu 

composites are composed of W and Cu elementary substance and orien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W and Cu 

grains is defined as [ ] [ ]WCu 110//411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and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 ( )WCu 200//131 . The 

existence of the orientation relationship depends largely on the two factors. First, the grain sizes of both W and Cu 

were in the nanoscale range. Secondly, the interplanar spacing between both phases can match well owing to the 

residual stress of the W/Cu interface. Consequently, the obtained composites exhibited high density and excellent 

thermal conductivity. 
Keywords: Tungsten-copper composites; ultrafine composite powder; grain size; orientation relationship; 

residual stress 
 

Facile synthesis of visible light sensitive anatase TiO2 using peroxo titanic 
complex as precursor through a soft chemical solution process 

Abstract: In this work, a kind of visible light sensitive nanocrystalline anatase TiO2 was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by using peroxo titanic complex (PTC) as precursor through a controllable and fast sol-gel method. 

The gelation rate of the sol-gel can be controlled simply by adjusting both of the heating temperature and H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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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The gelation time increases from 4 min to 450 min with the decreasing of gelation temperature 

from 85 ºC to 0 ºC. Well crystallized anatase TiO2 nanoparticles with shuttle-like shape were simply and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by dispersing the gel in water and refluxing for 5 hours. The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of 

the as-prepared anatase TiO2 were characterized by using X-ray diffraction (XR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a (XPS). The visible light photocatalytical activity compared 

with P25 were tested, and the as-prepared anatase TiO2 nanoparticles exhibited a higher visible light responding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during the degradation of dye molecular. 

Keywords  Visible light sensitive ; Gels ; Nanoparticles ;Photooxidation  

 
Method of Modified Corncob Adsorbing heavy metal ions from Water 

Abstract : Experiment used the microwave and the adjustment of pH to modify corncob to adsorb heavy 

metal ions (Zn2+, Pb2+) from Water.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best adsorption condition on the liquor which 

concentrations of Zn2+ and Pb2+ were 30 mg/L respective, the experiment used method of control variables and 

the modified corncob adsorption rate of Zn2+ was the reference index.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corncob 

diameter, dosage, absorbing time, shaking speed and the pH value of liquor zinc chloride were 1.5mm, 20mg/L, 

30min, 180rpm and 6, respectively, the adsorption rate of Zn2+ and Pb2+ reached the highest by 76.67% and 

98.54%.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dified corncob adsorption rate of Zn2+ and Pb2+ were more than 80% and 

98% at low concentrations. In conclusion, modified corncob had a good adsorption property of heavy metal ions 

in water. 

Keywords : adsorption; microwave; corncob; heavy metal ion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Metallic Iron during Coal-based Reduction of an 
Oolitic Iron Ore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reduction temperature, reduction time and 

binary basicity on the size of metallic iron particles in coal-based reduced materials of an oolitic iron ore.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behaviour (i.e., cumulative passing percentage and mean size of metallic iron particles) 

during reduction was investigated in detai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metallic iron 

particles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reduction temperature, reduction time and binary basicity. The cumulative 

passing percentage and mean siz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reduction temperature and time in the 

entire range of the experiment. All curves of cumulative passing percentage versus particle size at different 

conditions presented a similar shape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 size distribution parameters and mean size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binary basicity 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en the binary basicity exceeded 

1.0. The size of metallic iron particles can be controlled by adjusting the reduction conditions during coal-based 

reduction. 

Keywords: Oolitic iron ore; Coal-based reduction; Metallic iron particles; Siz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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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for Arm Equipped on Intelligent 

Wheelchair 

Abstract: Mechanical arm equipped on the intelligent wheelchair ha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common robot. And the mechanical arm installed on a wheelchair has greater research value in helping the elder 

and disabled.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kinematics of four DOF mechanical arm equipped on wheelchair, 

developing a mathematical model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ntrol of it and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cal arm’s 

kinematics equations by using D-H conventions. Analyze its work space and structural strength based on 

MATLAB and ANSYS,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esign optimization and control application. 

Keywords: Intelligent wheelchair; Four DOF mechanical arm; Kinematics; Work space; Structural analysis 

 
Laser cladding of high entropy alloy on H13 steel 

Abstract: High entropy alloy layer up to 150 µm in thickness has been formed on H13 substrate with a 

metallurgical bonding at the coating/substrate interface. Simple solid solution phases were formed in the 

coating layer with a typical microstructure composed of both dendrite and interdendrite. The microstructure 

at the top of the cladding zone composed of equiaxed grains that at the bottom composed of columnar 

grains. The coating layer exhibited greatly enhancement in microhardness and wear resistance compared to 

the H13 substrate. 

Keywords:Laser cladding; High entropy alloy; Microhardness; Wear rate 
 

Effect of Hot Rolling Reduction on Microstructure, Texture and Ductility of 
Strip-cast Grain-oriented Silicon Steel with Different Solidification Structures 

Abstract: Grain-oriented silicon steel as-cast strips with the average ferrite grain size of 161µm and 367µm 

were respectively produced by twin-roll strip casting. Then the as-cast strips were reheated and hot rolled with 

different reduction of 5-50%. The microstructure and texture evolu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optical microscopy, 

X-ray diffraction, and electron backscattered diffraction methods. The elongations of the hot rolled strips were 

examined by the tensile tests and the fracture surfaces were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t was 

found that the microstructure of both as-cast strips consisted of ferrite and martensite. The microstructure of all 

the hot rolled strips was composed of ferrite and pearlite and it was gradually refined with increasing hot rolling 

reduction in spite of different initial solidification structures. The hot rolled fine-grained strips showed much finer 

microstructure at the same hot rolling reduction and thus gave rise to higher elongations. A total reduction of more 

than 30% was required for the fine-grained strips to achieve relatively good ductility, while that for the 

coarse-grained strips was as high as 50%. With increasing hot rolling reduction, α and γ fibre textures were 

gradually enhanced at the expense of initial {001}<0vw> fibre texture in all the hot rolled strips. Relatively strong 

Goss texture only evolved in the 50% hot rolled strips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initial solidification structures, 

though the 50% hot rolled coarse-grained strip showed much stronger Goss texture. 

Keywords: Strip casting; Grain-oriented silicon steel; Hot rolling reduction; Microstructure; 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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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the Function of Sn in Iron and Steel 

Abstract: In the steel industry Sn is always regarded as harmful impurity element, one of "Five harmful 

elements", which affects the welding property and equality of steel product especially the equality of continuously 

cast bloom and causes hot brittleness, temper brittleness, crack and fracture. While Sn element also has a vital 

influence on free-cutting steel, electrical sheet, cast iron and stainless steel. NSSC developed ferritic stainless steel 

containing low Sn and Ni content improving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performance and the workability 

significantly. So the Sn element, as cheap alternative adding element, can substitute for Cr and Ni. It's helpful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in in the iron and steel and develop new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of high equality conserving 

chromium resources. In this way it will promote the variety and technique of stainless steel, ensure the 

independence on resources and conserve resources remarkably. 

Keywords:  Tin; Copper alloy; Segregation; Deleterious element; Stainless steel; Corrosion 

 
A New Ntrategy to Diminish the 4 V Voltage Plateau of LiNi0.5Mn1.5O4 
Abstract :As for spinel LiNi0.5Mn1.5O4, there is 4 V voltage plateau in the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This 

voltage plateau can be reduced by an annealing process, however it is hard to avoid it completely. In this study, a 

new strategy of partial substitution for Mn by Mg is applied. There is no 4 V voltage plateau in the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Mg-doped compound LiNi0.5Mn1.45Mg0.05O4. This compound exhibits goo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which can be used as cathode material of lithium ion batteries. At 1 C rate, it can 

deliver a capacity of around 129 mAh g-1 and remain good cycle performance. 

Key words :Inorganic compounds;  Chemical synthesis; X-ray diffraction;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A Vibration-Sensing System Based On SMS Fiber Structure 
ABSTRACT :A vibration-sensing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Single-mode Multimode Single-mode (SMS) 

fiber structure was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When the light is coupled from the lead-in Single-mode fiber (SMF) 

into the Multimode fiber (MMF), high-order Eigen modes of the MMF are excited and the inter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ccurs while the light propagates along the MMF. The interference results will be changed 

because the vibration signals are acted on the sensing MMF. Theore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hen preliminary 

experimental results verified the proposed idea. Vibration frequency measurement error of 2% as obtained within 

the range from 2Hz to 80Hz by using a lock-in amplifier as the signal detection method.  

Keywords: Optical fiber sensor; SMS; multimode interference; vibration 
 

Robust Dynamic Operation Optimization in Hot Rolling Production Process 
Abstract : In hot rolling production process of iron and steel plant, because of the disturbance of the 

incoming information, the errors of the calculation models and the variations of the production parameters, the set 

of the rolling schedule in operation optimization is dynamic with uncertainty, which make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strip shape.  In this paper, a model based on the new shape control theory for the robust dynamic 

operation optimization problem (RDOOP) is built which takes minimize the crown and the flatness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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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function.  Dynamic programming method with robust optimization is us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Computational results based on practical production data show that the proposed RDOOP model and dynamic 

programming have a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fo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shape control. 

Key words: shape control theory; dynamic programming; optimal control; robust optimization 
 

Simulation system of cold rolling process operation optimization3 
Abstract: Since how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set the optimal process parameter of each mill in the cold 

rolling production process is an important base task for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of cold rolling process now, this 

task designed a cold rolling process operation optimization simulation system based on Visual C++ and HMI 

software. Its design idea,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 were introduced. For the changes of model parameters 

and uncertain measurement data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for the cold rolling proces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of system model, the optimization model and MPC control model of rolling force for cold rolling mill 

were built. Modifi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intelligent algorithm is used to solve the proposed rolling 

force optimization model and MPC control model. The Visual C++ was used to implement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nd system integration, establish the real-time cold rolling process simulation platform. Then HMI 

software was used to make the user interface of simulation platform. Finally,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his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platform were demonstrated by the cold roll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simulation 

syste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system has its strongpoint that it can collect and dispose the data 

simply, quickly and timely, also this system is helpful in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real-time optimization 

model and control of rolling force in cold rolling process, and the method and simulation system have obviously 

optimization effect for v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ctual production. 

Key words: Cold rolling; operation optimization; simulation system;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MPC) 
 

The optimal allocation model of microgrid based on economic benefits 
Abstract: The microgrid technology provides a desirable way and an opportunity to reduce the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It also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utilizing and developing new energy. In this paper, the 

distribution generation is considered to provide electrical energy in a microgrid and the distribution generation 

devices mainly include the photovoltaic cell, wind generator and the energy storage device. To buil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model of this microgrid, the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 index are also 

include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model shows a better way to save energy and it can also guarantee the least cost 

in condition of meeting the power load. This paper gives a way to develop an environment-friendly economy 

microgrid. 

Keywords:Microgrid; Distribution generation; The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Environmental benefit 

index; Optimal alloc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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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long-tail optical fiber current sensor based on fiber loop ring-down 

spectroscopy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ber loop ring-down spectroscopy and the magnetic-tunable refractive index 

properties and magnetic-tunable transmission properties of magnetic fluid, a novel long-tail optical fiber current 

sensor is proposed and demost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current sensing system are tested 

by applying different measured current. The current measurement resolution could reach 0.01 A at 24.3  C。 . 

Keyword: optical fiber current sensor, fiber loop ringdown, magnetic fluid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of Strain and Temperature with Polarization 
Maintaining Fiber Bragg Grating Loop Mirror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ovel method of strain and temperature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based on 

polarization maintaining fiber Bragg grating loop mirror is proposed and demonstrated. The sensing head is 

composed of a fiber loop mirror and a section of fiber Bragg grating made in polarization maintaining fiber. The 

Bragg wavelengths of the fiber Bragg grating in the polarization maintaining fiber along slow and fast axis show 

different sensitivities to strain and temperature with the interferometric peak wavelength of the fiber loop mirror. 

By monitoring the shifts of one of the Bragg wavelengths and interferometric peak of the fiber loop mirror, with 
its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0.1167nm / C°  and strain sensitivity of 0.0093nm/ µε , a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resolution about 0.09 C°  and strain measurement resolution of 1.08µε is achieved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Keywords: fiber optic sensor; fiber loop mirror; polarization maintaining fiber Bragg grating; temperature; 

stai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Virtual Driving System Fusing Driver's 
Cognitive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Mental fatigue affects driver’s alertness and ability to drive safely, which is easy to cause traffic 

safety problem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stablish a driving simulation system based on virtual-reality 

technology to offer an environment for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driver’s drowsiness level. By using 3DS max 

software for the modeling of car parts, driving scenes and Virtoo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omobile’s motion 

system, this system can provide a driving simulation experiment platform so as to collect EEG data and other 

parameters during the driving process. Then, through studying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f different fatigue 

status, the SVM algorithm is chosen for the assessment of mental fatigue. So we coul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cted EEG data and driving operation data. At last, we use the EEG feature vectors derived from 

CSP algorithm as input data and the level of fatigue obtained by using the driving operation data as the output to 

train the fatigue detection system and test it with corresponding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combined CSP with 

Wavelet-packet transform algorithm, the fatigue status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is 94.2529% (82/87). 

Keywords: driver drowsiness; EEG; virtual-reality; 3DS max; Vir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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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ed Discrimination of Gait Patterns Based on sEMG Recognition Using 

Neural Networks 
Abstract: A general scheme of automated discrimination of gait patterns based on recognition of surface 

electromyogram (sEMG) of human lower limbs is proposed to classify 3 different terrains and 6 different 

movement patterns.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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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 neural networks (BPNNs) were used to classify gait patterns based on the selected 

features. To overcome slow convergence and local minimum of traditional gradient decent method, L-M 

algorithm was adopted to modify the weight functions and weight values of BPNNs. Simul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validate the efficiencies and recognition accuracies of different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s. BPNN show good 

adaptability and robustness and ha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application of bio-electrical signal processing.   

Keywords: Gait Pattern Discrimination, sEMG, Wavelet Analysis, BPNNs 
 

Correction algorithm of fish-eye image based on improved division model 

Abstract :The fish-eye lens has a wide application in safety monitoring. However, the serious distortion 

reduces the efficiency of image processing and object recognition.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fish-eye images, we 

proposed an inverse division model based on a deeper calculation about traditional division model. The model 

adopts the way of backward mapping avoiding an additional interpolation processing, which makes itself simple, 

flexible and efficient.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improved method has consistent correction accuracy with the 

traditional model but with even higher processing speed, which is correspond with the embedded devices.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paper analysis som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improved 

model based on backward mapping and the traditional one based on forward mapping, following which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new ideas about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Keywords: Camera Calibration; Radial Distortion; Fish-eye images; Forward mapping; Backward mapping; 

Division Model 
 

The Application of Lock-In Amplifier in the Near-Infrared Moisture 
Measurement System 

Abstract: Near-infrared moisture measurement system calculated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mix material by 

measuring the infrared radiation energy reflected from the material according to Lambert-Beer's law and the 

theory of infrared radiation. We introduce lock-in amplifier into the design of near-infrared moisture measurement 

system and get the percentage of moisture content in the mix material after the demodulation, amplification, 

filtering and other process to the signal. It can be a good filter out interfering signals, amplifying helpful signal, 

achieving non-contact real-time online measurement. 

Key words: Near-infrared moisture measurement; Analog lock-in amplifier;Digital lock-in ampl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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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obstacles Using Electronic Guide Device 
Abstract: Blind people need guide tools to help them walk safely. The traditional guide tool is a guide rod.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electronic guide instrument for the blind people has been 

designed. In this paper, infrared sensors are used to detect road inform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is analyzed by 

recognition algorithm. Then give warnings to the blind with a voice module on ARM9. The recognition algorithm 

has been simulated, and it can recognize simple obstacles. 

Key words: electronic guide; infrared sensors; recognition algorithm 
 

Automatic wiper system based on the adjacent capacitive edge effect 
Abstract: An automatic wiper contro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adjacent capacitive used in automotive industry. 

Three types of capacitance sensor in different shapes   (round-arrays, flower-shaped and single-ring) are 

designed, and their performances are simulated by using COMSOL and MATLAB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ingle-ring sensor is the best, and its sensitivity reaches 192.17fF/mm, 

which overcomes the problem of weak output. The data acquisition and conversion circuit based on digital chip 

AD7142 is intended to enhance the anti-interference and reduce the system cos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utomatic wiper control system used on automatic cars.    

Keywords: adjacen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ensor optimization, digital chip 

 
Optimal Control Approach to Two-Stage Inventory System in Steel Cold 

Rolling Produc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a two-stage inventory problem arising from cold rolling production process in 

the steel industry. The problem is to find a optimal  inventory level which satisfies the order demand and ensures 

the continuity of production  via controlling the production rate.. Consider ring “transport of batch” to different 

sales center, we assume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mand depends on the corresponding inventory level. We 

propose an optimal control model for this problem by relaxing some complex constraints of the practical 

technological requirements. To solve the two-stage inventory problem, the maximum principle is used and we 

obtain three optimal production rate: full production, no production and singular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Finally, a numerical example is provided to illustrate our method,  where the experiment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a certain steel company. 

Key words: two-stage inventory, optimal control, maximum principle, cold rolling 
 

Improved Scheme of Distributed Secret Sharing Based on Personalized 
Spherical Coordinates Space 

Abstract: Threshold secret sharing schemes are ideal to protec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we 

give a better reconstruct algorithm of the distributed <k, n> threshold secret sharing scheme based on spherical 

coordinates. In TAN’s scheme, during secret sharing procedures of proposed scheme, they design algorithm to 

convert secret to be sphere center. And then they design an algorithm to convert all participants to points on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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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and keep all the participants on the same sphere surface. Because four non-coplanar points determine a 

unique sphere, the secret could be reconstructed by the dealer and other four participants. Cramer rule is used to 

calculus and reconstruct the secret. In our scheme, we find that Gaussian elimination is a better way to calculus 

and reconstruct the secret. Performance analysis proves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 has relatively advantage in 

computation complexity, storage space and communication amounts during distrib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rocesses. 

Key words: Secret sharing; Cramer rule; Gaussian elimination 
 

Motion Recognition Based on Spatial Temporal HMM and Improved KPC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raditional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is easily influenced by 

blocking and the capture views is limited,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method with 3 Kinects. Kinects are used to 

capture the human skeleton data and extract motion features. Principle component of raw data is extracted by 

using improved KPCA. Classifier is generated by using spatial-temporal Hidden Markov Model. A set of  

specific motions is analyzed in monitoring  are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iciently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blocking and skeleton data is incomplete. It can als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The 

improved KPCA can   improve the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and reduce the motion recognition time.   

Keywords: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Spatial-temporal HMM; Skeleton Data; Improved KPCA; classifier; 

 

The Algorithm and Solution of Charity Funds Allocation and Feedback 
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an way to optimize donor experience by tracking and feeding back using 

information of single donation. To minimize the feedback time of each donation, we design an algorithm of funds 

allocation and do lots of experiment. The result proved the edge of algorithm. 

Index Terms :funds allocation, Multi-level Feed-back, donor experience 
 

3D Display Technology in Medical Imaging Field 
Abstract:: 3D display can reflect the image depth information and make the image present stereoscopic 

sensation to improve the medical imaging effect and diagnosis accuracy, if the technology can be used in image 

guide surgery to diagnose lesion location. This paper will mainly elaborate some advanced naked eye 3D display 

technologies——multi-view auto-stereoscopic display technology, integral photography 3D display technology 

and holographic 3D display technology. At last, image guide surgery based on interactive 3D navig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Meanwhile, this paper indicates the trend of medical imaging fields.  

Key words:3D Display, Medical Imaging, Diagnosis, Interactive,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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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本科生申请专利一览表 

序

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类别 

1 
一种空间块体滑落过程结构面粗

糙度测定装置及其测定方法 
王述红、钟山、高轩麟、王一然 发明 

2 
一种结构面粗糙度测量装置及其

使用方法 

王述红（教授）、钟山（本科)、高轩麟（本科）、

王一然（本科） 发明专利 

3 
一种基于模间干涉原理的新型振

动测量实验装置 
赵勇（教授）李雪刚 赵照 孟繁超 发明 

4 
一种基于膜间干涉原理的新型振

动测量装置 
赵勇（教授）、李雪刚、赵照、孟繁超 

发明专利 

5 
基于振动冲击的能量收集与电池

更换一体化系统 
刑春生、刘军江 发明 

6 
基于振动冲击的能量收集与电池

更换一体化系统 

邢春生（学生）、刘军江（学生）李小彭（副教

授） 发明 

7 
一种新型多功能安全助残机械手

爪设计 
增灿灿、罗桂彬、朱立达（副教授） 

实用新型 

8 
一种新型多功能安全助残机械手

爪设计 
朱立达（副教授）、增灿灿、罗桂彬 

发明专利 

9 一种宽量程精密真空漏气阀 李建昌（副教授）、邵思佳、刘红彦、隋文 发明专利 

10 
一种通过人体运动驱动的 pm2.5

呼吸过滤器装置 

隋天中（副教授）、石晏霖（本科生）、赵陈（本

科生）、李瑞（本科生） 发明专利 

11 
一种通过人体运动驱动的 pm2.5

呼吸过滤器装置 

隋天中（副教授）、石晏霖（本科生）、赵陈（本

科生）、李瑞（本科生） 

实用新型专

利 

12 
一种超声致金属溶体结构变化的

在线检测方法 

乐启炽（教授）、白冒坤（本科生）、邹宇明（本

科生）、张赛鹏（本科生） 

国家发明专

利 

13 一种力高车体重心调整机构 陆志国（讲师）、龚佳乐、李子阳、仝允 发明专利 

14 
一种欠驱动双自由度自适应越障

轮系 
陆志国（讲师）、龚佳乐、仝允、李子阳 

实用新型专

利 

15 
新型高分子薄膜真空喷涂卷绕镀

膜机的设计 
李建昌（副教授）、刘红彦、邵思佳、隋文 发明 

16 
一种锂离子电池

LiNi0.5Mn1.5-xCax04的制备方法 刘国强（副教授）、张灵犀、孙璐、王伦 发明 

17 
社区居民远程监护与紧急救援监

控装置及方法 
张爽（副教授）、高同刚、卓海振、蔡佳何 

发明专利 

18 
一种分布式环境下基于 Apriori

算法的数据缓存方法 
张莉（讲师）、郭昆、杨乐游 

发明专利 

19 
基于小型四旋翼无人机的构图装

置及方法 

吴成东（教授）、常雪枫（学生）、王璐（学生）、

王琦（学生） 发明专利 

20 
一种基于多步矫正思想的鱼眼图

像校正新方法 

张云洲（副教授）、朱德龙（学生）、钟惟林（学

生）、廖峭（学生） 发明专利 

21 
一种救援人员室内定位与信息协

同装置及控制方法 

王晓哲（副教授）、赵宇明（学生）、张玮康（学

生）、谌炳汉（学生）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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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类别 

22 
一种钢绞线仓储和配运系统及方

法 

庞哈利（教授）、王睿、朱林炯、徐宝鸿、徐凯、

邵飞牛 发明专利 

23 
基于反转法绘制直动从动件盘形

凸轮廓线的教具 

宋万里（副教授）、么宇辉(学生)、王怀宇（学

生） 实用新型 

24 
一种娱乐休闲用节能助力挂载装

置 

马明旭（副教授）、赵洋（本科生）、刘红林（本

科生）、刘攀（本科生）、陈述平（副教授） 

发明和实用

新型 

25 一种涡卷弹簧高效节能电动车 
刘攀（本科生）、赵洋（本科生）、刘红林（本

科生）、马明旭（副教授）、陈述平（副教授） 实用新型 

26 
一种基于变长轴椭圆拟合的鱼眼

图像自校正方法 

张云洲（副教授）、朱德龙（学生）、钟惟林（学

生）、廖峭（学生） 发明专利 

27 

一种基于最小二乘法优化的任意

畸变黑白棋盘角点的自动检测方

法 

张云洲（副教授）、钟惟林（学生）、朱德龙（学

生）、廖峭（学生） 
发明专利 

28 自动跟随轮椅 郭爱波、王宏、郑兴文、李木岩 实用新型 

29 一种纵扭复合超声振动切削装置 邹平（教授）、陈汐、张涛、李文博 发明 

30 
一种机械教学及绘图用网格投影

教具桌面 
孔祥伟、龚佳乐、郑兴文、苏野 实用新型 

31 一种超薄便携式折叠椅 龚佳乐 实用新型 

32 一种教室用隐藏式课桌椅 孔祥伟、龚佳乐、郑兴文、李磊、严亮、苏野 实用新型 

33 
一种便携式可升降多功能讲课系

统 
孔祥伟、龚佳乐、章家藏、郑兴文 实用新型 

34 一种旋转可展开桌面系统 孔祥伟、章家藏、龚佳乐、郑兴文 实用新型 

35 一种嵌入式可隐藏教室系统 
孔祥伟、龚佳乐、郑兴文、章家藏、严亮、李磊、

苏野 
实用新型 

36 一种教室用隐藏式课桌椅 孔祥伟、龚佳乐、郑兴文、李磊、严亮、苏野 发明专利 

37 
一种便携式可升降多功能讲课系

统 
孔祥伟、龚佳乐、章家藏、郑兴文 发明专利 

38 一种嵌入式可隐藏教室系统 
孔祥伟、龚佳乐、郑兴文、章家藏、严亮、李磊、

苏野 
发明专利 

39 多功能下肢康复助力车 从德宏（副教授）、孙百万、郑兴华、王怀宇 
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

40 
一种提取人体关节点坐标的智能

监控系统 
王真伊、董傲霜、陈瑞 

国家发明专

利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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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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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国

一

等

奖

全

国

二

等

奖

全

国

三

等

奖

全

国

优

胜

奖

省

特

等

奖 

省

一

等

奖 

省

二

等

奖 

省

三

等

奖

省

优

秀

奖

1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1 8     12 14 23  

2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7 8 2 4 

3 嵌入式专题邀请赛    2         

4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5 2     7 3 4 1 

5 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1 25 63          

6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7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3 6  15 5 10 9  

8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1 2 2         

9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2 6 4    16 6 8  

10 CCTV 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  1           

11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2 2         

12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7    8 9 4  

13 计算机仿真设计竞赛   1          

14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4 9 34 68         

15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1        1  

16 中国机器人大赛（足球）             

17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信息安全技术专题邀请赛    2         

18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

新大赛 
 6 3          

19 中国机器博弈锦标赛  1           

20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2 8 21 13        

21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竞赛  1 1     4 21 16 6 

22 创意中国--第五届全国设计艺术大奖赛  1 3 3         

23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机器人擂台赛        4    

24 外研社全国英语演讲竞赛辽宁赛区      1 2 2 1  

25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    1         

26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 1 1      3 1 2  

27 辽宁省本科大学生工业设计竞赛           1  

28 中国高等学校艺术设计大赛   1  6        

29 辽宁省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3 4 1  

30 空中无人机大赛     2        

31 金相大赛 1  1 2          

32 金相大赛 2  1 3          

33 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1 1 4 1        

34 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电子创新设计竞赛    2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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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学生获奖情况列表 

序号 比赛项目 奖项 获奖学生 比赛时间 组织单位 

一等奖 
乔思佳、王乾、李

聪、李靖宇 

二等奖 李欣轩等 10 人 1 

全省大学生“挫折

中的人生智慧”成

长故事与心理格

言征集活动 

三等奖 陈楠等 8人 

2014.12 
辽宁大学生在线联

盟  大连医科大学

2 

全国励志成长成

才优秀学生典型

评选 

100 强 刘景亮 2014.5 
教育部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 

3 

2013年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评选

活动 

提名奖 赵云翔 2014.1 共青团中央 

4 

辽宁省第二届未

来职场精英挑战

赛 

季军 

优秀奖 

李昆蔚 

边芫 
2014.9 

辽宁省大学生就业

局 

5 
2014中国大学生

就业模拟大赛 

一等奖 

二等奖 

马婷婷 

秦琪 
2014.11 国博弈论与实验经

济学研究会 

6 
失控·创业竞赛

2014总决赛 
第二名 NeuAutumn 2014.12 

辽宁电子商务协会

沈阳浑南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 

7 
第五届哈尔滨创

业大赛 

第五名 

百强奖 

参与奖 

杨坤等 4人 

朱培豪等 21 人 

崔莹等 22 人 

2014.11 尔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主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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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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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学习倦怠机

制研究 
陈阳 1万元

辽宁省社科

联 
2014.01 

2 东北大学 

有效实现高效毕业

生高质量就业的路

径研究 

熊晓梅 3万 
教育部高校

学生司 

2014.1-201

5.1 

3 东北大学 

高水平大学分专业

高端就业市场 

体系建设研究 

张皓 0.7万

沈阳市大学

生思想政治

教育专项研

究课题 

2013.11-20

14.10 

4 东北大学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

的高校少数民族学

生发展性资助研究 

张小诗 1万 

辽宁省高校

统战研究项

目 

2014.8-201

5.8 

 

 

201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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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高端

就业市场建设的策略研

究——以东北大学为例

张皓，张

小诗 
现代教育管理 2014年8月 

2 东北大学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就业胜任力研究 
张皓 

东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4年10月

3 东北大学 
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现

状及压力源研究 
武琳 

吉林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 
2014 年 11 月

4 东北大学 
工科院校硕士新生心理

健康状况调查 
武琳 

当代教育理论与

时间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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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文化素质教育教材、读物出版情况列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出版物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东北大学 大学书法通用教程 朱利 
东北大学

出版社 
2014年3月 

2 东北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案例汇编 
陈阳 

辽宁大学

出版社 
2014年12月 

3 东北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件集萃 
陈阳 

东北大学

出版社 
2014年12月 

 

 

 

 

 

2014 年度文化素质教育师资培养情况列表 

序号 培训名称 培训机构 主讲人 参培人员 培训时间 

1 
职业核心能力专业教

师培训班 

教育部教育管理

信息中心 
 张威、于浩 

 

4月25日 

2 
学生心理障碍识别及

危机干预培训 
精卫中心 王秀珍 全体辅导员  4月29日 

3 
高校创业基础课程指

导师师资培训班 
高校毕业生就业  亓红强 

 

5月12日 

4 
职业生涯规划培训

（TTT） 

辽宁省大学生就

业局  顾硕 5月13日 

5 
高校专职心理咨询师

咨询督导培训 
中国医科大学 刘盈   

省内高校专职

心理咨询师25

人 

5月23日 

6 
高校创业教育骨干培

训班 

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 
 魏先越、吴迪 5月26日 

7 

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

教育新观念与团体工

作技能培训 

清华大学 樊富珉 

全体辅导员及

高校专职心理

咨询师 180人 

6月16日 

8 
高校专职心理咨询师

咨询督导培训   
中国医科大学 刘盈 

省内高校专职

心理咨询师20

人 

6月20日 

9 
就业指导人员中级培

训 

全国高等学校学

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 

 
吕志娟、陈晨、

李瑞奇、教立营 
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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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名称 培训机构 主讲人 参培人员 培训时间 

10 职业生涯咨询与辅导
北森生涯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林楠、于浩 

 

7月22日 

11 
国家生涯规划师认证

培训 

向阳生涯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孙欣然、顾硕 7月28日 

12 
网络安全技术课程培

训 
工信部培训中心  田冠仁、张超 7月 

13 

生涯导师（生涯培训

师）特训营 

 

北京新精英生涯

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张小诗 8月17日 

14 

辅导员职业能力培训

——学生成长发展引

导技术培训 

东北大学学生指

导服务中心 
林楠 

 

新生辅导员及

学院学办主任 
10月14日 

15 生涯教练技术工作坊 

 

北京新精英生涯

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张小诗 10月18日 

16 

《建构解决之道——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

读书讨论组 

东北大学 曲慧东 

 

校内具有咨询

师资质的辅导

员（37人） 

11月 

17 
生涯教练认证培训

（BCC） 

北森生涯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王帅 11月26日 

18 
高校专职心理咨询师

咨询督导培训 
中国医科大学 刘盈 

省内高校专职

心理咨询师35

人

12月16日 

19 
GCDF全球职业规划师

认证培训 
北森生涯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于浩 

 

12月22日 

20 
生涯规划团体辅导培

训（GCT） 

辽宁省大学生就

业局 
 张孟新 12月3日 

21 

辅导员职业能力培训

——学生职业发展指

导培训 

东北大学学生指

导服务中心 

北京互动峰科

技人力资源副

总裁杨柳 

新生及毕业班

辅导员及学院

学办主任 

12月4日 

 



 

 

 

第五部分 图片新闻 

 

                                               

争做时代新雷锋——东北大学蒲公英志愿者在行动 

东北大学“彩虹成长计划”之 2013 级学生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启动 

东北大学喜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 
东北大学 5门课程被评为大学素质教育精品（优秀）通选课 

东北大学举行“传五四薪火 颂东大精神”五四升旗仪式 

世界金融史学者宋鸿兵来东北大学作学术报告 

东北大学国标舞团在 2014“辽宁远大杯”中国北方体育舞蹈公开赛上再获佳绩 

“快乐人生”心理健康教育主题讲座成功举办 

东北大学第七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展举行 

2014 年“拥抱阳光，关爱心灵”大学生心理情景剧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东北大学国标舞代表队在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上获得华尔兹舞冠军 

载歌载舞颂文化 格桑哈达融真情——东北大学举办首届藏文化节系列活动 

2014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决赛在东北大学举行 

东北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回访往届“自强之星”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在东北大学举行 

东北大学喜获第七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一等奖 

东北大学举行“向国旗敬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 
东北大学参加第十三届沈阳市大学生文化节取得可喜成绩 

2014 级“朝阳新生•携梦起航”迎新晚会在浑南校区成功举行 

东北大学喜获大学生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 
东北大学接受辽宁省教育厅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教学评估 
东北大学 2014 级“我的大学”主题演讲比赛圆满成功 

“东北大学首届南湖论坛—大数据时代的你何去何从”圆满结束 

东北大学啦啦队荣获“2014-2015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沈阳站）”冠军 

东北大学建龙钢铁“我的中国梦”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节闭幕 

东北大学开展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九周年系列活动 

东北大学“自信优雅，开启精彩人生”女大学生成长励志报告会成功举行 
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 ——校史话剧《离离原上草》向首个“国家公祭日”致敬 

“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成长发展咨询会——就业专场成功举办 

“一步之遥”东北大学第十三届校园交谊舞大赛成功举办 
2014 年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会召开 

“激情圣诞，百团狂欢嘉年华“晚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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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时代新雷锋——东北大学蒲公英志愿者在行动 
 

 

 

 

                                                                                             
为弘扬雷锋精神，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

化，在 3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东北大学

以蒲公英家族“NN”、“EE”、“UU”为形象代言

的志愿者们，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和“感恩、公益、优质”的志愿理念，集

中开展了以“争做时代新雷锋，践行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的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 

 

 

 

3 月 5 日当天，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协会的倡导

和带动下，全校各级志愿者组织联合启动“校园义

工接力行动”志愿服务项目，来自全校 15 个学院

的近 200 名志愿者深入到学校图书馆 、四大食堂 

和五大教学馆参与志愿服务。蒲公英“恩恩食堂协

管员”在校内食堂开展“马上充值”和“文明就餐”

活动，志愿者们协助同学们办理饭卡充值，倡导分

收餐盘，文明就餐。蒲公英“益益图书管理员”帮

助图书馆做好图书分类等工作，方便广大师生的图

书查找、借阅。蒲公英“优优教室清洁员”在各教

学楼进行教室清洁活动，擦黑板，收拾讲台，清扫

教室，为师生营造良好的教学和学习环境。校志愿

者协会负责人表示：我们的目的是倡导同学们通过

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来树立“感恩、奉献、友善、互

助”的价值观，参与校园建设，为学校跃升发展献

一份力，以后我们还将推出校园“交通协管员”、

“场馆维护员”、“社区科技员”等，建立菜单式

的校园志愿服务项目，定期开展校园义工接力服

务。 

 
 

 

 

据悉，学校团委在 3月初下发了《关于开展“争

做时代新雷锋，践行核心价值”活动的通知》，号

召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在“阳关助残、关爱行

动、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扶贫济困、应急救援”

等领域，依托主题团日、能力拓展、日常社会实践

等载体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以志愿服务

制度化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在校团委的倡导

下，3 月 5 日前后，学校广大志愿服务队、社团，

团支部也纷纷走出校园开展志愿服务。“践行”志

愿者协会组织20余名志愿者到望湖路小学进行“雷

锋故事”主题支教活动；日光志愿服务队带领的 30

名志愿者到朝鲜族安图社区开展“学雷锋进社区”

活动；V爱志愿服务队与 10 余名青联委员一道在南

湖 V站开展“续写雷锋日记的人们”特色活动；郭

明义爱心团队组织校内义务献血活动⋯⋯，志愿者

们以实际行动为雷锋精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此

外，以“讲雷锋故事、谈心中感受、夸身边榜样”

为主题的网上讨论活动、“身边的雷锋”照片征集

活动和“青春出彩、创意无限”微视大赛也在微博、

微信、人人、青梅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广大学生在

新媒体平台上踊跃交流对新时代雷锋精神的感悟，

激发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强烈使命感和如火热情。

（团委供稿） 

团市委副书记吴波与志愿者交谈 

师生参与“争做时代新雷锋”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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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彩虹成长计划”之 2013 级学生综合能力提升项目

启动 
    
 

 

 

                                                                                                

4 月 9 日，由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主办的东北大

学“彩虹成长计划”之 2013 级学生综合能力提升

项目全面启动。本学期的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包括自

我认知、树立自信、人际交往、思辨能力、表达能

力、领导能力、创新能力七大部分内容，覆盖所有

2013 级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十余位经验丰富的

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创业指导师通过课堂讲

授、团体互动、沙盘模拟等形式，帮助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提升各项能力。 

   “彩虹成长计划”是由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基于贫
困学生能力模型研究成果构建的励志成长体系。该

计划自 2011 年实施以来，分年级、分层次地开展

了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学业能力提升项目、专业能

力提升项目、就业能力提升项目，帮助困难学生解

决学业、就业和发展困惑，每年惠及困难学生 1000

余人。（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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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喜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 
 

 

 

 

                                                                                                 

2014 年 4 月， 2014 国际（美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结果在竞赛官方网站揭晓。东北大学

取得了 1项特等奖、25 项一等奖、63 项二等奖、

74 项成功参赛奖的骄人成绩，刷新了我校在该项

竞赛中实现了参与学生最多最广，获奖层次最高、

获奖数量最多等多项记录，获奖层次、数量及获

奖比例等方面都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2014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于北京时间

2月 7 日至 11 日在全球通过网络同步举行。经过

校内选拔赛，我校最终选定 163 支参赛队伍、共

计 489 名优秀学生参加了本次竞赛。163 支团队

在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四天四夜 96 小时

的顽强拼搏，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其中信息

学院陈大力老师指导的由信息学院沈岩涛、谢槟

竹、马颖异三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获得国际（美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最高奖项特等奖，在东

北地区高校中尚属首次。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是一项

国际级的竞赛项目，为现今各类数学建模竞赛之

鼻祖，每年吸引世界著名高校参赛，是最著名的

国际大学生竞赛之一。竞赛着重强调研究问题、

解决方案的原创性、团队合作与交流以及结果的

合理性，以三人（本科生）为一组，在四天时间

内，就指定的问题完成从建立模型、求解、验证

到论文撰写的全部工作。据悉，本次比赛共有世

界各国共 6775 支队伍参赛，共评出特等奖 13 项，

一等奖 656 项，二等奖 2168 项。（学生创新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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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5门课程被评为大学素质教育精品（优秀）通选课 
 

 

 

 

                                                                                               
5 月 1 日，大学素质教育精品（优秀）通选课

评选结果公布，东北大学《企业文化与商业伦理》、

《书法》、《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身养性》等 3

门课程被评为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三维动

画设计与制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被评为大

学素质教育优秀通选课。 

为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通选课程建设，进一

步推动大学素质教育工作深入开展，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组织开展了大学素质

教育精品通选课评选工作，此次评选共计收到全国

高校申报课程 272 门，评选出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

选课 139 门、大学素质教育优秀通选课 86 门。   

（教务处供稿） 

 
东北大学获得大学素质教育精品（优秀）通选课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获奖人 获得奖项 

1 书法 朱利 精品通选课 

2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修

身养性 

赵越、马天威、初青松、贺

翔、韩磊 
精品通选课 

3 企业文化与商业伦理 王宝森 精品通选课 

4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  周淼 精品优秀课 

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陈阳、刘清瑞、曲慧东、武

琳、徐晓宁 
精品优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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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举行“传五四薪火 颂东大精神”五四升旗仪式 
 

 

 

 

                                                                                          

5 月 4 日，东北大学学生会组织了隆重的升国

旗仪式，以此纪念五四运动 95 周年暨中国共青团

成立 92 周年。各学院近 900 名在校师生参加了此

次升旗仪式。 

早上七点整，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防生国旗

班同学护送国旗入场。全场师生庄严肃立，伴随着

雄壮的国歌，目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缓缓升起。 

校学生会生活部部长刘文灏同学代表全校同

学作“国旗下的讲话”。国防大队长王琳带领全体

师生宣誓。（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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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史学者宋鸿兵来东北大学作学术报告 
 

 

 

 

                                                                                            

5 月 8 日晚，我校校友、著名世界金融史学者

宋鸿兵在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厅为我校师生作了

题为“用经济与货币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的学术

报告。此次学术报告为校团委主办的“建龙大讲堂”

系列讲座之一。 

在报告中，宋鸿兵从货币、金融的角度解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债危机等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从货币政策、房地产走势等视角分析了中

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存在的问题，并得出必须通过

发展实体经济和推动科技创新才能使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结论。报告结束后，宋鸿兵还详细解答了

同学们提出的有关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链接：宋鸿兵， 1990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

控制系，1994 年赴美留学，获美利坚大学硕士学位，

世界金融历史学者，著有《货币战争》系列丛书，

丛书长期高居中国财经图书畅销榜榜首。（团委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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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国标舞团在 2014“辽宁远大杯”中国北方体育舞蹈

公开赛上再获佳绩 
 

 

 

 

                                                                                                 

 

5 月 11 日，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辽

宁远大杯”中国北方体育舞蹈公开赛暨辽宁省体

育舞蹈锦标赛在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馆落

下帷幕。 

东北大学国标舞团由团长苗龙带队，选派 10

组选手参加了青年Ⅰ组公开组别的比赛，比赛舞种

为华尔兹、探戈和维也纳华尔兹。经过初赛与决赛

两轮比赛，最终东北大学代表队荣获该组别前三

甲，获奖选手分别是：第一名许超、李妍；第二名

方毅、马宇晴；第三名李光远、石玉玲。并且东北

大学参赛队获大赛主办方授予“优秀团队奖”。 

参加此次比赛，对东北大学国标舞团及每一位

团员均有重大意义。不仅为学校赢得荣誉，而且在

赛前准备及比赛过程中，每位成员的舞蹈水平和身

体素质均有大幅度提升；同时这也是东北大学国标

舞团走出校园、进行交流学习与实践的一个良好契

机。（教务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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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人生”心理健康教育主题讲座成功举办 
 

 

 

 

                                                                                               

5 月 15 日 18:30，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于何世礼教学楼举办了“快乐人生”心理

健康教育主题讲座。讲座邀请了东北大学名师、教

授窦胜功主讲， 200 余名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窦胜功通过剖析快乐人生的四个表现、五种能

力和六个特点，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拥有“快乐人生”

的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他还结合生动的实例为同

学们提供了四条创造“快乐人生”的途径，有效提

升了学生应对和化解不良情绪的能力。  

此次心理健康教育主题讲座，是我校大学生心理健

康文化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为培养学生的乐观健

康心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学生指导服务中

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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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第七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展

举行 
 

 

 

 

                                                                                            

2014 年 5 月 23 日上午，东北大学第七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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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宣传部部长丁义浩，团委书记

张玉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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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篇，其中 16 篇被 SCI 检索收

录、23 篇被 EI 检索收录，申请国家专利共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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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青年学生更应该加倍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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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青春”辽宁省大学生创业就业大

赛中，我校共有 39 件作品入围省赛，其中通过创

新项目申报的作品共 19 件，20 件作品将于 5 月

28 日省赛决赛中争夺特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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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新闻| 133

2014 年“拥抱阳光，关爱心灵”大学生心理情景剧大赛决赛

圆满落幕 
     

 

 

 

                                                                                                

5 月 29 日晚，2014 年“拥抱阳光，关爱心灵”

大学生心理情景剧大赛决赛在学生活动中心多功

能厅举行。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海龙，学生处副处

长马天威、学生管理科科长韩磊，校团委副书记张

哲、学团部部长孙坤，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刘

青瑞、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陈阳、季长生教授出

席了本次大赛担任嘉宾和评委，各支代表队的指导

教师也莅临活动赛场。本次大赛由学生指导服务中

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办，心理潜能开发协会承

办。  

      从 3 月末启动大赛以来，活动得到了全校各

学院的大力支持，征集到了 24 个剧本，通过剧本

评审、预赛评选，最终有 6个剧目进入了决赛。决

赛现场，演员们精彩的表演给观众和评委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大家也随着剧情里的跌宕起伏，得到了

一场心灵的洗礼。为了让校园心理剧在广大学生中

得到推广和普及，本次大赛除了安排评委评分，还

启动了新浪微博投票环节。最终，机械学院选送的

《破茧》摘得本次大赛桂冠，材冶学院选送的《只

要最后还是你》和信息学院选送的《我想握着你的

手》获得了二等奖，材冶学院选送的《我们要去哪》、

资土学院选送的《你所不知道的幸福》和软件学院

选送的《朋友》获得了三等奖。机械学院郑鑫、材

冶学院徐腾飞两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信息

学院郑立卓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材冶学院刘津含获

得最佳女主角奖、软件学院白晓曦获得最佳编剧

奖、资土学院冯志欣获得最佳剧务奖。  

各参赛队伍选送的剧本都十分贴近大学校园

生活，从同学们身边发生的大事小情里探讨了学习

生活、情绪情感、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内容，展现了

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人生

的思考及感悟。校园心理情景剧的举办，活跃了校

园文化氛围，传播了心理健康的理念，推动了我校

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发展，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有效载体。（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评委老师与演职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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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国标舞代表队在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上获得

华尔兹舞冠军 
 

 

 

 

                                                                                                

5 月 30 日-6 月 1 日，2014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在江

西宜春市体育馆举办。由体育部梁青副教授为教练员，体育人文社

会学专业研究生李雪、信息学院自动化 1005 班许超等 4名同学组成

的东北大学国标舞代表队参加了比赛。经过多伦淘汰赛，李雪、许

超以标准优美的舞姿和赋有艺术感染力的表现获得普通院校组华尔

兹舞单项冠军。这是我校国标舞队近年来在全国大学生比赛中获得

的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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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颂文化 格桑哈达融真情——东北大学举办首届藏文

化节系列活动 
 

 

 

 

                                                                                            

6 月 7 日晚，由学生指导服务中心、校团委主

办，雪域九眼天珠社团承办的东北大学首届藏族文

化节“欢腾雪域”藏文化晚会在学生活动中心多功

能厅举办。学生指导服务中心、校团委、学生处有

关负责人及部分学院辅导员出席晚会。来自全校以

及沈阳刑警学院、沈阳建筑大学和沈阳大学的藏族

同学等 300 余名师生观看了演出。 

晚会以转神山的戏说开场，演绎的雪山、藏族

男女老少虔诚的跪拜将观众瞬间引入了圣洁的藏

域风情。晚会以歌舞为主，舞蹈《五彩氆氇》、《溜

溜的姑娘像朵花》、《哈达》、《喜相会》以及曼

陀铃弹唱，以悦耳的琴声和欢快的脚步声，展现了

藏族民间风俗和传统歌舞艺术；舞蹈《雪域踢踏》、

《藏歌串烧》则将藏族风情融入新派元素，展现今

日西藏的新生活、新变化、新发展；歌曲《巴拉格

宗》、《思念父母》表达了藏族学生对家乡的思念

之情；《民族服装秀》将藏族服饰和藏文化巧妙结

合，全景展现了藏族人民生活劳作的场景；沈阳刑

警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的藏族同学专程为晚会献

上了自编自演的歌舞节目。来自软件学院的汉族同

学刘迪以一曲《天路》将晚会推向高潮，藏汉一家

亲的浓厚气氛感染了全场师生。晚会中，精彩的节

目呈现了文化神韵、视觉盛宴与心灵震撼，赢得了

阵阵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藏汉同学互献哈达，表

达了对彼此的美好祝福。 

本次藏文化节系列活动历时两天,包括藏文化

展览、锅庄舞会和藏文化晚会。在藏文化展览中，

藏族药材、文字、服装、首饰、食物、游戏和经文

等各式各样的藏族特色文化用品、吸引了众多学生

和老师们的关注。展览活动现场，藏族同学为师生

们认真地讲解藏文化，还亲自为同学们免费设计撰

写藏文字个性签名，并教授藏文写法；汉族同学纷

纷穿戴藏族服饰和配饰，与藏族同学合影留念。锅

庄舞会上，大家在操场上手拉手围成圆环，在时而

欢快时而悠扬的藏族乐曲伴奏下，由藏族同学热情

地带领汉族同学跳起锅庄舞。浓浓的藏族风情，深

深地藏汉情谊，在东大的校园里犹如格桑花徐徐绽

放⋯⋯     （团委供稿）

 

 

  

    

舞蹈 五彩氆氇 藏族服装及礼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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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决赛在东北大学举行 
 

 

 

 

                                                                                            

    2014 年 7 月 21 日上午，2014 年第七届中国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沈阳赛区）现场决赛在

东北大学刘长春体育馆开幕。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由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贸易服务协

会联合主办。竞赛旨在激发全国高校各专业学生

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提高学生运用信息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造就更多全

面发展的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开幕式上，东北大学副校长姜茂发介绍了东

北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学校近年来在大学生创新

创业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姜茂发指出，

此次计算机设计大赛的成功举办，必将进一步促

进校际交流，极大激发学生投入科研实践的热情，

有力地引导计算机学科的教学改革。姜茂发代表

东北大学对教育部和组委会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对全体参赛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祝愿参赛队员在大赛中发挥应有水平，取得优

异成绩。 

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建华代表省教育厅对

大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张建华指出，组

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辽宁省

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和实践，

取得了可喜成绩。张建华表示，要通过本次大赛

促进各高校、各省份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希望广大教师不断

更新观念，加强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希望参赛大学生通过大赛提高计算机应用能

力，完善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成长为企业和社

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评委代表、清华

大学贾京生教授表示本次大赛将本着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进行审评，让学生用作品说话，并希

望大学生们发挥团队力量，凸显团队优势，注重

过程，让大赛成为大学生们互相沟通、学习的平

台。参赛选手代表、北京大学学生王迪在发言中

说，同学们在备战比赛的过程中，不但培养了对

科研不懈求索的精神，更获得了团队意识，在比

赛中的一切经历都将成为大学生涯中的宝贵精神

财富。 

大赛组委会秘书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卢湘

鸿在开幕式上高度评价了东北大学在历届全国大

学生计算机大赛中的突出表现，并表示中国大学

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已经成为国内计算机类赛事中

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大的竞赛之一，受到国内

高校的极大关注，本次大赛要本着安全、有序的

原则，使参赛选手的水平得以充分展示和发挥。 

据悉，本次入围沈阳赛区决赛的作品共计

1304 件，参加院校共计 500 所，参赛人数达 5000

人。本次决赛沈阳赛区共分两个阶段、7 个类别

进行，第一阶段在 7月 21-24 日举行计算机音乐、

软件应用与开发、微课与课件 3 个类别的决赛，

第二阶段在 7 月 24-27 日举行数媒设计普通组、

数媒设计专业组 2 个类别的决赛。比赛将通过决

赛答辩、决赛复审、作品点评等环节，最终决出

各大奖项。（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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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自强之星'十年回访团成
员与第三届“自强之星白彦冰合影

东北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回访往届“自强之星” 
 

 

 

 

                                                                                              

7 月 20 日至 8 月 1 日，由第十届东北大学“自

强之星”、优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组成的回访团奔

赴北京、大连、沈阳等地，对部分往届“自强之星”、

优秀特困生校友进行回访。本次活动是由学生指导

服务中心主办的“励志青春  圆梦中国”——东北

大学“自强之星”十周年回访系列活动之一，旨在

通过开展实地访谈、校友联谊、企业参观考察等活

动，激励在校困难学生自强自立、勇于拼搏、立志

成才。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团队成员与孙文强（第二

届自强之星，热能工程专业博士，现就职于东北大

学）、曹中秋（第三届自强之星，现任职中广核辽

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团委书记）、白彦冰（第三

届自强之星，现就职于新浪技术有限公司）、朱巧

博（第五届自强之星，现任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专利工程师）、田涧（第六届自强

之星，现攻读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学

位）、庞金刚（第六届自强之星，现就职于东北大

学）等往届“自强之星”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自

强之星”们讲述了他们励志成才的求学经历，分享

了在工作领域中不断探索、求知的历程和职场感

悟，并希望能用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与在校的学弟学

妹共勉，共同跨越挫折、克服困难，用栋梁之躯回

报社会。同时，受访的往届“自强之星”还带领社

会实践团成员对所在单位进行了走访考察，并在

“心愿卡”上亲笔签下了对母校的祝愿、对学弟学

妹们的寄语。（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供稿） 

 

 

 

 

  

 

 

 

 

 

 

实践团成员与第二届“自强之星”

孙文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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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在东北大学举行 
 

 

 

 

                                                                                             
2014 年 7 月 28 日至 30 日，2014 第六届全国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东北大学隆重举

行。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建华，东北大学党委书

记孙家学、副校长姜茂发，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评委会、组委会等各专家成员出席开闭幕

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开幕式上，姜茂发对东北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情

况和取得的成果作了简要介绍。姜茂发表示，举办

此类竞赛有助于激发学生投入创新实践的热情，促

进校际经验交流，进而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

竞赛的承办单位，姜茂发代表东北大学对教育部和

组委会的信任表示感谢，对全体参赛师生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并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张建华指出，组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是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

重要举措。辽宁省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做了诸

多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可喜成绩。张建华希望，广

大参赛大学生通过大赛提高机械创新设计能力，完

善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更快的成长为企业和社会

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孙家学在闭幕式上讲话指出，此次竞赛有效促

进了各高校、各省份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了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是一场比拼智慧、传

递友谊、共同发展的科技创新盛会。孙家学表示，

教育要以人为本，要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

唤醒学生的创新力量、激发学生内在的潜能。

 

据悉，本次大赛以“幻·梦课堂”为主题，内

容为“教室用设备和教具的设计与制作”，共吸引

全国 612 所高校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收到参赛作品

4180 份。经过激烈角逐，东北大学《参数可调控连

杆机构实验平台》、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成形组

合教具》等 126 个作品获得一等奖；哈尔滨工业大

学《可拓展型机械类实用教具及其实时展示系统》、

济南大学《沉浸式机构智能控制 

教学演示台》等 32 个作品获得二等奖；东北

大学、吉林赛区、湖南赛区等 12 个高校和地区获

“优秀组织奖”；东北大学获得“决赛承办纪念奖”。 

此次大赛东北大学共5个项目参加决赛且全部

获得一等奖，再次刷新了我校学子的获奖记录。 

（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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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喜获第七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一等奖 
 

 

 

 

                                                                                             
2014 年暑期，第七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

赛在海军工程大学圆满落幕，东北大学入围决赛

的 5 项参赛作品全部为软件学院指导教师指导的

队伍。由东北大学软件学院信息安全研究所周福

才教授指导的软件学院曹哲、王强、秦诗悦、王

闯四名学生共同完成的参赛作品《云环境下面向

移动终端的毕业证书防伪认证系统》，在决赛中荣

获全国一等奖，另外四支队伍分别荣获二等奖两

项，三等奖两项，展现了我校学子在信息安全竞

赛领域的能力与水平。 

据悉，本届竞赛共有 112 所院校的 709 支队

伍参加，参赛学生达 2412 人。经过网评初赛、复

赛，最终仅 65 所高校、135 支代表队进入全国决

赛。决赛于 7月 21 日在海军工程大学举行。经过

两天的激烈角逐，我校代表队以优异表现圆满完

成答辩、演示与测评等竞赛环节，成功斩获全国

一等奖。同时经过学生创新中心与软件学院的共

同努力，成功获得 2015 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信息

安全竞赛全国决赛承办权。 

作为国内信息安全领域最高级别的专业性大

学生学科竞赛，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一直是

我校重点组织和积极开展的竞赛活动之一。本次

竞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学校的精心筹备和相关

部门的密切协作，更得益于全校师生的积极参与

和全心投入。尤其是软件学院信息安全研究所的

教师，为本次竞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指导工作，

充分激发了参赛选手的创新潜能，有效提高了学

生对题目的把握和赛场的应变能力。（学生创新

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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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举行“向国旗敬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

育活动 
 

 

 

 

                                                                                               

10 月 1 日，东北大学 “向国旗敬礼”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在南湖校区和浑

南校区同步开展。校党委副书记熊晓梅出席活动，

团委相关负责人，及来自各个学院的近千余名同学

参加了活动。 

 

 

 

 

7 点 30 分，南湖校区综合楼北广场，伴随着雄

壮的乐曲，由国防生组成的国旗护卫班，迈着威武

雄壮的步伐，将五星红旗伴着国庆清晨的阳光冉冉

升起。 

 

7 点 30 分，学生代表经典、胡峰分别在两校区

代表全体同学发表了国旗下讲话，表达对祖国 65

岁华诞的祝福，也号召全校同学要铭记践行东大人

“爱国、爱校、爱乡、爱人类”的家国情怀，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始终秉承“自强不息，

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发扬“爱国爱校，严谨治

学”的光荣传统，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

争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国歌响彻，激昂澎湃，每个旋律都在奏响着东

大人的那份赤子之心。“我和国旗合个影”是主题

教育活动的最后环节，组织者为到场师生准备了数

十面国旗和数百面手持小国旗，同学们纷纷参与到

合影活动中。  

“这是我第一次和国旗合影，庄严而神圣，我

一定要把这张照片好好保存”，“手持着鲜艳的五

星国旗，激动中想对她说‘祖国，生日快乐！我永

远爱你！’”，“今天我和国旗合影，好像在近距

离的向祖国汇报，我要用实际行动为她增光添彩”。

活动末尾，同学们久久不肯散去，争相参与，他们

用这样的方式来祝福祖国，用青春的笑脸将国旗映

衬的更加鲜艳。（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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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参加第十三届沈阳市大学生文化节取得可喜成绩 
 

 

 

 

                                                                                                      

2014 年 10 月 15 日，第十三届沈阳市大学生文

化节闭幕式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我校党委宣传

部、学生处、团委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第十三届沈阳大学生文化节于 2014 年 5 月启

动，历时五个月。活动期间，我校组织承办了沈阳

市“做可爱的沈阳人”大学生践行沈阳人道德准则

主题演讲比赛，还积极参与到了其它十二项主体活

动中。我校最终获得贡献奖、校园文化活动先进单

位、优秀组织奖等 16 项团体和个人奖项。  
 

 

第十三届沈阳大学生文化节获奖项目 

编号 奖项 获奖者 

1 沈阳市大学生文化艺术节贡献奖 东北大学 

2 校园文化活动先进单位 东北大学 

3 优秀组织奖 东北大学 

4 “青春足迹”大学生文化志愿者艺术惠民活动先进集体 东北大学 

5 文化节优秀组织工作者 张玉宝、曲佳 

6 校园文化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孙坤 

7 “做可爱的沈阳人”大学生践行沈阳人基本道德准则主题演讲比赛二等奖 孙铭泽 

8 “做可爱的沈阳人”大学生践行沈阳人基本道德准则主题演讲比赛三等奖 李论 

9 “我眼中的美丽沈阳”大学生绘画、摄影、微电影大赛绘画类三等奖 颜晓雯 

10 “我眼中的美丽沈阳”大学生绘画、摄影、微电影大赛摄影类二等奖 王菲 

11 “我眼中的美丽沈阳”大学生绘画、摄影、微电影大赛摄影类三等奖 候雨霏 

12 “我眼中的美丽沈阳”大学生绘画、摄影、微电影大赛摄影类三等奖 巩建昌 

13 “我眼中的美丽沈阳”大学生绘画、摄影、微电影大赛微电影类二等奖 吴昊 

14 “花样年华”沈阳高校大学生校园短剧小品比赛最佳表演奖 
《我的卓别林爸爸》

胡嘉琪、何宇澄 

15 “花样年华”沈阳高校大学生校园短剧小品比赛最佳剧本创作奖 
《我的卓别林爸爸》

纪鹏、孙坤 

16 “闪亮青春”舞蹈大赛三等奖 

东北大学：《白山梦、

黑水情》雷凯、于炎、

王殿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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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级“朝阳新生•携梦起航”迎新晚会在浑南校区成功举行 
 

 

 

 

                                                                                             

10 月 25 日晚 18：30 分，由东北大学学生会、

学生社团联合会和大学生艺术团联合主办的“朝阳

新生•携梦起航”迎新晚会在浑南校区学生食堂三

楼飘香广场举行。校团委、学生处、浑南校区 6个

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及全体新生辅导员参加了晚会，

浑南校区的全体 2014 级新生观看了晚会。 

  开场舞《点赞青春》拉开了整场晚会的序幕，

诗朗诵《问心铭志》展现了东大学子的豪迈气概，

情景舞蹈《拓展空间》将素质拓展艺术化搬上校园

舞台，民舞《白山梦，黑水情》诉说着东大人对这

片白山黑水的拳拳赤子之心，更将晚会推向了高

潮。国标舞《Shall we dance》、安静幽美的民舞

《爱莲说》、印度舞的《异域》，现代舞《歌舞青

春》，给新生们带来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向新

生们展示了丰富多采的校园文化氛围。晚会尾声，

全体新生辅导员共同演唱的一曲《浑南欢迎你》，

展现了全体辅导员决心与新生同学们一起建设新

校区，助力学校发展的信心和勇气。 

  据悉，“朝阳新生•携梦起航”南湖校区迎新

晚会已于 10 月 19 日顺利举行，团委相关负责人、

南湖校区全体新生辅导员和近千名新生观看了演

出。“朝阳新生•携梦起航”迎新晚会前期筹备了

近两个月，东北大学学生会、学生社团联合会和大

学生艺术团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立意展现全体在

校生对新生学弟学妹们最诚意的欢迎，是送给 2014

级新生的“见面礼”。整场晚会受到了 2014 级新

生的一致好评。（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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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喜获大学生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 
 

 

 

 

                                                                                             
2014 年 11 月 16 日，2014 年（第 1届）中国

大学生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大赛在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校区）顺利落下帷幕。经过两天的激烈角

逐，由我校艺术学院刘洋、刘晴、赵昕 3 名同学

共同完成的作品《生命的韵律》荣获全国一等奖；

原艺伟、颜晓雯、程思雨、张淼、王墨晗 5 名同

学共同完成的作品《来自星星的狐》荣获全国二

等奖；两件获奖作品均由艺术学院霍楷老师指导

完成。 

2014 年（第 1届）中国大学生动漫游戏创意

设计大赛是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首次增设

的竞赛项目。竞赛旨在激发大学生的创意设计意

识和学习动漫知识、技术的兴趣和潜能，提升大

学生运用动漫技术、动漫元素、计算机与信息技

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满足社会就业、适

应企业需要、面向市场竞争，具有创新创业能力

及团队合作意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跨学科复

合型人才。 

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指

委、软件工程专业教指委、大学计算机课程教指

委、文科计算机基础教指分委、中国教育电视台

联合主办。命题分动画、游戏、数字平面与交互、

数字影像和动漫衍生品设计等 5 大类。经大赛专

家组初步评审，来自全国 43 所高校的 90 件作品，

共 451 名师生入围本次决赛。最终共评出一等奖

4项、二等奖 11 项、三等奖 34 项、优胜奖 41 项。

我校两项参赛作品分获一、二等奖，竞赛成绩名

列全国所有参赛高校榜首。（学生创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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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接受辽宁省教育厅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教学评估 
 

 

 

 

                                                                                               

11 月 11 日下午，由辽宁省教育厅体卫艺处调

研员王秋鹏带队的辽宁省公共艺术教学检查专家

组莅临我校评估检查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工作。我校

副校长姜茂发在主楼会议室接待了专家组一行。姜

茂发首先代表学校对专家组的到来表示欢迎，简要

介绍了我校的办学情况，并希望专家组对我校公共

艺术教育工作给予指导。 

 

 

 

教务处相关负责人从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工作

概况、公共艺术课程设置状况、教师队伍状况、课

程教学及效果、教学管理与保障、学生获奖情况等

六个方面对我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工作作了详细

报。 

听取汇报后，专家组查看了我校公共艺术课程

教学资料并分别召开了师生座谈会。之后，专家组

召开了检查意见反馈会。专家组认为我校对公共艺

术教学工作高度重视，课程设置全面、教学资源丰

富、教师队伍结构合理、教学研究成果丰硕，整体

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工作成绩显著。随后，专家组对

我校公共艺术教学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希望我校

继续深化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改革，通过此次评估达

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目的，争取在全省乃至全

国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工作中再创佳绩。 

 

 

 

 

 

姜校长向评估专家组介绍我校办学情况 

专家组检查我校公共艺术课的教学材料 

教务处相关负责人汇报我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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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2014 级“我的大学”主题演讲比赛圆满成功 
 

 

 

 

                                                                                                

11 月 21 日、26 日，我校 2014 级“我的大学”

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南湖校区和浑南校区拉开大

幕。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处、工会、团委、学

生指导服务中心、学生创新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了决赛现场并担任评委。来自 16 个学院的 22

名决赛选手用一首首饱含深情的演讲作品表达对

母校的热爱，对四年大学生活的憧憬，为在场近千

名新生送上了一场听觉和视觉的饕餮盛宴。 

决赛在“我爱你东大”的视频中拉开序幕，随

后选手们纷纷登台亮相，或热情洋溢，或妙语连珠，

或慷慨激昂，或饱含深情。“无奋斗，不青春，无

梦想，不大学”，“东大，是我梦之选择”，“国

之希望，国之栋梁”一句句充满激情的演讲词表达

着 14 级学子的理想和抱负，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最后来自文法学院的李亚宁和薛沐梓，理

学院的曲宽治荣获大赛一等奖，来自中荷学院的赵

逸达等 7名选手荣获大赛二等奖，来自信息学院的

刘洋洲等 12 名选手荣获大赛三等奖。 

比赛中，学校还进行了 2014 级“我的大学”

主题征文大赛的颁奖仪式。来自建筑学院黄怿昕同

学撰写的《和建筑谈一场恋爱》等 23 部作品荣获

一等奖；来自信息学院李婷撰写的《大吾志，学良

方》等 67 部作品荣获二等奖；来自生科学院丁晓

艳同学撰写的《酿梦东大》等 133 部作品荣获三等

奖。 

比赛期间，为了增强活动氛围，积极动员新生

参与“我的大学”主题演讲大赛，校团委依托官方

微信公众号开始演讲投票和现场互动。活动期间累

计收到张投票 23047 张，观众现场互动 3700 余条。 

据悉，在 2014 级新生入学前，校团委依托网络课

堂为新生安排“我的大学”征文演讲活动，指导学

生做好入学前的准备，动员学生用文字和语言表达

对母校的向往与憧憬，畅谈大学生活，展现东大新

生勤学笃行的青春信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校

团委依托新生 10 月份“我的大学”主题团日活动，

组织各学院开展“我的大学”院级演讲大赛和征文

比赛，参与人数达千余人，征集征文作品 4798 份。 
（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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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首届南湖论坛—大数据时代的你何去何从”圆满结

束 
 

 

 

 

                                                                                          

由东北大学主办，东北大学学生创新中心承

办的首届南湖论坛——大数据时代的你何去何从

于 11 月 27 日晚在科学馆成功举行。出席本次论

坛的嘉宾有东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宝卫，辽

宁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处处长吕翀南，辽

宁省商业模式研究会秘书长、辽宁省红网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凡，沈阳赛斯特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泽青，辽宁省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张

颖，东北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周福才，东北大学团

委副书记曲佳，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

相广海以及各学生企业负责人。本次论坛由东北

大学学生创新中心主任张立志主持。 

本次论坛分为论坛启动仪式、学生创业指导

老师聘任仪式、“名家有话说”讲坛和“巅峰对话”

访谈四个环节。在激昂的音乐声中，随着启动球

闪耀出“南湖论坛”四个大字，各位嘉宾和在座

的同学们共同见证了南湖论坛诞生这一历史性时

刻。张立志主任向同学们介绍：南湖论坛缘起学

校南湖校区比邻的沈阳风景名胜——南湖，其创

办理念是“共建科技文化、共谋科技振兴”。论坛

以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把握科技前沿

为宗旨，以满足大学生科技文化需求为出发点，

以建立一个促进大学生与相关行业精英、资深专

家近距离学习、交流的文化平台为目的。在学生

创业指导老师聘任仪式环节中，东北大学完成了

第三批创业指导老师聘任工作；团委副书记曲佳

代表东北大学学生创新创业领导小组向杨宝卫总

经理、吕翀南处长、王凡董事长、李泽青董事长、

张颖秘书长、周福才教授颁发了学生创业指导老

师聘书。在“名家有话说”讲坛环节，周福才教

授为大家讲述了大数据的基本含义以及大数据在

当代生活中的应用和发展趋势，精彩的讲座使同

学们沉浸在大数据的时代里。辽宁省电子商务协

会秘书长张颖主持进行了“巅峰对话”访谈。各

位嘉宾就移动互联网对商业的影响、大数据时代

的商业模式、IT行业的供需关系等方面畅所欲言，

博得了在场同学的阵阵掌声。在场的同学们也积

极参与专家们的讨论，提出大学生对于大数据的

认识和看法。最后，张立志主任鼓励同学们积极

探索大数据的价值，争做大数据时代的领跑人。 

  

  



                                                                                       |||图片新闻| 147

东北大学啦啦队荣获“2014-2015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沈阳

站）”冠军 
 

 

 

 

                                                                                                       

在“2014-2015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沈阳站）”

的比赛中，东北大学啦啦队参加了“大学乙组技巧

3级规定动作”和“大学乙组集体技巧高级（3-4

级）自选动作”的比赛，在比赛中东北大学啦啦队

奋力拼搏，分别以 728 分和 731 分的优异成绩荣获

冠军，队员们用充满激情活力的表演和高难的托

举、抛接动作震撼全场，迎来一阵阵震惊声和欢呼

声，获得了裁判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东北大学啦啦队是由教务处开设的“技巧啦

啦操”人文选修课上选拔的队员组成的，队员包括

体育部、材冶学院、软件学院、研究生院等一共 20

名同学，一路走来，队员们从零开始，经历了许多

坎坷，是一个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目标把他们凝聚

到一起来的，这是一个有着共同的追求、有着崇高

的团队荣誉感、有着极大凝聚力的团队，几个月的

刻苦训练，队员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正所谓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们汗湿的衣衫磨

破的袜子开胶的鞋子伤痛的关节拉伤的肌肉肿起

的脚踝无一不在诉说着训练的辛苦。他们用几乎全

部的课余时间拼凑出队伍的完美，用自己苦中作乐

的无悔青春绽放出东大的不朽辉煌。一份耕耘一分

收获，这沉甸甸的冠军奖牌，是对他们苦尽甘来的

最好回报。可以说啦啦队的最终夺冠，凝结了队员、

体育部及教练老师们的心血，正是崇高的团队荣誉

感和集体的努力，完美了曾经的千锤百炼，写就了

今天冠军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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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建龙钢铁“我的中国梦”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节

闭幕 
 

 

 

 

                                                                                             

11 月 30 日晚 6:30，由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

主办的东北大学 2014 年建龙钢铁“我的中国梦”

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节闭幕式专场文艺演出

在汉卿会堂隆重举行。 

东北大学副校长姜茂发、团委书记张玉宝、校

董会办公室副主任王晓英、学生处副处长王纯武、

抚顺新钢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亚庆、人事行政处

处长赵相隶、人事行政处主任刘志伟，学校宣传部、

团委、人事处、学生处、校董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以及部分学院的学生副院长、团委书记、优秀社团

指导老师莅临了晚会现场。 

校董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了建龙集团及建龙

基金情况，校团委负责人宣读了校园文化艺术节、

社团文化节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获奖个人颁发奖

状。抚顺新钢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亚庆代表建龙

钢铁集团致辞，表示未来会继续加强与东北大学的

合作交流，支持和促进学校各领域的发展建设。姜

茂发代表东北大学，对建龙钢铁的发展给予高度评

价，对建龙钢铁给予东北大学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 

 

抚顺新钢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亚庆致辞 

 

东北大学副校长姜茂发教授致辞 

随后，大家共同欣赏了“我的中国梦”专场文

艺演出，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年级、不同社团的东

北大学学生向莅临现场的嘉宾展现出了东大学子

蓬勃向上的朝气与活力。富有特色的节目在现场掀

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潮。节目中既有民族，古典，

传统的，也有现代，潮流的，涵盖了多元的文化。

在《美丽的中国梦》的歌声中，晚会落下了帷幕。 

 

 
民舞《白山梦黑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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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操《炫舞青春》 

晚会的圆满举办映示着东北大学与建龙钢铁

在这一年中的成功合作。希望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校企双方能够深化合作，努

力使东北大学校园文化更加繁荣。 

 

据悉，东北大学 2014 年建龙钢铁校园文化艺

术节、社团文化节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于 2014

年 4 月启动，历时八个月，以校院两级校园文化活

动和社团文化活动为依托，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优秀

校园文化艺术成果的创作展示。在校团委和各分团

委、各级学生组织及学生社团的共同努力下，取得

了圆满的成功。在文化节期间，校团委承办沈阳市

大学生文化节主体活动 1项，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校

级展演 6场，学院主题文化活动 15 项，学生社团

主题文化活动 90 余项，参与学生 35000 余人次；

涌现出文艺表演类节目 43 个，文化作品类成果 262

件，主题征文类作品 289 篇。经评委会集中评选、

审核，最终评选出：艺术学院团委等 3个组织单位

获得“突出贡献奖”；工商管理学院团委等 5个组

织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韩营颖等 9名同志获

得“优秀组织工作者”称号；李世鹏等 6名同志获

得“优秀指导老师”称号；心理潜能开发协会等 10

家学生社团获得“优秀社团”称号；李小军等 10

名老师获得“优秀社团指导老师”称号；《淋雨一

直走》等 32 个节目分获文艺表演类一、二、三等

奖；《东大一角》等 28 件作品分获文化作品类一、

二、三等奖；《旅行的意义——龙图腾•中国古典

之梦》等 20 篇征文分获主题征文类一、二、三等

奖。（团委供稿）

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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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开展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九周年系列活动 
 

 

 

 

                                                                                              

12 月 9 日，东北大学开展系列活动，纪念一二

•九运动七十九周年。 

  12 月 9 日清晨七点二十分，一二•九升旗仪式

于东北大学浑南校区操场举行。 

 

  学生处处、团委、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以及浑南

校区各学院相关负责人和浑南校区全体大一新生

一起，在晨光中向国旗致敬。 

 

 

  随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飘荡在校园内，

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在朝阳的映照下，如一

抹耀眼的红光，照亮每个人的心。新生代表薛沐梓

作了国旗下的演讲，号召全体同学铭记一二•九运

动中青年们的青春热血，展望未来，强己强国。 

  12 月 9 日中午 12：40，由东北大学学生会主

办的“颂爱国风尚，筑复兴辉煌”纪念一二•九运

动 79 周年长跑比赛在南湖校区和浑南校区同步举

行。 

  东北大学副校长孙雷，团委和浑南校区各学院

负责人出席了浑南校区比赛现场，各个学院学生组

成代表团参加了此次活动。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南湖校区体育部摘得

本次比赛的桂冠，材料与冶金学院和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浑南校区则由工

商管理学院拔得头筹，文法学院和中荷学院分获第

二名、第三名。（团委供稿） 

 

 

浑南校区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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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自信优雅，开启精彩人生”女大学生成长励志报告

会成功举行 
 

 

 

 

                                                                                              

12 月 11 日中午 12:40，由学生工作处主办的

东北大学首场“自信优雅，开启精彩人生”女大学

生成长励志报告会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厅顺

利举行，本次报告会主讲人为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王立慧老师，本次报告会系列活动共包括

七场报告，覆盖南湖和浑南两个校区的所有学院，

受众将达 3000 人左右。 

本次东北大学“自信优雅，开启精彩人生”女

大学生成长励志报告会旨在进一步加强女大学生

的素质教育和成才指导,提升女大学生的安全意

识，引导女大学生在“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

训精神中励志青春成才梦想，促进女大学生全面发

展。 

报告会上，王老师从东大女生“半边天”，东

大女毕业生的风采，女大学生的人生思考，大学生

活的学、思、行，安全防范知识五个方面结合自身

的体验和认知，以生动的事例、透彻的分析、精彩

的讲解，鼓励广大女生掌握自信优雅的金色钥匙，

开启绚丽多姿的精彩人生！（学生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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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 ——校史话剧《离离原上草》向首个“国

家公祭日”致敬 
 

 

 

 

                                                                                                  

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12 月

13 日，适逢首个“国家公祭日”，校史剧《离离原

上草》在东北大学汉卿会堂两场连映，以话剧形式

为同胞呐喊，向历史致敬。  

 
为了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京举行的国家

公祭仪式上所作的讲话，汉卿会堂内挂出了“和平

像阳光一样温暖”的巨型条幅。正式演出前，全体

观众起立为屠杀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向 77 年前那

场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表示悼念。之后，演出正常

进行。演员们通过淋漓尽致的发挥，向在场的观众

们展示了一代东大人当年面对内忧外患、国破家亡

时的傲骨柔情、铁血丹心。 

 

这出由东大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离离原

上草》以东北大学最早一批学子的人生轨迹出发，

很好地还原了近代中国的历史风貌，讲述了东大建

校、迁校、复校的风雨往事，展现了一批先驱者为

理想舍身赴命的伟大革命精神。 

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

想。正如话剧当中革命人物陆青衫所言：“如果我

们生在一个和平年代，一切都会是更好的样子。”

以话剧来铭记历史，以青春来追逐阳光，每个青年

学生都应向当年不屈抗争的革命先辈们致敬，深刻

领悟和平的来之不易，以史为鉴，为民族的伟大复

兴奋发努力。（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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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成长发展咨询会——

就业专场成功举办 
 

 

 

 

                                                                                             

2014 年 12 月 14 日上午，由东北大学学生指

导服务中心主办的“架起沟通桥梁，铺就成才之路”

大型成长成才现场咨询会——就业专场在南湖校

区何世礼教学馆一楼大厅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以资深 HR 指导、就业指导与生涯规

划为主要内容，辅以考研保研政策指导、心理辅导

与心理测量几个模块。资深 HR 指导专区邀请到来

自东软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宋清君，黎明集团人力

资源部员工发展处处长刘伟，沈飞集团人力资源部

员工管理处处长杨雨东，三位资深 HR 现场为学生

答疑解惑；生涯规划专区邀请到来自信息学院、机

械学院、资土学院、软件学院、材冶学院、理学院、

外语学院和艺术学院八个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副

院长及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为学生们提供就业形

势、政策及个人发展规划方面的咨询指导；就业指

导专区邀请到来自职业发展指导中心的三位职业

指导师，针对学生在求职择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

行咨询指导；考研保研指导专区邀请到来自教务处

学籍学位科和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处的两位科长，

为学生们提供关于考研及保研相关政策的咨询指

导；心理辅导及心理测量专区邀请到校内外八名专

兼职心理咨询师，为存在各类心理困扰的学生提供

咨询辅导。  

 

 

 

 

        

 

活动现场，同学们首先通过心理测量对自己的

个性特点及职业能力倾向做了科学、全面的了解，

之后又在各类咨询专家、教师的指导帮助下，了解

了专业发展前景及相关政策规定，明确了未来的发

展目标及生涯发展轨迹，并对今后个人在求职、就

业、考研、保研等方面有了清晰的规划。整场咨询

会持续 3个小时，在全体咨询专家耐心地指导与帮

助下，300 余名学生解决了自己的内心困惑，为今

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引领方向。学生们纷纷表示，希

望以后多参与此类活动。（团委供稿）  

 

咨询会现场 

  材冶学院贺翔副院长为学生咨询 

资深 HR 宋清君老师为学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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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之遥”东北大学第十三届校园交谊舞大赛成功举办 
 

 

 

 

                                                                                              

2014年12月16日,东北大学交谊舞会暨第十三

届交谊舞大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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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委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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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和

美学情操为宗旨；通过选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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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交谊舞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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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之遥”校园交谊舞大赛历经初赛、复赛、

决赛三个环节的角逐，共设华尔兹、探戈、维也纳

华尔兹、慢三、帕斯五个组别，参赛选手来自全校

各个学院，横跨大一到研二各个年级。 

本届“一步之遥”校园交谊舞大赛取得了圆满

成功。初、复赛环节层层深入、扣人心弦，比赛晚

会的艺术表演形式更是新颖多样，不仅有十大获奖

选手的精彩演出，还有东北大学吉他社精彩绝伦的

指弹吉他表演，更有沈阳体育学院专业舞者表演的

摩登舞和拉丁舞。校园交谊舞大赛推动了高校文化

事业的发展，活跃了校园艺术氛围，文化艺术类社

团活动得到了师生们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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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会召开 
 

 

 

 

                                                                                              

12 月 24 日，我校 2014 年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

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

厅举行。团委、学生处、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各学

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院长，分团委书记，以及获得

表彰的 400 余名学生代表参加会议。 

 
张玉宝做工作总结 

校团委负责人首先作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工

作总结。在今年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中，学

校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社会实践

优秀个人 453 名；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59 名；

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189 支。评选出优秀志愿者 142

名；2014 级最美志愿故事 300 名；优秀志愿组织

64 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36 个；优秀组织单位 15

个。我校获得 2014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辽宁省、沈阳市社会实践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同时， 有多支团队

获得国家、省市有关奖励：资土学院“雨露计划·百

人百山”实践团获得团中央“圆梦中国，公益我先

行”十佳团队；信息学院“一米阳光”实践团获得

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学生骨干赴井

冈山“星火”实践团获得“中国梦·井冈情”全国

优秀实践团队；材冶学院赴鞍钢实践团获得辽宁省

优秀实践团队；校青马赴法库第五批挂职实践团获

得沈阳市十佳标兵团队；理学院“生态沈阳”环境

保护实践团等 4支团队被评为沈阳市示范团队；工

商管理学院团委、机械学院团委、材冶学院团委等

3 个基层团组织被授予沈阳市社会实践先进单位荣

誉称号。我校研究生支教团 1名志愿者入选全国西

部计划先进事迹报告团，1 名志愿者被评为辽宁省

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学校连年在西部计划考核中被

评为优秀等次。 

学生骨干赴井冈山“星火”社会实践团代表胡

峰同学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今年暑期我校 40 余名

学生组织主席团成员在井冈山全国青少年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开展 9天的集中培训情况。工商管理学

院团委有关同志进行了经验交流发言，介绍了学院

在实践经费保障、特色项目、过程指导、基地建设

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效。（团委供稿） 

 

 

研究生支教团朗诵《志愿·西部十年》 

 

 

 

 

 

 

 

 

 

 

 



| 2014年东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年报 156 

“激情圣诞，百团狂欢嘉年华“晚会圆满落幕 
 

 

 

 

                                                                                               

2014 年 12 月 25 日，由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

主办，东北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承办的“激情圣诞，

百团狂欢嘉年华“晚会于 22：30 分在学生活动中

心落下帷幕。 

  晚七点整，晚会准时开始，先由心理潜能开发

协会的一场热舞《expectations》带动了整场的气

氛，一瞬间嗨翻全场，所有人都对这场晚会充满了

期待。本次晚会的主持人也是一大看点，主持人都

是由社团推举而来，军事爱好者协会的男主持正宗

的东北味中带有幽默，令人耳目一新。吉他社一首

《北京东路的日子》让每一个人都回忆起了曾经青

涩的校园时光，和一部部青春感人的校园电影。 

  晚会文武双全，既有由法语，俄语，日语，德

语协会带来的圣诞歌曲串烧，也有各种武术协会带

来的精彩表演，其中飞身踢木板更是赢得了全场一

阵阵的热烈掌声。 

  一场晚会当然少不了歌舞，由国标舞团带来的

《Moon river》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视听盛宴，席地

的长裙，旋转，跳跃，两位舞蹈演员将国标舞随意

且严格的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带有浓郁异域风情

的肚皮舞也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妩媚中又带有

一丝神秘。宋佳镁同学的一曲《爱我别走》将晚会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完美的女中音，强烈的感情，

使每一个听众都为之动容。全场晚会的最高潮当属

由基云相声社带来的相声《东大的一天》，其以一

名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为主线，详细又幽默地讲了在

东大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讽刺而批判，让人所有

人在开怀大笑中又不禁反思自己的一天是如何度

过的，观众叫好声不断，反响强烈！ 

  晚会中另有精彩的游戏和抽奖环节。而晚会的

最后在由阿卡贝拉清唱社带来的圣诞合唱中缓缓

结束。 

  岁月流逝，我们在这里淘洗生命的金沙；时光

如梭，我们有序的编织人生的华袍，相聚是缘，晚

会虽然结束，但我们每个人都从中感受到了东北大

学学生社团建设之繁荣。就在这 2015 即将到来之

际，让我们共同携手，为东北大学校园文化添砖加

瓦，祝东北大学校园文化更上辉煌。（团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