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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31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委教

育工委承办的“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弘扬新时代

辽宁精神”主题演讲比赛总决赛在沈阳举行。我校

人文学部2017级法学专业学生屈雨欣获得三等奖。

我校人文学部 2017级法学专业学生屈雨欣与

其他高等院校的近百位学生经过初赛、复赛、集训、

小组半决赛的激烈角逐，从自身体验深入挖掘改革

开放40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诠释了新时代辽

宁精神的时代价值，提出青年人应加强自身思想建

设，把使命与责任扛在肩上，最终获得三等奖。

按照辽宁省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和深化新时代辽宁精神宣传弘扬工作

安排，全省103所高校的200余名选手参与了本次比

赛，最终40余名选手成功入围最终决赛。

人文学部张军生

本报讯 11月7日，学校在行政楼229
会议室召开期中教学工作会议。全校各

教学单位分管教学（含实践）工作副院长、

学校督导组正副组长参加会议，李玉光副

校长到会并讲话。

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除常规检

查外，专项工作为开展本科教学工作研

讨、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会上公布了 2016年教改结题

验收结果，并对 2019届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本科专业负责人遴选等工作进行了

安排和布置。

李玉光副校长表示，期中阶段是承上

启下的关键时期，审核评估专家进校考察

虽已结束，但整改工作任重而道远。全校

上下应继续发扬评建工作精神，保持迎评

期间良好的状态，在做好常规教学管理工

作的同时，从学校、学院、教师个人等不同

层面反思专家反馈意见，查摆问题，特别

是要贯彻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全 国 教 育 大 会 和

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成立大会精神，将高等教育新思想、

新理念融入到日常教学管理，体现在2019
版培养方案修订和 2018年教学改革项目

之中。 教务处陈晖

我校召开期中
教学工作会议

本报讯 11月 14日下午，大连日报文

教部主任、高级记者张轶应我校党委宣传

部邀请，在图书馆报告厅做了题为“全媒

体时代舆情引导与危机应对”的讲座，各

学院、部门信息员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张轶主任从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法，处

理舆情危机的规范，全媒体时代的媒介生

态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讲解了关于引导

舆情和应对危机的原则和方法。张轶主

任以一正一反两个真实案例引出讲座的

核心内容，对舆情引导和危机处理的方法

做了重点阐释。最后，张轶主任强调媒介

素养是不可或缺的个人素养，我们应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提高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张轶主任的讲座案例丰富、理论生

动，听众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和消化讲

座内容，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不断提升新闻

敏锐度和应变能力，树立正确的媒介观，

了解媒体特点和传播规律，更加深入的了

解舆论引导，灵活应对舆论危机，坚定理

想信念，增强文化自信，推动工作取得新

的成效。 宣传部季雪

一线媒体人来校
开讲“全媒体时代”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连市开展“亮化”百日行动，是全

力打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

环境，整洁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

和自豪感的举措。按照“全市动、全民

动、全警动，形成主动参与、共管共治、

共建共享工作格局”的总体要求，大连

大学平安志愿者“安全卫士”服务队向

全校师生倡议：

一、积极参与，突出“亮化”行动主

题。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活动氛

围，提高全员文明守法意识，对停车乱

象、骑行乱象、横穿乱象、争道乱象、陋

习乱象、营运乱象、涉酒涉毒涉牌涉证

乱象等重点隐患坚决抵制，为“亮化”百

日行动提供强大动力。

二、遵纪守法，养成文明交通行

为。骑自行车时不超载搭人，过马路时

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不在道路上

嬉戏打闹，不在道路上进行旱冰、轮滑

等体育活动，行路中不戴耳机听音乐、

不打手机、不吃零食、不搭肩并行、不逆

向行驶。

三、爱护公物，开展隐患排查行

动。自觉爱护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设

施,不随意移动、遮挡甚至破坏校园交通

标志、标线。自行车要按序停放于指定

位置,不要占道停放和占用机动车停车

位停放。

四、警示教育，普及交通安全法

规。遵守交通规则，倡议行人守法通

行，红灯停绿灯行，自觉做文明交通的

实践者、参与者和支持者。校园内所有

车辆应按照交通警示标牌低速行驶, 不

飚车，不鸣喇叭，不乱停乱放，不占消防

通道等。

五、全员行动，抵制不文明行为。

不订“外卖”减轻校园交通压力，自觉抵

制“黑车”进入校园，不驾乘无牌、无证

和非法改装、非法营运车辆。发现不文

明的交通行为，应主动进行劝阻、对严

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应尽快向学校党委

保卫工作部（保卫处）举报。

生命至上，平安无价!让我们警钟长

鸣，心底时刻筑起“安全墙”，齐心协力，

共管、共建、共享道路畅通、交通和谐文

明的平安校园!

大连大学平安志愿者“安全卫士”连部
2018年11月8日

“亮化”在校园“交规”在心中

10月29日

比责任更厚重的是情怀
暮秋的晨光中，走在银杏满地的校

园里，静谧安宁。回想起刚刚过去的一

周，周一全体校领导赴学院走访、周二迎

评准备最后冲刺、周三至周五专家进校

考察，节奏紧张极高强度的120小时仿佛

就在眼前。2006年的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2015年的教育部临床医学

专业认证以及刚刚结束的辽宁省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我都是迎评工作的核

心枢纽机构—评建办公室的一员，能够

近距离地参与整个工作，感受学校 12年

来本科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我觉得既幸

运又感动。

这三次工作评的是本科教学，实际

上却是对学校工作的全方位考察，无论

评建或是迎评，都不是教务处一个部门

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全校各部门各单

位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作为评建办的

工作人员，我见证了连大人“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须有我”的情怀与追求。

在评建阶段，无论是任务分解、对

标建设，还是材料收集、修改完善，每

一个部门或单位都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

和强烈的使命感，与评建办的老师反复

研讨指标内涵，梳理工作亮点，提炼综

述材料，充实润色报告，每个人都将本

部门或单位最佳的工作成效展示出来。

今年夏天，大连遭遇罕见高温天气，而

这个时候也正是学院上传和评建办审核

教学资料的紧要关头，筛选、拆装、扫

描、编号、上传、审阅、反馈、修改，

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老师和督导专家的

辛勤汗水。

在迎评阶段，全校上下凝心聚力，无

论是晨曦微露还是夜静更深，每个人都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担负起各自的职

责。8万字的自评报告、近百万字的支撑

材料、高水准的图文报道、隆重庄严的会

场，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闪亮的校徽、

优雅的正装、匆匆的步履、沉稳的讲解、

自信的交流，构成了秋日校园里最美的

风景；精致的餐点、暖心的服务、舒适的

环境得到了专家的好评。这些背后，是

无数人深夜灯下奋笔疾书、是课堂外仔

细推敲教法、是午夜时分宾馆房间反复

研讨接待细节、是体力活技术活都得心

应手的“他们”的身影。

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我想

说的是，每次遇到重大的工作，都是体

现学校凝聚力的关键时刻，比压力更关

键的是责任，比责任更厚重的是情怀，

是对学校的归属感，是“校兴我荣、校

衰我耻”的使命感。在这三次迎评促建

工作中，部门之间的合作更加顺畅，职

责归属更加明晰，没有推诿扯皮，没有

消极应付，有的是要把事情做好的决心

与信心，有的是大连大学人的奉献与担

当。

审核评估强调“平常心、正常态”，相

信我们连大人能够继续发扬评建精神，

能够继续保持迎评期间优良的工作作风

和蓬勃的精神面貌，将其精髓内化为日

常工作的点点滴滴，认真反思专家反馈

意见，以“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实

干情怀、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进取

情怀、以“追求卓越、不断创新”的学习情

怀，扎实整改，不忘初心，牢记教书育人

的神圣使命，书写大连大学新时代的美

好画卷。 教务处 陈晖

10月30日

“未来”将至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

3 号选手李庆垚，下面开始我的试讲

……”呼~吸，呼~吸，一个动作重复进行

着，我的心依然难以平静下来，久违了这

种紧张到心脏砰砰跳的感觉。

为了参加学校的“未来教师技能大

赛”，我前期准备了好久。从选定课题，

查找相关资料，拟写教学设计，到寻求专

业老师建议，后期制作PPT课件，在这一

系列的准备过程中，我对教师这个职业

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思考和认识。之前

总觉得小学的知识那么简单，信手拈来，

殊不知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绝非我们想

象的那么容易，需要绞尽脑汁去思考怎

样才能把书本上的内容在课堂上准确无

误地传授给学生，怎样才能让课件制作

得符合学生的心理，让学生感兴趣并且

轻松愉悦地学到知识。也正是因为这一

过程的认真准备，才使得我的试讲顺利

进行。

“未来”将至，马上面临毕业应聘，马

上就要走向教师这个岗位，我珍惜每一

个能够锻炼自己的机会，不断努力，不断

进取，才能够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

教师。 教育学院15级 李庆垚

10月31日

犹记得华山论剑
昨晚“金庸小说研究”公选课上，还

不知先生辞世，当夜消息袭来，感慨与思

念涌上心头。关于他武侠小说创作的业

绩，世所瞩目，无须辞费。追怀30年前首

次阅读金庸，时断时续，还是98年台湾淡

江大学的研讨会，才正式被命题作文，发

表金庸研究论文，今积数十篇，相关拙著

5、6本矣。我和查先生也算是老朋友了，

2003年海宁国际研讨会首见到先生并合

影，2008年再次幸晤并合影。先生话不

多，但幽默风趣，颇有侠士不苟言笑之

风，甚低调。岁月如流，初心不改，犹记

得华山论剑……

2001年我在辽师大开设金庸小说公

选课，当是东北地区第一次引金庸小说

入高校，但已比武林侠友冷成金教授（人

大）晚了 8年。我调入大连大学工作后，

于 2005年秋开始在连大开设“金庸小说

研究”公选课，一直至今。

曾几何时的“金庸热”，走廊里都站

满了来蹭课的学生。金庸小说最活跃、

最给人启迪的是青少年“成长母题”，如

何面对凡尘间林林总总人世百态、困苦

艰难，如何伴随着心智与武功的提高而

成长成熟。与在省市图书馆、大中学校

讲座时感受情景类似，课堂上许多学生

也时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不论是动物形象体现的生态观念、

还是比武招亲台前台后的复杂较量，等

等，金庸小说都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给人

以丰富的文史知识，宽厚的家国情怀，难

得的文学审美与人生智慧。影视的介入

与视觉空间的展开丰富，延展了金庸作

品的想象反思，但我依旧以为，金庸小说

的原著，仍是不可替代的最值得阅读

的。金庸热虽有些冷了，但金庸先生留

下的精神产品永在。

语言文学研究所王立（韩林整理）

11月1日

《罗密欧与朱丽叶3074》
不同的人对于爱情的定义各自不

同。我们的导演于长弋老师认为爱情就

是用最笨拙的方式去爱一个人。10月29
日—11 月 1 日，于长弋老师导演，文编

15.1班同学演出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

叶3074》风靡校园。

爱情到底是什么？罗十二用达到极

限的愿望和最笨拙的方式去找寻他的爱

情，在3074年孤独地念着《罗密欧与朱丽

叶》的独白，孤独的躺在地上唱着歌，孤

独的问着自己生存还是毁灭……通过表

演，我们展开了对爱情的憧憬与追问。

这是文编15.1班的毕业大戏，是送

给悉心培养我们的老师们的一份礼物，

是对我们大学时光的一种纪念。这几年

里，不管是在老师带领下排的戏，还是

我们自己编排的戏，每一部戏里，导

演、演员，舞美、灯光、音效、服装、

化妆、道具……每个环节、每个人，都

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大家都会尽最大的

努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的角

色。《情侣酒店》、《我的祖宗十八代》、

《暗恋桃花源》、《恋爱的犀牛》、《电影

描红》，每一部戏都是我们的心血，都

是我们美好的回忆。

3074 年，我们还会在吗？不知道。

能够确定的是，不论在哪个世纪相遇，我

们都会爱着这所承载了我们四年成长悲

欢的大学，爱着我们的文编 15。光阴易

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音乐学院文编15级 钟雅

11月2日

评估后生活
不过评估后的这一周里，我没有感

觉到太大的变化。我和寝室的同学还是

早早起床，把寝室收拾得整整齐齐，匆匆

吃口饭赶往教室。校园里一样空气清新

干净整洁，银杏树叶更加金灿灿了。老

师讲课一样的生动，没有因为没有专家

听课而稍有懈怠。上课时，大家还是把

手机放到书包里忍着不拿出来，不因为

无心一刷而错过了老师讲课的重点，也

不能借口用手机拍板书只好逼着自己抓

紧时间记笔记。下课冲到食堂，饭菜还

是一样的丰盛，麻辣烫、鸡公煲让人馋得

流口水……

从评估之前好长时间开始，我们好

像被一项项“苛刻”的要求“束缚”着，浑

身不自在。但经过这段时间，我明显感

受到了身边的同学们的变化，不管是生

活上还是学习上，每个人好像把最好的

状态都展现了出来。细细思考，没有一

项要求不是我们作为一名合格大学生应

该做的，只是我们迈入大学后从思想上

到行为都出现了松懈。也正是这次评

估，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重新认识大学生

应该是什么样子，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度

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旅游管理17级 孙璐

连大日记（节选）

学子“创青春”国赛获1银3铜
本报讯 在 11 月 1 日举办的 2018 年

“创青春”浙大双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终审决赛中，我校“大连逆风之翼科技

有限公司”（指导教师孙晶、朗明非），“3D
打印制备陶瓷基印刷电路板”（指导教师

孙旭东、惠宇）、“大连一个红扣服饰有限

公司”（指导教师高凯、江兰天）、“育种-播

种-采摘技术农具研发与应用“（指导教师

杨硕、蓝健）三个项目获得银奖，这是我校

首次进入“创青春”大赛现场赛。

本赛事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

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创青春”大赛是目

前国内参赛规模最大、参赛作品最多、影

响范围最广的大学生创业赛事之一。本

届大赛以“弄潮创青春，建功新时代”为主

题，全国共收到 2200余所高校的逾百万

名大学生、15万余件作品报名参赛。来自

全国的197所高校的369件作品入围终审

决赛，还有 235所高校观摩团，总计 5000
余人参加，来到浙江大学决赛现场。

创新创业学院 谢景卫

教育学院研究生参加“教学技能大赛”再创佳绩
本报讯 在11月10日至11日举办的“第三届全

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决

赛）”中，我校教育学院2017级小学教育专业硕士研

究生孙钰和刘旭分别荣获小学数学组一等奖和小学

语文组二等奖。

该赛事由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主办，贵州师范大学承办。来自全国的94名小

学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参加决赛。决赛分模拟讲

课和答辩两个环节，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

秀教学设计奖。初赛阶段，47所高等院校的 175名

小学教育专业研究生共选送了175个微课视频及设

计，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94名选手获得决

赛资格。

本次获奖是继去年我校在“第二届全国全日制

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取得小学数

学组二等奖和小学语文组三等奖后，获得的又一佳

绩。成绩的取得，表明了我校小学教育专业在全国

的领先地位，也充分说明教育学院在研究生培养方

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些年来，教育学院全面开

展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注重专业基础、

教育教学基本理论、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培养与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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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学生既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着较

高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教育学院和研究生学院对此次大赛给予了高度

重视和精心准备。 教育学院赵弘

我校在辽宁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挑战赛中取得佳绩
本报讯 10月 21日，由辽宁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主办的 2018年辽宁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

业挑战赛在东北财经大学落下帷幕。我校共有 12

个项目进入省级复赛答辩，最终获得特等奖1项，一

等奖3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1项，同时我校荣获本

次赛事优秀组织奖，总体成绩优异。

辽宁省41所高校1306支队伍，6000余人报名参

赛，并经过初赛、复赛，最终有 285支队伍进入省级

决赛。 经济管理学院

我校在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中获一等奖
本报讯 近日，由辽宁省教育厅、财政厅主办

的“2018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工程

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在沈阳工业大学举行。由我校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组成的 7支代表队取得了 3项一

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的历史最好成绩。

其中，由贾卫平和蓝健指导的一组在“8”字形赛

道避障项目中取得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有望代

表辽宁省参加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总

决赛。我校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珍教授应邀担任

评委。

此项赛事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学生

创新设计赛事之一，共吸引来自省内18所高校、111

支队伍、400余名师生参赛。本届竞赛命题包含两

类 4项，即无碳小车类和移动机器人类。其中无碳

小车3项为S型赛道常规赛、8字型赛道常规赛、S环

形赛道挑战赛。在无碳小车项目中又涵盖了 3D打

印、激光切割和小车拆卸等环节。

机械工程学院

学子在省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再创佳绩
本报讯 10月 27日，我校在辽宁省物理学会主

办、辽宁师范大学承办的“2018年辽宁省大学生物

理实验竞赛”中再创佳绩。我校物理科学与技术学

院学子组成的 5支代表队，在徐朋、部德才、张宏剑

三位老师带领下，经过作品展示、实验思路讲解、问

题答辩等三个环节的比拼，全部斩获一等奖。

本次竞赛共有来自省内24所高校的226支队伍

参与初赛，经过网络初选，最终有125支代表队参加

本次决赛。 物理学院

我校学子“外研社杯”赛事再创佳绩
本报讯 10月 27日，2018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大学英语挑战赛暨“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

学生英语系列挑战赛写作大赛辽宁省复赛、阅读大

赛辽宁省复赛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举行。两项大赛

中我校共有八名学生参赛，最终获得特等奖一项，

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的优异成

绩。

英语学院英语专业吕慧琳以全省第一名的优秀

成绩荣获特等奖，并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写作大赛全

国总决赛。这是英语学院学生第二次入围写作大赛

全国总决赛，同时也是我校学子连续三年进入“外研

社杯”系列英语赛事全国总决赛。

“外研社杯”赛事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主

办，已成为全国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

的英语演讲赛事之一。 英语学院

学子在省大学生演讲比赛中获奖

《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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