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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连大正芳华！
——盘点连大2017，为2018新时代新征程打call

连大校园，大美无数。爱岗敬业为美，立德树人为美，严谨笃学为美，

无私奉献为美……兼而有之，方为“最美连大教师”；勤奋笃学、开拓创新为

美，诚实守信、扶危助困为美……不一而足，方为“最美连大学子”。

“人工湖有了水要告诉我，连大你欠我一片湖光山色”婉转的歌声唱出了

校友对母校的深情，也唱出了学子对美好校园生活的向往。今年，人工湖有

了水，湖光山色四季变幻，相映生辉，师生们多了散步、怡情的去处，校园

多了一抹灵秀之色。今年，文科实验楼封顶，大学生生活实验中心开工建

设，连大人正为美好生活一点一滴在努力。

图书馆崔晓东
那天，独自走在人工湖边。乃

东（《连大你欠我的》曲作者）来电

话，大意是：歌词写得不错，你对大

学的情感和歌颂也了然，只是文艺

作品中要留些（哪怕是少许）遗憾

才美，可不可以考虑一下。

我一转头，正好看见人工湖素

面朝天的泥底，于是一句歌词顺着

就出来了：“人工湖有了水要告诉

我，你欠我一片湖光山色”。结果

不久后，人工湖就湖光山色了。有

人开玩笑说，你这歌厉害了，把人

工湖写出水了。这拍在马屁上的

话着实叫我脸红。湖里啥时候灌

水人家相关领导和部门早有计划，

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如今，人工湖不但有水了，还有名字了，这湾湖叫做“有名湖”，湖上的亭子

叫做“无香亭”，为什么呢？亭柱上的对联一看便知“此水彼水皆为水水水通灵

有名未名都是名名名达意”，“含德映物俊杰聚薮才情若斯湖有名 怀素抱朴丽

质生焉清雅如此水无香”。

其实，在2017年里，校园变化的岂止是一弯湖水？楼舍、道路、花花草草乃

至精神风貌……爱美的连大人什么时候也没停止过追求美和创造美的脚步。

美是发自内心的，创造美是文化的一部分，以独特的审美打造只属于这个校园

的美是我们这代连大人的责任和使命。

其实，生活在这个院子里，或者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些许的

失落和不如意，但每天纠结这些，倒不如檫亮发现美的眼睛进入新一个年轮。

这世界上谁都不欠谁的，如果你觉得不快乐、不成功只是你欠了自己的而已。

感谢这湾湖水和这首歌，让我们在2017年里都能徜徉在这看似非主流的情

怀中，也感谢相关人士对我的“人工湖有了水要告诉我，你欠我一片湖光山色”

的理解与宽容，大家的心中都有戚戚焉！

人文学部 汉语言文学 16级
袁白玉

在人工湖注满水之前，博物馆

的崔晓东老师写了一首民谣《连

大，你欠我的》，其中就写到：人工

湖有水了要告诉我，你欠我一片湖

光山色。如今，连大还您一片湖光

山色。

注水的人工湖想必是连大

2017年最让人惊喜的变化。夏天

坐在湖边，感受夏日的凉爽，戏看

湖里的鱼儿畅游。冬日看结冰的

湖面，像是一面大镜子，正面倒映

着蓝天白云和我们冻得红扑扑脸

上的笑容，反面能隐约看见湖底鱼儿仍然在欢快地游泳。结冰的湖面像是鱼儿

的保护罩，给了它们肆无忌惮的勇气。一场大雪后，冰冻的湖面上又覆盖了一

层皑皑白雪。站在亭子的对面望过去，似乎整个世界都平静了。

越来越多的人路过小木桥都会驻足观望人工湖的美景，即使天再冷，也会

看到有同学拿出手机记录这份美好。

其实，有了水的人工湖何止是湖光山色，似乎整个校园都因她而更美好。

她总是不停地给人惊喜，让人惊艳她的美貌，臣服她的魅力。她奉献着自己的

美景，给连大人带来好心情和新希望，她包容着连大人的坏情绪，每当负能量爆

棚的时候去湖边坐一坐，风略过湖面吹到脸上，就像人工湖用她纤细的手在抚

摸你，安慰你，所有的负能量都随之而去。

2017年接近尾声，2018年即将到来。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依旧会用她

的朝气蓬勃，为连大人的生活增添活力。人工湖不仅仅是一个湖，她所提供的

也不仅仅是一方阶梯供人坐着欣赏，她慢慢地变成了连大人心中的一方家园，

和钟楼一样，成了连大的象征。

人工湖有了水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2

项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喜获 2项全国一等奖、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一等奖。我校高度重视大

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特别是创新创业学院成立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对大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投入，加强了对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管理，强化了

指导教师团队的建设，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机械学院机英141韦佳宝
2017 年即将逝去，回首这

一年在工作室的经历，不由心

潮澎湃！

2017是我比赛生涯的最后

一年，主要有两件重大的比赛

项目：智能汽车竞赛和电子设

计竞赛。在工作室前两年的摸

爬滚打，我已经不再是一名小

白，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知识和经验积累到了一定程

度，是时候该有所发挥，是时候

该有所收获，是时候取个最好

成绩为赛事生涯画上一个圆满

句号！故2017年对我来说意义

非凡，我是有备而来！

2017是忙碌而又充实的一

年，不忘初心，规划好进度，脚踏实地地落实！除了日常上课之外，我绝大部

分时间及精力都放在了比赛项目上，别人周末休息宅闲，我起早贪黑，别人节

假日游山玩水，我以作品为伴。刻苦勤奋，精益求精，只为心中的目标而默默

努力奋斗，虽说辛苦，但不乏进取快乐！

2017是丰盛圆满收官的一年。我不仅取得连获两项全国一等奖的好成

绩，更重要的是切身体会到了不是一番寒彻骨，怎知梅花扑鼻香。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我的部分能力和本领技术得到了空前的

提升，有了质的飞跃！

自加入工作室以来，就把它当作了家！在这个家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得到了老师同学得支持和帮助，产生了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在此感谢学校

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感谢学校创新创业机制对我的培养，同时感谢

老师同学们的支持与帮助！新的一年来临了，我即将毕业，但我会倍加努力，

为学校争光，做一位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人！

环境与化学与工程学院 化
学专业16级研究生邢彩凤

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参加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到现在已经

有半年多时间了，我们团队参加

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并且 3D打印陶瓷基印刷电

路板的项目获得辽宁省金奖，和

光学晶体材料项目获得辽宁省银

奖。回想过去参加这个创新创业

大赛的过程，我们是将现在正研

究的课题进行项目计划书的撰

写，对项目进行相关调查和研

究，到确定计划书的可行性，一

步步走来，这是一次难得的经

历，一次让我们得到锻炼和成长

的经历。

在刚开始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时，大家都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对

商业计划书简直一头雾水，但是这也没有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指导教师

孙旭东老师和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的老师们为我们提供各个方面的指导意

见。团队成员一遍遍地理思路，一遍遍地修改优化自己负责模块的材料。

在遇到问题时，我们及时交流沟通，有问题有想法共同讨论。作为一名研

究生，通过此次创业大赛，可以把自己的兴趣与就业紧密结合，而且充分

调动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学会了自我调节与控制。通过这半年多的学

习实践，我深深感受到指导老师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此次活

动中所学到的知识、锻炼的能力及各方面的收获，将让我终生受益。

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希望我们的团队取得更好的成绩，在创业路上

更进一步。

全国一等奖

历史学院曹明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教育“要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

发展素质教育，要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

尽管这一过程困难诸多，但

我们依然坚持不懈。我们始

终牢记自己的职业使命，脚

踏实地，用心做好这份平凡

而又伟大的工作，用良好的

师德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在日

常的教学科研、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秉承立德树人、崇

学笃行、兼容并蓄、创新超越

的连大精神，做一名学生健

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我们全身心地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守护他们

的成长。

作为老师，最自豪的是自己的学生对母校、对自己的认可。与已经毕

业的学生们聊天时，他们常谈起与连大老师们共度的美好而又催人奋进的

时光，他们说，正是从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无悔的奉献精神、崇高的教

师品德中，汲取了自己不断前行的力量。在获得学生们由衷的感佩和褒扬

时，我真心地觉得做教师真好！

2018年，我希望和同事们一起，继续用自身扎实的知识功底、无悔的奉

献精神去教育学生、感染学生，为我们的连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培

养合格的、优秀的连大人、接班人。虽然，我们知道这条育人之路并非坦

途，但我们一定会不断砥砺、矢志前行，做一名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优秀

连大教师！

人文学部 汉语言文
学14级杜欣潼

冷遇见暖，就有了雨；

冬遇见春，有了岁月；天遇

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

人，有了生命；我遇见连

大，有了成长。感恩大连

大学给予我“最美连大学

子”这一荣誉，而我们连大

的校园里处处都是“最美

学子”，我只是“最美学子”

中的一员，“最美学子”将

激励着我无论是学习还是

以后的生活都会更加努

力。

青春的本质，不是粉

面桃腮，而是一种心态；不

是朱唇红颜，而是坚定的意志。“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连大的校园不

只给了我飞翔的天空，也给了我跳跃的海洋。这里是知识的殿堂，也是锻

炼能力的圣地，连大让我有机会在学好功课的同时积极参与学生工作和各

项活动，提升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新时代的人才要

求锻炼自己，为毕业以后更好的融入社会奠定基础。

新时代对青年大学生有新的要求，以后我们将肩负起建设祖国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重任，为此我将牢固树立终生学习的意识，积极认真完成组织

交给我的工作，提升创新创造意识和能力，向新时代需要的方向发展，回报

母校，回报社会，不辜负老师、家长和祖国的期望，努力实现自身最大的社

会价值。

最后，祝福各位老师、各位莲子德学日增，事事如意！祝福连大贤才辈

出，永续辉煌！祝福祖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

最 美

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142 尹君逸
每天六点左右起床，然后到图书馆闭馆

再回宿舍，简而言之就是三点甚至两点一线

的生活，我的2017年过得很忙碌，因为要准备

跨专业考研到东财！希望自己可以考研成

功。考完研后准备去拉萨，昆明，海南玩一

圈，放松一下自己。

机械学院 物流工程141 王斌超
2017年对我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主

要是找工作，早出晚归的我奔波于各大招聘

会与面试的路上。对于 2018，我要弥补一些

遗憾：学校图书馆的资源自己还没充分利用

过，所以，到六月份步入职场前，会把大部分

的时间花在图书馆。

人文学部 汉语国际教育141 陈雯娜
2017年，就目前来说我好像没什么遗憾，

但是整个大学生活是有遗憾的。我希望后天

参加的面试，我能有个很好的表现，成功通过

考核。2018年的话，我希望成为一名合格的

汉语志愿者，能更快乐更充实。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141 张垚
在 17年结束之际，我以第一作者发表了

三篇论文，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了两项专利，也

参加了互联网+和挑战杯大赛，并分别获得了

辽宁省银奖和省级三等奖，同时也获得了国

家励志奖学金和富有集团创业奖学金。2018
希望学校双创工作更上一层楼，也希望学弟

学妹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国际学院 国会141 杨诗雨
因为留学提前毕业。在离开大连的最后

一个学期，认认真真和每一位老师、朋友、同

学告别，再拍一张大连，到喜欢的每一个地方

再重新去逛一遍，这就算我告别的仪式，接下

来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一个夏天走入另一

个夏天，从离家大半个中国的大连到离家大

半个地球的澳洲。

建工学院 土木144 金佳鑫
这一年的愿望基本都实现了，美中不足

的是，年末还要补考高数，即将进入 2018

年，也即将离开连大，还是有点不舍，舍不

得愉快的大学生活。真正的进入社会，去工

作，去打拼。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141 宋兰兰
2017 年年初的愿望也是自己的生日愿

望，一是希望家人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二是

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就目前而看算是实现

了吧。2018的新年目标是顺利毕业，然后赚

很多很多钱养活自己以及想学一些厨艺！

日语学院154 王安琪
希望在剩下的 2017年的 12月份里，考试

合格，减肥成功。对于2018年，我是充满着无

限热情和向往的。希望能够把驾照考到手，

日语和英语过级成功，漂漂亮亮地把学业完

成，这就很圆满了！

物理学院应物151 李阳
2017通过自己的琢磨和学习，摄影方面

得到了很大提升。对于 2018年，我特别希望

自己有一定的摄影设备，可以尽情地拍自己

想拍的照片，不用再担心手机的种种限制性

因素。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多学一些摄影技

术，让自己的摄影更上一层楼！

人文学部 汉语国际教育151 郝璐
作为一个汉外专业的老学姐，在这一学

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留学生，和他们在一起

的日子真是有趣。2018的目标是考研，我的

每一天就算不是收获满满，但也没有遗憾。

体育学院 体教151 仲毅
上半年，与“狂练”的小干事们相识，而后

大家一起举办了五一集训营与配音大赛，汗

与泪交错，更多的是欢乐，所承载的东西，语

言已无法详尽形容。在即将到来的 2018年，

希望不断前行，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更加明确

毕业后的路。

人文学部 15级 张明珠
对于 2017,首先是感恩，感恩自己遇到的

人和事。因为 2019年我就要毕业了,所以我

要在2018年把在学校该做的该安排好的都要

做好。这样到明年这个时候,回顾一年，我应

该就一身轻松没有留下什么太大的遗憾。

医学院 制药151沈治强
2017这一年对于我来说注定是忙碌的一

年，因为我先后竞选上数学建模工作室负责人

和辅导员助理。这一年虽然很忙碌但却充实

着我的大学生活。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所带

领的制药171班和数学建模工作室越来越棒，

也希望自己在考研的路上坚持努力下去。

人文学部 中文15 刘峰瑜
2017年我从学部学生会到小导再到校学

生会，遇到了很多人，发生了很多事，可以说

是有人爱、有事做、有期待的一年。2018年，

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校党委的领导和

校团委的指导下，为更多的连大青年学子创

造快乐和发展的平台！

人文学部 中文152班 胡群
2017年的愿望是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成

长起来，坚持初心，努力学习和工作让自己未

来一年过得充实。未来一年我会努力通过考

试，获得对外汉语教学志愿者的资格。希望

有时间让自己多看书，还想趁没有毕业四处

去走走。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技术161张金平
2017我完成了大学一年的学业，认真完

成了学生会的活动，准备了英语四级考试。

在 2018年我想要自己变得更帅，这个是很重

要的；想要自己在大学找到有意义的事，提升

自己的篮球能力，学习不挂科。

英语学院英语161班 王喜祥
2017年的我，迷茫过，坚定过，徘徊过，犹

豫过，甚至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我感叹为什么

这一年不能够重头来过。我希望 2018年的

我，要勇敢地、坚定地、毫不动摇地走过。要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重回巅峰。

国际学院国贸162 李俐融
对于即将要过去的2017年，我很感恩：认

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工

作室，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也很满足。对于

马上要到来的 2018年，我希望自己能和以前

一样天天开心，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六级考试

和期末考试，越来越优秀。

人文学部 历史161 石明玮
2017年的愿望是自由地做喜欢的事，有

悲有喜，有失望又看到希望，算是实现了一

半。2018年想多留点时间给自己，沉淀一下，

有空写生，去学习板绘，躺在床上偶尔放松自

己，然后做一些决定。

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161 常泽斌
2017年，我通过努力实现了转专业和争

取奖学金这些小目标。新一年的计划:参加大

连市高数竞赛；参加计算机设计大赛；争取过

英语四级；在后半年自学新专业的知识并融

入新的班级；申报新一轮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

建筑工程学院16级 赵寅飞
健身、旅行、认识新朋友，大学就是一直

在路上，我在路上就不会觉得失落，2017年的

收获就在于此。2018年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决

心去克服弱点，热爱生活还得让生活热爱我。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161班 苏世凯
2017年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也

了解了大江南北的风情。放假的时候独自一

人去了江浙沪，尽管一个人玩得很累，但很是

值得。2018年希望能够学习上比2017年再努

力一点，逐渐改正不好的习惯，相信以后一定

会越来越好的。

信息学院 光电161赵俊天
感谢 2017遇见的人和事，正是这些化作

了生活之旅中美好的风景。2018也希望自己

可以越来越好，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开

心快乐。希望自己可以努力成长，为别人带

来开心和快乐，可以脚踏实地的仰望星空。

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172班 高伟
2017年完成的小目标就是考上了连大，

没有白白浪费掉三年高中，也给自己和家里

人一个交代。但同时也有点遗憾，就是没有

减肥成功。2018的期许就是学好专业课，成

功加入一个社团，把英语成绩提高，继续自己

的减肥计划。

经管学院 经管173班 田江全
2017年一半高中，一半大学，是酸甜苦辣

汇聚的一年，也是我成长的一年。在 2018年

里，我会争取多参加社会活动，多阅读书籍，

增长专业以外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学识内涵，

弥补自己在高考上的遗憾。

国际学院 国际会计171班 郭可意
2017年结束高考后，我一直在实现我 18

岁的愿望清单：蹦极、看极光、看沈阳故宫、陪

母亲去五台山朝拜，还去了残疾人公益组织

作志愿者。希望 2018年我能踏踏实实学习，

回归本真，再去看一次极光，争取拿到奖学金

去台湾自由行！

环境化学与工程学院 环工172 钟浩然
尽管 2017年年初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

眼下的生活令我倍加珍惜，对以后得生活有

着更加美好的憧憬。2018，努力从未停止。

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173班 李斯琪
我很高兴能考上连大成为一名连子，我

也很开心能够成为院学生会的一份子，能够

服务大家并且提升自己。在接下来的2018年
里，我希望在学业上可以做到更好，在空闲时

间希望可以出去走走，读几本好书，让自己的

精神世界得到提升。

体育学院 体教173谢瑞洋
经过了 12年的苦读和 6年的体育训练我

终于在 2017年考上了一所自己心仪的大学，

而且我还加入了两个自己喜欢的社团。现在

已经开学3个多月了，每一天都很忙碌。2018
年，祝连大越办越好，也祝自己学业有成。

国会173班 叶问
在 2017年里我平衡好学习知识、学生工

作和社团活动之间的比重，提升学习效率，为

接下来几年的学习铺下了良好的基石。在未

来的一年我要做的是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

负学院老师对我们的培养，不懈地运用自己

的潜能做好想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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