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获评辽宁省厂务公开民主管
理先进单位

本报讯 近日，根据《关于表彰全省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我校

被授予辽宁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根据评选工作通知，我校被推荐为大连市

教育系统唯一申报单位。2018年 6月，省厂务

公开领导小组到我校进行调研督查，听取了我

校校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汇报、查阅了我校校

务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方面的文

件、规章制度等资料，并对教职工代表进行了

个案访谈。省、市总工会领导都对我校校务公

开民主管理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

对该项工作在细节和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

工会郭怡婷

附属中山医院上了中央电视台

本报讯 2019 年 1 月 30 日，中央电视台《新

闻直播间》栏目报道了我校附属中山医院远程

医疗工作。

附属中山医院作为大连市唯一一所综合性

地方大学的附属医院，始终坚持立足城市、放眼

社区，服务基层的理念，把远程医疗工作作为医

院面向基层医疗做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医院

先后投入3000万元，在大连市率先建立“农村远

程医疗援助系统”，结合“互联网+”和“医疗联合

体”模式，不断拓展远程医疗工作。

2019 年，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继续坚持

至诚至信至尊至爱理念，建一所让大连百姓信

赖，人文、创新、技术型的国际化医院。

市老干部大学五四路分校荣获省
示范老年大学

本报讯 2月 25日，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在

沈阳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示范老年大学”

称号的10所学校进行了表彰。大连市老干部大

学五四路分校荣获“辽宁省示范老年大学（四星

级）”称号。

辽宁省示范老年大学推广工作领导小组在

各学校自评、初审的基础上，严标准、严要求进

行实地复查，授予10所学校“辽宁省示范老年大

学”称号，并对获奖学校实行星级评定。其中，

我校等 5所学校被评为四星级，3所学校被评为

三星级，2所学校被评为二星级。

我校自2012年开办老年大学以来，经过6年

的办学实践，不断发展壮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影

响力。目前，老年大学开设49个专业，各层次专

业班153个，在校学员6400余人次。

继续教育学院

“连大众创空间”获评大连市优秀
众创空间（A类）

本报讯 日前，大连市科技局公布 2017年度

大连市52家众创空间评价工作结果，我校“连大

众创空间”以总排名第二名的成绩，获评大连市

优秀众创空间（A类）。

大连市科技局开展2017年度大连市众创空

间评价工作，旨在指导和推动大连市众创空间

健康可持续发展，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

态环境。经过市级各众创空间自主申报、现场

考察和专家评审等环节，最终评选出 11家优秀

众创空间（A类）、22家良好众创空间（B类）、17
家合格众创空间（C类）和 2家不合格众创空间

（D类）。

我校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积极贯彻落

实国家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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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获批为大连

市众创空间，2018 年 7 月获批为辽宁省众创空

间。众创空间充分利用素质教育基地和文科综

合实验中心等资源，建立“三层次、四平台”协调

互动的双创教育体系，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推进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与转

化，不断完善和落实双创教育支持政策和激励

机制，服务学生全面发展。 创新创业学院 蓝健

我校学生在第二届东北地区大学
生光电设计竞赛中取得佳绩

本报讯 近日，第二届东北地区大学生光电

设计竞赛中，我校由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光电

信息专业学生组成 5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其

中 2支队伍成功入围区域赛。由光电信息专业

16级学生张宇心、张慧君、张永辉组成的参赛队

获得创意组一等奖并获得路演奖。由光电信息

专业 15级学生史冬冬、白昊东和顾婕璇组成的

参赛队获得专业组“光源与光纤耦和效率及光

纤出射光场特性测量”比赛二等奖。

本赛事由东北地区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

员会主办，本次大赛历经校赛、区域赛两个阶

段，46所高校的共400支队伍参赛。根据比赛内

容和形式不同分为专业组比赛和创意组比赛。

比赛旨在促进光电知识的普及，加强大学生实

践、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的锻炼与培养，促进高

等教育改革。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孙敏

我校护理学院师生参加“香港国
际护理论坛”并获奖

本报讯 近日，“第 8届香港国际护理论坛”

在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召开。我校护理学院

是大陆9所协办学院之一，护理学院院长安力彬

受邀参加论坛并担任分论坛主持。

护理学院 3名研究生的投稿稿件被大会主

委会选中做壁报展示。其中2016级研究生薛虹

霞的壁报被会议选中做了精彩的“1分钟口头汇

报”；2016级研究生张琦获得“最佳壁报奖”，也

是大陆唯一一位获奖研究生。

该论坛由中国香港大学护理学院和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美、

英、日等国家护理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500余
人参加了会议。大会论坛包括主论坛和分论坛

两部分，主要围绕女性健康问题进行讨论。

我校护理学院积极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2018年与香港大学护理学院签署

了合作备忘录，此次又选派研究生参加“第 8届

香港国际护理论坛”，有助于研究生开阔视野，

提高学术水平，了解国际前沿的学科动态和研

究方向。 护理学院

我校师生荣获大连市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近日，在2017-2018学年度大连市优秀辅导

员、大学生标兵、大学生自励自强标兵评审会

中，我校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肖楠获得“大连市

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机械工程学院 2016级 3
班唐欣同学获得“大连市大学生标兵”荣誉称

号；护理学院 2015级 3班杨立同学获得“大连市

自励自强标兵”荣誉称号。大连市市委高校工

委、大连市市教育局、驻连26所高校学生处处长

参与了此次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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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团委、经济管理学院、

护理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获得“大连市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基层单位”荣誉称

号；学校团委书记高凯等20人获得“大连市优秀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信息工程

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16级1班等20个

班级获得“大连市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人文

学部 2015级 3班刘峰瑜等 60人获得“大连市三

好学生”荣誉称号。 学生处宋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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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在时光里

喜 讯

故乡，是一种辽阔的心情
吾心安处

吾乡似乎是这样的：灰秃秃的天，浓烈的

霾，糟糕的城市排水系统。可是当别人问起来

从来都恨不得夸上天了，一丁点的好处也恨不

得美化一百倍一千倍。而吾心，曾是生活数年

渴望离开，却又待真正远离时，又拼命地想回

来。人就是这样，只有一旦失去才会想念，可

还有一句话叫所有的再见都是为更好的相遇，

我又回来了，吾乡未变，吾心似乎是有了变

化。

那些听起来俗气透顶的歌曲听起来也好亲

切，爱上了中国红，吵闹的小孩也觉得温馨，妈妈

的埋怨也觉得十分顺耳，期待着一家人坐在一起

包饺子，看春晚。大概是因为：吾乡处，心安处。

物理学院18级吴洁

小城

寒假回家第二天我就拽上闺蜜一起逛街。

推开一家又一家门帘，进了一家又一家的店。面

对各式各样的化妆品、护肤品，买时心如刀割买

后精神愉悦。不大一会儿大包小流地出了卖

场。到了饭点儿，我俩一会儿凉皮一会儿烤冷面

一会儿麻辣香锅一会儿肥牛饭，虽然哪座城市都

有，但觉得家乡的东西，就是好吃。

我一直都觉得小城市也有它自己的优点，

小城市也有小城市的幸福感而言。不像喧闹繁

华的不夜城，它也有在黑夜睡去的一隅。在大

城市里，想去一个像模像样的大商场坐地铁都

要好几个小时，而在小城市，花不了多长时

间，身体与精神的满足感便悄然充斥。我向来

是不大喜欢在路途上花费大量时间的人，总是

只喜欢直奔目的地，看想看的人做想做的事。

我爱我的家乡，满足于它的一切。

日语学院18级姜雨辰

新疆是个好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久。飞机降落

地窝堡机场，夜色已黑，我看不太清舷窗外的风

景，除了依稀的灯火之外，就是浓浓的大霾了，这

是乌鲁木齐的盆地地形导致的。

下飞机过渡到候机大厅的路上，一个大幅宣

传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同于其他花里胡哨的

广告，这条广告只有七个字：“新疆是个好地

方”。虽然这是每个新疆人都

知道的道理，但是能这样直白

的用作广告贴在机场作旅游宣

传，或许只有直爽的新疆人才

能做的到。我一个本地人愣是

在这块广告牌下注视了良久，

才若有所思地离去。

出了机场，转乘汽车回家

途中，看着路两旁厚积的白雪

愈发感觉自己回到了雪国，上

学归来再看到雪甚至有些陌

生了，不像个北方人该有的反

应。 人文学部18级刘乔哲

父母是我永远的归处

到站后，看到了接站的母亲，长到脚踝的羽

绒服显得她更加瘦小。之前的十八年，我无时无

刻不需要她，但就在离家的这几个月，我觉得她

是需要我的。刚开始一天不落地给我打电话，但

在我多次的搪塞与不耐烦后，便打得少了。想到

这些，鼻腔一阵酸苦。母亲向我这个方向张开了

怀抱，我也跑过去挽起她的胳膊，跟她讲学校发

生的事情，一刻不停地讲到了深夜。

尽管父母认真染了头发，还是能从他们身上

一眼看出岁月的痕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但跟父母产生分歧的我，也照样一分不让地与他

们辩驳。无论代沟也好，价值观不同也罢，就像

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中所说的：所谓父母，

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

又不敢声张的人。

长大后的我会不断远行，但父母是我永远的

归处。 日语学院18级 许秀桐

故乡，是一种辽阔的心情

浓转淡的笔锋勾勒出淡雅清新的诗情，冉冉

弥漫的檀香半醉在一檐画意的氤氲里，这是我起

初对家的印象。我深知，这大学四年暂住北方，

不可以同从前那样长居南浔，虽是别了家，但离

别之后在远方的我仿佛多了顽固的坚强，懂了离

别的意义。哪怕我离家再远，想回去时，她还在，

乡情浓，一往情深，我对它，它对我，并无差别。

或是扰乱了思绪，是思念中迷失彷徨无措，才使

我在北方如此惶恐，但依依梦里有路归。

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不过故乡，或许你还身

处故乡时，能感受的只是淡淡的温暖而已，并不

比一杯香茗更显著，但当你离开她时，整个世界

瞬间荒芜。往后的这些年，我的世界会是一直充

满着归乡的期待与在家的喜悦。

日语学院18级郑阳

何去何从是故乡

在我的记忆深处，曾落下漫天大雪，有那样

一辆火车，从祖国最北最北的边境，驶向了最南

最南的海域，一路轰轰烈烈，穿花拂柳，横跨了大

半个中国，就此搁浅在了热带沙滩上。从新疆到

海南，所谓天涯海角，也不过如此。

经此以往，我对故乡没有了明确的归属，却

有着更加深刻的执念。我始终坚定着我来自于

沙漠边缘，生活却处处沉浸在海洋；来自那边远

的内陆，而如今孤立成一座岛屿。曾穿梭在白雪

之间的嬉戏，现在扑面尽是腥味海风。我是那样

毫无归属地成长，在一个现实和记忆截然相反的

环境里。

“我嗒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

人，是个过客……”

也许再老一辈，一如爸爸，对故乡有着更

为深入的认知，踏遍故乡的寸寸土地，闻尽故

乡的一花一草，那样强烈地体会过故乡的味

道，将故乡的烙印镌刻在灵魂，也曾在迁泊中

倍感思念，但始终有不会迷失在归乡的路上。

也许再如我妹妹般年龄稍小点，故乡的根系更

加淡化，从实景变成名词，更容易认可由现在

生活的地方，对故乡没有太多执念，对她来

说，海南才是故乡，新疆只是上一辈的追溯，

迁移的余波影响不到她。

而我，偏偏是停留在中间不知所措的存在，

最初最早成型的记忆还保留着那份白雪皑皑，不

愿让故乡就此更替，却实在再无什么了解。

初高中时，对故乡的纠结还没有现在那么明

显，毕竟家中还保留着许多北方的各种生活习

惯，自我介绍时也可轻松无压力的说我来自大

陆。身边也有大群大群一样随长辈漂泊过来的

同伴，并不显得突兀。但到大学，在这个急于寻

找归属感的新环境下，第二故乡与原始故乡的冲

突便浮出水面，一直以来被压抑着不愿去承认也

难以解决的问题赫然摊开，时不时地提醒着我：

你从哪里来，又在哪里生活了这么久？

在大学，各种面试，团训时的自我介绍，老乡

会等众多组织，无一例外地提醒着我这个不伦不

类的异乡人。

我曾一度诧异于许多认同第二故乡胜过本

来故乡的朋友，其实都没有什么是非，既来则安，

选择认同不见得就是遗弃。但这想法到我这便

是百般不通。可能是记忆中的茫茫雪原过于震

撼，可能是南北差异潜意识还是存在。总之，当

我看到张抗抗《故乡在远方》里“无故园的感觉，

犹如被放逐的弃儿”，那句“我走过太多地方，我

已有太多第二故乡”时，难以言表的酸涩感蔓延

胸腔。

故乡在就在那里，无论年份久远，何去何从，

等着所有的归人。 物理学院18级李雨霏

时光啊，慢一点！

我的家乡位于陕西。除夕的早晨，爷爷便

会在门前放一把刀和一个斧头，这象征着将魔

鬼驱赶，不让他们进门。接下来，一家大大小

小排队吃“接年米饭”，迎接新年的到来。早饭

之后，焚香祭祀，堆火堆，便成了男孩子的一

件乐事！大人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地开始准

备着年夜饭。除夕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

是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吃团圆饭。此刻，一年之

中所有的烦恼与不安都随之抛诸脑后。一大家

人谈天说地，互相开着玩笑，兴奋之际小酌两

杯。接着，辈分小的孩子们开始敬酒，一人一

杯酒，一句祝福语，足以让大人们喝得分不南

北。对爷爷来说，过年也是他最期盼的事情，

平时一个人冷冷清清，这时候，一人喊一句

“爷爷”，他感觉是天底下最美的声音 。

有人说，越长大，越没有过年的感觉，可

是对我来说，年的气息从未淡化，反而更加强

烈！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更加渴望这种和谐的

时光，只希望时光慢一点，能够让这一刻停留

得久一点！ 护理学院18级刘晓宇

团聚便是开心

我们这里的风俗是过年要杀年猪，要留下猪

头、猪尾巴来祭祀，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一大

早就要烧好一锅煮猪头的水。亲戚们中午就来

了，妈妈、婶婶们聚到一起开始置办年夜饭，下午

三点多就可以开饭了。

开饭前要在祠堂进行祭祀，然后在大门又拜

一次，放完鞭炮就可以开始吃饭啦！年夜饭永远

是伯伯们的酒局，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从下午一直

吃到半夜。妈妈、婶婶们会聚在一起看春晚，哥

哥嫂嫂们会打麻将、斗地主，而我则是带着弟弟

妹妹们放烟花。今年有些许不同的是，婶婶们不

再嫌我碍手碍脚，同意我帮着做年夜饭，还教会

了我“红烧狮子头”这道菜。我家的春节看似很

热闹，其实再平常不过了。春节就是我们一大家

子团聚的日子，只要大家团聚，便是最开心的事

了。 护理学院18级 张睿

擦玻璃记

热闹的春节前总有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打扫卫生。就像今天，晴空万里，阳光和煦，

老妈酝酿了好几天的擦玻璃大

计不出意外地提了出来。虽然

百般不情愿，但在劳动和被老

妈横眉冷对好几天的选择中，

我明智地选择了前者。于是，

在全身换好“劳动服”，水盆架

好，抹布准备完毕以后，便可以

开始擦玻璃了，但这个温度不

禁让我怀疑挂在天空中明晃晃

的那个东西是个假太阳吧？

当我撅着屁股卡在护栏和

窗户之间的时候，竟然受到了

来自老妈的嘲笑，于是我终于

一怒之下钻了回来！一看自己

的劳动成果，真是傻眼了——三岁的孩子也就擦

成这样吧。最后，还是老妈一边唠叨一边帮我返

工，而我，说好休息一会儿但一不留神就没影

了。其实擦玻璃还挺有意思的，我和老妈擦玻璃

的过程可以写成一本精彩绝伦的吐槽与笑话全

集。我很珍惜每一个这样的时刻。

人文学部18级刘啸

打麻子

在我们江西，过年有着不少的欢乐活动，尤

其是打麻子（糍粑）。糯米先用水浸泡几小时，然

后装在簸箕里晾一边，放于大灶上蒸熟，再放于

石臼中，用长木棍捣击（俗称打麻子）。其实打麻

子还是一个体力活，光靠一股子蛮劲是不成的，

得均匀用力打直到打出的糍粑像揉好的面团一

样，再撒上芝麻粉与糖，那味道别提有多香了！

另一方面打麻子是村里的活动，大家借着这个机

会唠唠嗑，说说各家的孩子和后生，像“长高个

了”、“过一年又懂事了”诸如此类。要是打麻子

累了，村中年轻人开着玩笑，很高兴地互相搭把

手，就把糍粑打完了。

甚至打麻子还发展成一项游戏，十来个小孩

子手牵着手分别站成两排，边摇边摆叫着：“天上

打麻子，地下打麻子，麻子打不过，请你要哪个。”

话音刚落，由其中一队的一孩子冲向另一方。若

冲开牵着的手，恭喜你！你可以从这队任意挑选

喜欢的伙伴回到原来的队中，若没有冲开，也别

急，您就归这队了。我现在很是纳闷当时自己手

咋没撞折。 生命学院18级曾建辉

小时候的年

小时候那才叫真正的过年吧。新衣服，一

定是小孩子过年的必备之一，一定是要过年的

那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才可以穿的。大福字，大

对联儿，一定得是头过年这几天就要换新并粘

好的。猪蹄、皮冻、各种馅的饺子，一定得是

过年的那天半夜才样样齐聚的。

鞭炮、烟花，一定得是过年那几

天要放的。新年联欢晚会，一定

得是从八点一直放到闭幕的。窗

外也需要时刻注意，说不定在哪

一刻就会有漂亮的烟花绽放，红

的绿的白的金的，一会团簇开

放，一会升入高空突然炸开，各

式的变换，总之很美就对了。

日语学院18级姜雨辰

文化的包容

新疆的年味跟全国其他省份

相比，不是最浓的。这个多民族

聚居的大土地上，更多的是文化的包容。春节

是中华民族的节日，每个民族都在享受春节带

来的美好，可以看见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互相拜

年，寻常家庭的餐桌上也会出现少数民族特色

美食。春节最核心的内容——团聚，在这里体

现得更加明显。对于远离家乡在外奋斗的新疆

人来说，回家只有飞机和火车两种选择，前者

少有直达，并且需要比较贵的价格，后者则需

要更长的时间。这些回家路上的困阻与波折更

能唤起新疆人对回家过年的珍视，团圆也显得

更加难能可贵。

除夕夜，我和所有的家人围坐在年夜饭的

餐桌旁，或畅聊，或饮酒，或朵颐。时针指向

了 12点整，窗外随即升腾起绚丽的烟花，我带

着爆竹跑到庭院点燃，一回头，家人都在窗边

笑着看着…… 人文学部18级刘乔哲

“萝卜灯笼”送祝福

元宵节的晚上，举着自己亲手做的“萝卜灯

笼”大街小巷、挨家挨户说吉祥话、给陌生人拜

年，然后得到钱或者糖果，是小时候的我们最兴

奋的时刻。

在我们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晋屏镇石羔

村，这个习俗从我记事以来一直都有。正月十

五一大早起来后，约着几个朋友，去地里拔一

个中意的白萝卜，然后去池塘里洗干净，再一

起回我家好好装饰一番。这装饰可有讲究了！

先把一个萝卜的头和尾切掉，再把头切走一个

半棱形，剩下的部分做它的嘴巴。有头有尾之

后，再找两粒黑豆做它的眼睛。举着白白的萝

卜拜年在正月里显得不太喜庆，这时候就得拿

一张红纸把萝卜的身体包住，意在给它穿一身

红衣裳。末了还要用红纸给它做个舌头贴在嘴

巴里，再拿根长棍子往萝卜的肚子上一插，这

样萝卜就被举起来了。等到天黑的时候，再插

三根香，点上火，就可以出发了。经过一晚上

的奋斗，小孩们会聚在一起，数着各自的收

获。说哪家人阔气，明年还要去他家；说自己

走了多远，得了多少钱……

时间就这样，在小孩的欢声笑语里慢慢溜

走。慢慢地，我由举萝卜灯笼送祝福的人，变成

了收祝福的人。钱和糖果都准备好了，小朋友

们，你们什么时候来我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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