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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省高等院校卫生监督量化
分级管理A级学校

本报讯 12 月 5 日由省卫计委和省教育厅

召开的“辽宁省高等院校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工作总结大会，公布了辽宁省2015-2017年

高等院校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评定结果并

向A级学校颁发牌匾，我校又获 2015-2017年

A级单位。国家卫计委监督局、省卫计委、省教

育厅主要领导和全省各高等院校相关领导参

加了此次会议。

《辽宁省高等院校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实施方案》于 2014年 8月下发，对我省全部 115
所高等院校开展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监

督内容包括学校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学生常见病多发病等，对学校卫生整体状

况进行全方位综合评价。

我校积极贯彻省市文件精神，成立校级领

导机构及工作机构，责成医学部负责，由门诊部、

总务处（办公室、动力科、伙食中心、生活服务中

心、浴池等部门）、体育场馆办、图书馆、宿舍管理

中心、爱卫会等部门按量化分级项目共同开展

工作；在学校领导的重视、市区两级卫生监督所

的指导和各部门同志们的的共同努力下，我校

连续获 2014-2015 年度、2015-2016 年度和

2016-2017年度三届A级单位，为创建“美丽、健

康、平安”校园做出了积极贡献。 医学部 张淼

本报讯 近日，在“青春梦想 榜样力量”

2016-2017学年度大连市大学生标兵、优秀辅导员

评审会中，大连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辅导员

李雪婷获得“大连市优秀辅导员”称号；信息工程

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14级 1班李学芳同学获得“大

连市自励自强标兵”称号。

评审会上，24名优秀辅导员候选人从勤奋学

习、努力工作、服务学生、奉献社会等方面向大家

介绍了自己的先进事迹，全面展现了优秀辅导员

和大学生的良好精神面貌，共同为大家献上了“青

春梦想 榜样力量”的正能量盛宴。最终，有 10位

辅导员获得了 2016-2017学年度大连市优秀辅导

员的荣誉称号。

同时，由市委高校工委、市教育局评选的思想

政治教育优秀成果中，我校经济管理学院、机械工

程学院、护理学院、教育学院获得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先进基层单位，16人获得优秀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称号。 学生处刘畅

本报讯 12月 14日－12月 16日，在全国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全

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

中，我校教育学院 2016级小学教育专业研究生姜

玉洁、王安琪分别荣获小学数学组二等奖和小学

语文组三等奖。

全国55所高等院校近200名小学教育专业研

究生共选送了近200个微课视频及设计参赛，根据

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评选出 95名选手参加决

赛。决赛分模拟讲课和答辩两个环节，经过两天

的激烈角逐，姜玉洁和王安琪同学脱颖而出，最终

获奖。

近年来，教育学院全面开展了卓越小学教师

培养计划，始终坚持实践取向的办学特色，不断强

化教学技能和基本功训练，学生在教育教学实践

环节方面获得了很大发展，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教育学院和研究生学院对此次大赛给予了高

度重视和认真准备。 教育学院赵弘

本报讯 11月 29日，医学部邀请佳木斯大

学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宋汉君教授，在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诊楼五楼国际报告

厅，为医学教师就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进

行培训。医学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各医学

相关单位、各教研室和实验室相关人员等参

加了培训，会议由医学部副主任陶然主持。

在培训中，宋汉君教授为大家解读了审

核评估与之前的合格评估、水平评估、专业

认证等的区别，类比“体检”，诠释了审核评

估的定义；并将审核评估内容解释为 1 个坚

持，1个突出，3个强化，4个如何，5个度和

审核范围的“6+1”，使参训人员系统地了解

其意义和内涵。最后，宋教授解读了“做什

么”的问题，从学校、学院、教研室、教师

等各个层面，针对性地指导了自查自建等做

法。

医学部张淼

本报讯 12月 14日中午，第十届后勤体验

主题实践活动总结暨表彰大会在锦程楼多功

能厅举行。校党委常委、校长助理麻凤海出

席会议并讲话。

本届后勤体验主题实践活动，共有126名

同学参加体验了 11个与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

息息相关的后勤岗位，共做了5项与后勤文明

习惯相关的调研，为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

养成、后勤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数

据。医学院、教育学院、护理学院、人文学

部、机械工曾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等

六个学院获得最佳组织单位。大会上，机械

工程学院体验活动负责人对本届体验活动进

行了回顾与经验分享。

校党委常委、校长助理麻凤海在会议总

结中对后勤体验主题实践活动给予了充分地

肯定，并提出了三点希望：希望总务处继续

挖潜后勤资源，为大学生提供更丰富更广阔

的体验舞台；希望学生工作者积极组织学生

参与后勤体验，群策群力，将后勤体验与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拓

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的深度和广度；希

望大学生体验者做好辐射和传承。

总务处 王晓杰

本报讯 12月 11日-13日，中山医院远程

急救手术车开往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卫生

院，医疗团队再次开展手术及培训讲座等帮

扶工作。

由远程医疗部、健康管理中心、乳甲

二、血管外科、骨科、肿瘤科、麻醉科、手

术室、车队、器械科和电工班一行 19人组成

的医疗团队，冒着零下 10几度的严寒，提前

完成各种准备工作，为手术的顺利实施提供

了良好保障。

乳甲二科主任张殿龙团队首次在远程急

救手术车内成功开展超声引导下乳腺肿物微

创旋切术，张殿龙主任定位准确，从局麻开

始到手术完成用时 20分钟，从切口到缝合仅

用 7分钟，术后王女士（化名）即下床活动。

血管外科医生李润生也顺利开展3例大隐静脉

曲张高位结扎术。该院院长刘亮亮诚挚邀请

我院骨科及更多科室专家赴当地开展手术。

当日，由于我院专家出诊，该院乳腺甲

状腺科门诊量达 10余人次，肿瘤科、骨科门

诊量达 60余人次，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张

殿龙主任还确诊了1例甲状腺癌患者，建议转

入我院进一步手术治疗。另外，在手术间

隙，血管外科专家又陆续筛查了多例静脉曲

张患者，拟定近期赴该院继续开展手术。

据悉，在本次帮扶活动中，肿瘤科主任

王刚和骨科门诊主任林乐还分别进行了题为

《在基层医院如何做到精准诊治肺癌》、《骨折

概论》的专题讲座，受到当地医护人员的热

烈欢迎。 附属中山医院 远程医疗办

流光溢彩，鼓乐齐鸣，欢歌笑语，辞旧迎新。

又是一年岁末时，从11月下旬到12月，各学院准

备已久的迎新晚会在五彩的灯光中，在全校的共

同期待中隆重拉开帷幕。

据悉，各学院举办迎新晚会由来已久，但是，

对于刚进入大学的同学来说，还是十分的新鲜

的。而早已经参加过迎新晚会的学长学姐则表

示，虽然早已经参加过这类晚会，但是因为每一

年的表演都能收获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所以他

们还是十分的期待今年的迎新晚会的。而结果

也正是如此，今年的晚会不但让大一得同学们一

饱眼福，收货感动与幸福，而且还让连大人再次

感受到连大那青春蓬勃，积极向上的激情。然

而，一个精彩的晚会，除了精彩的舞台表演之外，

还要有热情的观众，更不能少的是为此次晚会默

默付出的工作人员。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

来听一听，关于新迎晚会，他们想说些什么。

幕后人员——克已奉公，积极备战
一年一度，一期一会。2018年元旦晚会如约

而至，据悉，上一年的这个时候，这些一直在为了

此次晚会而四处奔忙的工作人员们还是观众，但

今年却成了一位工作人员，那种感受，既兴奋也

欣慰，既有感动也有怀念。

晚会前，一次次彩排，一次次走场，一次次调

整，学生会集体工作人员一起为这场晚会奔波劳

累整整一个半月，从道具到音乐，从入场到结束，

他们仔细考量了每一个细节；晚会当天，恰逢降

温，会堂里也不如以往温暖，但他们依旧干劲十

足。他们早早的就来到会堂，布置会场，整理座

椅，准备道具，控制音响……直到晚会正式开

始。晚会虽已开始，但他们依然没有放轻松，催

场、搬道具、带动气氛这都是他们要做的。工作

必然辛苦，但是幸福远远比辛苦多得多。生命与

科技学院学生会干事王冰就说：“当晚会有条不

絮的进行着，当看到现场热烈的气氛，听着同学

们的欢声笑语，当礼炮最后响起时，我们激动地

笑了，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让我们骄傲和开心的

了，我们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们的汗水没有白白地挥洒。”

晚会后，在采访中，人文学部 16级学生王美

兰感叹道：“今天的晚会真的很精彩，我很喜欢。

其实，我是见过了我们学院的学生会为了这次晚

会是如何的努力，他们真的很辛苦，但是他们却

从没有向我们抱怨过。今天，我想借助校报这个

平台，跟他们说一声——你们辛苦啦！”

是呀，美好的背后总是那么多愿意为其有默

默付出的人。晚会虽落下了帷幕，但是爱与温暖

永不落幕。这个冬天，他们一起为元旦拼过。明

天，他们以及数万万连大人将携手共同打拼连大

的美好未来。

学生记者王冰王美兰
表演人员——业精于勤、不惧风寒

对于参加迎新晚会表演的同学来说，在过去

的两个月里，不可谓不忙碌。不是说学业繁忙，

而是奔波于各个节目的排练中。白天宿舍很少

会留下他们的身影，夜晚也是最晚爬上床铺的那

个，也是他们。

每天小演员在排练场地与教室之间急于奔走，

恨不得一秒掰成两秒来用。为了排练，有时甚至吃

不上晚饭。一遍，一遍，又一遍，熟悉的动作反复练

习，稍微的瑕疵也不会放过，只求将最好的节目呈

现给大家。这个过程既是辛苦的也是乏味无聊

的。但是，一切的付出是有回报的。“舞点、节拍、手

势…一切一切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暗号，是在我们

努力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之后换来的是破茧重

生。”这是人文学部法学院童灿同学所说的。

当然，排练虽然艰苦，但更让人难以克服的

是时间的消逝、气温一天天的下降离以及那吹的

让人窒息的“连大妖风”。但，没有什么事能够将

连大人击退的。所以，这时同学的鼓励和强大的

内心显得尤为重要。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的周帅

同学会回忆说——

我是作为参演人员加入到迎新晚会的。我

们班的节目被选入了节目单中。在这其中，最辛

苦的应该就是排练了。前期还好，准备时间格外

充分。但渐渐地，天气寒冷起来，连大呼啸的寒

风也愈加猖狂，想必也没有人愿意穿梭在这时的

连大，而我们的排练却不能间断。但是，时间一

点点侵蚀着我们的积极性，排练慢慢的出现了问

题，但在班级负责人和同学们相互鼓励下，我们

咬牙坚持，终获成功。

对的，一个好的节目，需要的是日复一日，一

遍又一遍的练习以及耐心。还是那句老话：有付

出必有回报。当小演员们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

真正接受来自同学老师掌声与欢呼。那种喜悦、

那种自豪，岂是他人所能理解的。更不要说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同甘共苦，同学们都更好的认识

了解了彼此，加深了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些都是

不能用掌声和欢呼声来衡量的。一场演出，带给

他们的也绝不仅是一时的欢歌笑语，他们更好的

认识了自我，锻炼了自我，还收获了友谊

学生记者周帅童灿
观众——欢欣踊跃，充分享受

一场晚会，带来的是惊艳，留下的是回忆。

各个学院的晚会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精彩不

断,高潮迭起,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绝伦的视

听盛宴。晚会上的每个节目都看的出表演者的

精心准备，每个节目都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有

一片风清月明的诗歌朗诵，那祖国万里山河锦

绣，莘莘学子对它的爱用尽一生也道不尽，五四

时的挺身而出，谁不曾是满腔热血的少年郎？谁

没有过一生中最难掌握也最为珍贵的青春？四

年一瞬，在这难得的大好时光，带着青春气息的

歌舞也是少不了的；有可爱的咖喱咖喱、风情的

傣族姑娘、腼腆的校园女孩，还有那霸气侧漏的

小丑女与妩媚精致的旗袍秀……这一帧帧画面

像是要把青春都绘尽在这一夜。

在采访中，人文学部吴海燕同学说：在他们

学院的迎新晚会中，她最喜欢的是相声这个表

演。起伏的语调，幽默的语言，夸张的动作，从开

始到结束，所有情节连贯自然，两位学长卖力的

表演令每个细节都让观众欣赏了不亚于春晚相

声的表演，每个观众都笑得特别开心，她在位上

更是笑得厉害，真真是觉得应了那句老话“嘿，这

可真是绝了嘿诶”。

当然，台下的观众们不仅仅只是看到了舞台

上精彩的表演和光鲜亮丽的演员们，他们同时也

看到了背后默默付出的人。同学们毫不吝啬的

将掌声和赞美送给了这群可爱的人。

学生记者吴宇喆吴海燕
借着新春佳节的东风，各学院举办了迎新晚

会，不仅给同学们带来了节日的喜庆，也为新生

之间加强交流，增进同学们之间的感情起到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新生积极参与到活动的准备和

举办之中，培养了他们组织活动的能力，同时也

让他们能够尽早的进去角色，独立自主的过好大

学生活!更重要的是，将各个学院的精神和连大文

明、自强、求是、创新的文化传统以及精神传达给

了各院的学生，激励他们更加努力拼搏，为连大

的明天扬帆再起航。

本报讯 在我校创新教育学院、

保卫处、总务处、宿舍管理中心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指导下，护理学院

天使工作室牵头组织了“旧物改造

猫舍大赛”，旨在给校园中的流浪

猫营造一个冬日里温暖的避风港，

帮助它们安然度过冬天。

本次比赛吸引了全校200余名

学生报名，组建了 58支参赛队伍，

最终提交作品近50件。12月1日，

决赛在问源楼 203教室举行，现场

通过实物展示、设计理念介绍、评

委评分和微信公众号投票四个环节，最终决出

8支获奖队伍，并于12月6日投放猫舍。12月7
日晚21:00大连电视台生活频道“城市直通车”

播出了相关报道。

比赛以“环保”与“爱心”为主题，不但为校

园增添了一份人性化的温情，也体现了连大学

子热爱自然、关爱动物的精神风貌。

护理学院

在担任学院纪委委员之前,纪委工作对

于我来说就像阵风,存在于我们的工作生活

中,但是无形的,偶尔我们能看到风吹草动,但
真正的风我们却看不到。在担任学院纪委委

员之后,接触了学校纪委的一系列工作部署,
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学校纪委在学校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付出,并且真真切切

地看到了纪委的工作落实情况,这时候的纪

委工作在我眼中已经形成了一片云,看得

见。自今年4月份纪检干部培训班以来,学校

的纪委工作如火如茶,学习、培训有条不紊

地进行,基层纪检干部对责任、权利和义务

有了明确的认识,纪检干部队伍更加训练有

素。云已化作雨,看得到,触得到。

国际学院关媛

医学部举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培训

第十届后勤体验主题实践活动圆满落幕

中山医院远程车内首例乳腺肿物微创术顺利实施

喜迎新年，扬帆再启航
——2018年迎新各学院系列晚会

组稿 学生记者 王美兰

喜 报
我校教师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成绩优异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省教育事业发展

联盟首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我校英

语学院张鹏喜获本科人文社科组二等奖；信息工

程学院柳扬、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姜岚、附属中山

医院李润生获本科理工组三等奖；大连大学获优

秀组织奖。

12 月 2 日下午，由辽宁省教育事业发展联盟

主办的辽宁省教育事业发展联盟首届高校青年教

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汇报颁奖典礼在辽宁师范大

举行。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花蕾等联盟领导，我

校纪委书记吴高飞、人事处处长曹盈出席了颁奖

典礼。

大赛历时近 3个月，面向联盟各高校 40周岁

及以下的青年教师，设本科人文社科组、本科理工

组和高职高专组三个组别。来自 17所高校的 125
名选手提交了授课视频、教学设计和教学大纲等

参赛材料，经过专家评选，三个组别各有10名选手

进入到现场决赛。

魏世红获省“高校创新创业大课堂”教学大赛最高奖

本报讯 在12月14日-12月15日举行的辽宁

省“2017高校创新创业大课堂”教学大赛中，我

校经济管理学院魏世红副教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

获得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大课堂评委会大

奖”，同时获 “优秀教师奖”，大连大学荣获

“大课堂最佳组织奖”。

辽宁省“2017高校创新创业大课堂”教学大

赛是省内高校双创成果的展示。在此次比赛中取

得的优异成绩代表了我校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和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正在壮大，是我校高度重视创新

创业工作的成果之一。

李响老师指导省队在“学宪法讲宪法”全国总决赛中获一等奖

本报讯近日，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学生

“学宪法讲宪法”全国总决赛中，我校法学院李响老

师担任指导教师的辽宁省代表队获得了本次全国

总决赛的一等奖，并最终以总分第三的成绩获得季

军。李响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指导教师”。

比赛过程中，李响老师对各个比赛环节及竞

争对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法律知识、演讲内容

到人员的部署都进行了合理安排。

创新创业学院师生获市优秀辅导员、自励自强标兵荣誉称号

学子在“外研社杯”分获全国二、三奖

本报讯 在12月3日至8日于北京举行的“‘外

研社’杯Uchallenge英语系列挑战赛”全国总决赛

中，我校英语学院学生再创佳绩：满意同学获得阅

读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指导教师张泰震；霍晓

倩同学获得演讲大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指导教

师王阿晶。

今年我校两名选手在辽宁省30多所高校参加

的复赛中双双获得辽宁省第一名，共同晋级“外

研社”杯全国总决赛，实现了外语类大赛新的突

破。 英文

教育学院研究生获全国教学技能大赛二三等奖

本报讯 在12月12日举行的大连市第十九届

高校留学生汉语演讲比赛中。由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张珍华老师指导的，来自日本的朱瀚获得了三

等奖的佳绩，尽显连大师生风采。比赛由大连市

人民政府主办，来自大连13所高校的40位留学生

参加了本次比赛。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高慧

留学生朱瀚获市高校汉语演讲比赛三等奖

风 云 雨

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片言
天使工作室举办“旧物改造猫舍大赛”

建工学院建工学院迎新晚会迎新晚会

人文学部人文学部迎新晚会迎新晚会

生命学部生命学部迎新晚会迎新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