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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坚守,连大的文化节
已深入人心。在期盼中，第七届
校园文化节带着连大人的自信，
踏着新时代的春风向您走来！

这里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舞台，这里是中华五千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出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一次集中展现。

文化节是一个熔炉，在这里
凝练精神淬炼品格。文化节是
一个沃土，在这里滋养心灵，陶
冶情操。

文化节里我们诵读经典，唱
响激情，舞出自信，文化节里我
们追寻历史足迹探寻中华精神，
体会信仰的力量，感悟民族的气
魄。文化节里我们品味经典、涵

养心灵、沐浴书香。
大连大学第七届校园文化

节将在连大校园刮起民族风，唱
响中国情，大咖云集，精彩无
限。一场精美的文化盛宴，期待
您来品味欣赏。

9月的连大，文化之花即将
盛开，您的参与将注入一股洪
流，使文化之花更加鲜艳。

让我们自觉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文化使命，以坚定的文化
自信，开创大连大学文化育人的
新境界。

“礼敬传统 弘扬文化 涵育
新风”大连大学第七届校园文化
节即将启幕！

“礼敬传统 弘扬文化 涵育新风”
——大连大学第七届校园文化节黑山脚下与您相约!

大连大学第七届校园文化节围绕加强大连大学第七届校园文化节围绕加强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师德师推进师德师
风建设等内容风建设等内容，，紧扣紧扣““礼敬传统礼敬传统··弘扬文化弘扬文化··
涵育新风涵育新风””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以寻找中华民族的文以寻找中华民族的文
化基因化基因、、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弘扬中弘扬中
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为主线自信为主线，，通过通过““读读”、“”、“诵诵”、“”、“唱唱”、“”、“讲讲””等等
丰富多彩的实践体验活动丰富多彩的实践体验活动，，大力弘扬中华大力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历史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观、、国家观国家观、、文化观文化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坚

定文化自信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觉，，增进文化担增进文化担
当当，，培养爱国之情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实践报
国之行国之行，，不断坚定四个不断坚定四个““自信自信”，”，提升师生对提升师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觉和精神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觉和精神共
鸣鸣，，进一步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进一步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对中华
民族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落实立德树人根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本任务，，引导广大教师做引导广大教师做““四有好老师四有好老师”，”，做做
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传承连大精神传承连大精神，，讲好讲好
连大故事连大故事，，凝聚连大力量凝聚连大力量，，为实现中国梦为实现中国梦、、
连大梦注入精神动力连大梦注入精神动力。。

祖国，我在；未来，我来！

（一）诵读经典
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1、“ 文化根·民族魂·中国梦 ——礼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七届校园文化节开幕式

2、“经典永流传”——连大诗词大会
3、“分享智慧人生”——连大朗读者

（四）唱响经典
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1、“走进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中国梦主
题合唱比赛

2、“礼敬传统 弘扬文化 涵育新风”文化
节汇报演出暨第七届校园文化节闭幕式

（三）体验经典
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1、“致敬英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活动
2、“钩沉历史”校史馆开馆暨爱校荣校教

育系列活动
3、“文化方舟”中国传统文化感悟体验活

动（校园嘉年华暨文化素质教育日）

（二）解读经典
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1、“品味经典 涵养心灵”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系列讲座

（1）用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做“四有
好老师”

（2）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心灵，做爱国、
励志、求真、力行的新时代优秀大学生

2、“重温经典 陶冶情操”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作品赏析

（1）经典音乐作品欣赏
（2）中国书法艺术欣赏
3、“品读经典 沐浴书香”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经典作品阅读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读书会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读后感

征集评选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各类比赛继踵而至。在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的组织下，

参赛的指导老师和同学们放弃了暑期的休闲时光，在特训课堂上、在工作室里，耐

着酷热的天气，挥洒汗水、认真备赛，把专业知识变成实践技能，能在各项大赛中

屡创佳绩！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挑战赛一等奖
7月27日至7月29日，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

赛（以下简称“三创赛”）全国总决赛在太原理工大学圆满落幕。我校美术学院盖

文琪、张婷婷等学生组成的“一个红扣服装定制新零售商城”项目团队，经过校赛

选拔、省赛对决、国赛现场路演和答辩等环节的激烈角逐，凭借敏锐的产品定位、

创新的商业模式和良好的营销业绩斩获全国一等奖以及最佳创新奖两个奖项。

本次“三创赛”是由教育部主管，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办。共有200个项目晋级国赛现场赛，最终评选出全国特等奖15项，一等

奖75项，二等奖110项。

全国大学生自动化系统应用大赛一等奖
在第六届“A-B杯”全国大学生自动化系统应用大赛中，信息学院“ASEA工

作室”马占杰小组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该赛事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以大学生实

际动手操作和自主设计、实现过程控制解决方案为竞赛内容，考核学生自主系统

设计、实际操作、分析调试能力。大赛共有国内外300多支队伍报名参加，从初赛

到决赛历时半年，初赛，经过专家的质询和打分，最终进入全国总决赛的高校代表

队共计80支。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二等奖
近日，第十四届“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工业

大学落下帷幕。我校信息工程学院物联网专业15级学生武欣荣、周俊博、周云

飞，在王东、邹启杰两位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作品《自动复原魔方》荣获二等奖。

本次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主

办。共有来自全国的400多支队伍参赛，最终有80支队伍入选总决赛。

高校自动化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7月24日至26日，在第五届“台达杯”高校自动化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中，信

息学院“ASEA工作室”马占杰、张泽军、李士林组队成功进入全国总决赛，获得二

等奖。

该赛事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主

办的自动化应用领域创新型科技竞赛。本次大赛以“发现智造高手”为主题，紧扣

“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先进工业自动化发展方向，以智能装备、智能机械

手和智能生产制造为立题方向。要求参赛队伍自主创新设计并制作一套完整装

置，使用的设备及软件涉及PLC、运动控制器、伺服、变频器、触摸屏和组态软件

等，参赛项目应具有实际意义和应用背景，并反映目前自动化的发展前沿技术。

共有111所院校164支队伍报名参加，最终71所院校的74支队伍入围参加全国

总决赛。

节能减排全国总决赛二、三等奖
8月7日至9日，第十一届“东风汽车杯”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全国总决赛在武汉理工大学举行。我校学生喜获全国二等奖两项，三等奖

两项，学校首次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该赛事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是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全

国大学生竞赛。本次竞赛是由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牵头主办，创新创业学院协

办，吸引了全校各学院近200名学生报名参加。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东北地区二等奖
在第十三届“恩智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中，信息学院“智能控制工

作室”张云鹏、付劭东、茹虎，胡伟、蔡方赟、范瑞鹏（机械）组建2支队伍，分别参加

电磁三轮和光电四轮组别角逐，获得东北地区二等奖2项。

该赛事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以迅猛发展、前景

广阔的汽车电子为背景，是涵盖自动控制、传感技术、电子、电气、计算机、机械与

汽车等多学科专业的创意性比赛。我校“智能控制工作室”自2006年第2届开始

参加该项大赛，至今已连续参加12届，参赛学生累计100余人。

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东北赛区二等奖
在“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中，信息学院“ASEA工作室”李廷宽同学

带领自动化2017级小同学组队参加了东北赛区逻辑控制设计开发赛项，获得东

北赛区二等奖1项。

该赛事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有限

公司和中国仿真学会联合主办。大赛的方向涉及智能制造领域中的科技创新、产

品研发及工程设计、技术应用等，主要面向全国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机械

工程、仪表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讯工程、计算机科技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研究

生、本科生等。

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
7月20日至7月24日，辽宁赛区“TI”杯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在全省30所高校同步进行。我校智能控制工作室、嵌入式工作室、火星人工作

室、智能引擎工作室及机电实践班成员等22支代表队，在信息工程学院李泽光、

胡玲艳、贺明妍等教师指导下，参加了本次竞赛。参赛学生在半封闭状态下经历

四天三夜的时间，独立完成方案论证、元器件采购、电路及程序设计并且完成实物

制作和调试，最终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2项。

本次比赛是由辽宁省教育厅主办的28项大学生创新创业科技竞赛活动之

一，今年全省共478支队伍完成了作品制作并参与现场测评。

文/创新创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图片提供/创新创业学院

在8月6日开始举行的2018年第十

四届中国大学生棒垒球联赛总决赛棒球

比赛中，我校棒球队获得中国大学生棒

垒球联赛体育院校组的冠军！这是我校

棒球队第三次获得全国性棒球联赛冠

军。我校贾德龙老师被评为最佳教练

员，队员邹峰获得最佳投手奖，牛冬获得

最佳本垒打奖，孟令博、潘鸿飞获得优秀

运动员奖。

此前，我校棒球队在第二届海峡两

岸学生棒球联赛中以小组赛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成功晋级总决赛并将于今年12

月在深圳参赛。此次比赛是由国务院台

湾事务办公室交流局批准，海峡两岸棒

球交流合作委员会主办，中华台北棒球

协会承办的两岸学生体育赛事活动。比

赛吸引了两岸20支队伍，近500名大学

球员参加，旨在通过体育运动，给两岸青

年学子提供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大连大学棒球队自2014年成立以

来，得到了校领导的高度重视，由我校体

育学院负责组织，由体育学院专业学生

组成，现已培养出崔宇豪、张洋、程新彤、

赵经四名国家级健将。我校棒球队常年

坚持刻苦训练，大赛前多方精心备赛，比

赛中不畏强敌、勇于拼搏，连续取得优异

成绩，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体育学院郑伟

近日，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发布了《关

于公布2018年度第一批省级备案众创

空间的通知》，我校“连大众创”获批省级

备案众创空间。

近年来，我校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人才

培养的重要内容。在校领导的指导和相

关部门的配合下，2016年创新创业学院

组建了“连大众创”空间，利用素质教育

基地和文科综合实验中心等创新创业资

源，推进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与转化，推

动具有我校特色的师生创新创业聚集实

践区和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连大众

创”于2017年9月获批为大连市备案众

创空间。

今后，“连大众创”将以获批省市两

级备案众创空间为契机，依托我校学科

专业综合性优势，继续深化创新创业实

践教育改革，拓展服务功能，激发师生创

新创业活力，强化师生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努力

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创新创业学院 蓝健

我校“连大众创”获批省级备案众创空间

第九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于8月10日-14日在葫芦岛举行。

运动会上，我校吕佳鑫同学在押加项目

中以五战全胜的成绩为大连市赢得首枚

金牌。此次运动会，我校共为大连市赢

得6枚金牌、10枚银牌、4枚铜牌。

我校是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基地。按照市民委的要求，此次学校

组织了来自满族、蒙古族、回族、锡伯族

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共38名学生，集训3

个多月，多方精心备赛，参加了押加、板

鞋竞速、民族健身操、表演项目、雪地走、

赛威呼等项目的比赛。比赛中，队员们

不畏强敌，勇于拼搏，取得了优异成绩，

为推进大连市少数民族体育运动水平做

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促进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

此次运动会，来自全省14个代表团

的9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13个项目的

比赛。 体育学院郑伟

我校在省少数民族运动会上夺6金

我校棒球队获中国大学生棒垒球联赛冠军

主题:礼敬传统·弘扬文化·涵育新风 时间：2018年9月12日——10月17日

让我们一起传承、共同开创——文化节活动内容简介

有暑无假，学子大赛屡创佳绩

副 刊

相约我们自己的节日
——近期精彩活动预告

●“ 文化根·民族魂·中国梦”第七届

校园文化节开幕式暨“名人进连大”金一南

教授讲座

时间：9月12日 13:30
地点：学校会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青春绽放跟

党走”咏颂会

时间：9月19日 13:30
地点：学校会堂

●相知于我们的节日：校园嘉年华暨

文化素质教育日——“文化方舟”中国传统

文化感悟体验活动

时间：9月26日

地点：文化广场、书香广场等

活
动
宗
旨

署假期间工作室的同学们在老署假期间工作室的同学们在老
师指导下备赛师指导下备赛。。

署假期间工作室的同学们冒着署假期间工作室的同学们冒着
酷署在备赛酷署在备赛。。

往届文化节精彩瞬间往届文化节精彩瞬间。。

往届文化节精彩瞬间往届文化节精彩瞬间。。 往届文化节精彩瞬间往届文化节精彩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