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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代表欢聚母校 隆重庆祝校友会成立
本报讯（校办消息）2014 年

11 月 29 日，北方工业大学校友会

成立大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学校

四教十五层报告厅隆重举行。来

自各个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时

期、不同地域的校友代表共聚一

堂，怀着喜悦期盼之情出席大会。

参加大会的还有各兄弟学校领导，

在校校领导，学校各学院、有关

部门负责人，离退休老同志代表，

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

上午 10 时，副校长杨军宣布

北方工业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暨

会员代表大会开始。

学校党委书记谢辉向大会致辞。他对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对各位校友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对为大会召开做出

辛勤努力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在现代高等教育中，

校友是评价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他说，母校是我们共

同的精神家园，校友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母校和校友之

间的情感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学校的

健康发展是广大师生和校友的共同心愿。在校的同志需要加倍努

力，将北方工业大学建设得更美、更强、更好。

学校原纪委书记苏英向大会报告了校友会筹备情况。她说，

校友会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以来，秉承服务校友、服务母校、服务

社会的宗旨，团结国内外广大校友，增进友谊，交流信息，加强

合作，建立学校校友会、各学院校友分会、各地区校友会工作组

织体系，建立校友信息平台和校

友会网站，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友

联谊活动，推动学校和校友事业

共同发展。

学校老领导王殿儒、李长生

为校友会揭牌。

校长王晓纯当选校友会会长

后发表了讲话。他说，在学校发

展的进程中，在攻坚克难的道路

上，很多校友始终与学校一路同

行，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热

心、积极地帮助和支持学校的各

项事业。关于今后校友会的工作，

他提出，首先，要争取把校友会建设成海内外校友们沟通情感的

平台，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回家的感觉；其次，要争取把校友

会建设成海内外校友们研讨学术、增进交流的平台，大家切磋砥

砺，共同进步；第三，要争取把校友会建设成海内外校友们交流

事业、互相促进的平台，我们要做好服务工作，发挥学校力量，

积极支持配合各位校友的事业发展。

我校校友祁斌代表校友发言。他表示，广大校友将通过校友会

这个平台相互激励、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

母校的发展，以赤子深情和不懈努力为母校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北京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工商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

长卢思锋代表兄弟院校校友会讲话。他表示，北方工业大学校友

会必将团结校友、凝聚力量，为学校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

本报讯（校团委）2014 年

12 月 9 日晚，学校在图书信息

楼报告厅隆重举行 2013-2014

学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

典礼，表彰国家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获得者，英语四级

考试和重大竞赛获奖集体、个

人、指导教师，优秀班导师、

优秀辅导员，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在校

校领导出席了典礼。

颁奖晚会分为歌动时代、

乐动校园、舞动青春三个篇章，

以情景表演的形式将文艺节目串

联起来，在篇章之间进行了颁奖

仪式，学校领导依次为获奖代表

颁奖，使获奖师生倍感亲切和鼓

舞。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电气

13-1班学生郭磊轩、重大竞赛

获奖指导教师微电子学系宁可庆分别接

受了主持人的采访，谈了国家发展与个

人发展的关系、学校发展与个人发展的

关系，并分享了各自的成功经验。

在“相约晨光”学风建设品牌项

目启动环节，王晓纯校长和郭玉良副

书记共同点亮“相约晨光”活动标志，

象征着一个以晨读晨练为基本内容，

以磨练意志为导向的学风建设活动正

式开始品牌化建设，现场还播放了充

满青春活力的《相约晨光》宣传片，

同时推出了《相约晨光》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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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理工大学校长来访我校

2014 年 12 月 11 日，江西理工大学校

长罗嗣海，副校长温和瑞、邱廷省一行来我

校交流访问。我校校长王晓纯，副校长罗学

科、李正熙会见了客人。双方表示要进一步

加强交流，互相协作，共同发展并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交流。

我校两部教材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

近日，从《教育部关于印发 < 第二

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

规划教材书目 > 的通知》获悉，我校《计

算机通信网络技术》、《财务报告分析实

训教程（双语）》两部教材入选第二批“十

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土木工程学院获两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近日，以孙世国教授为课题负责人的 

“新型锚杆及其工程应用集成技术体系的研

发”和“尾砂充填料浆制备新技术及智能充

填系统的研发”，分别获得 2014 年度“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和“中国冶

金矿山科学技术二等奖”。

民盟支部获评民盟中央先进基层组织

2014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民盟北京

市委基层组织建设年总结表彰会举行。民盟

北方工业大学支部荣获民盟中央先进基层组

织称号，盟员王丽

新荣获北京市优秀

盟务工作者称号。

（晓风编辑）

校园简讯

2014 年 12 月 1 日下午，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座谈会在理学院会议室举

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学部三处

处长王成红和副处长宋苏来校指导工作，就

如何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我校青年

教师座谈。两位专家详细回答了青年教师针

对项目选题、立项依据、研究内容、技术路线、

研究基础以及团队构成等方面的提问。

座谈会由理学院院长邹建成主持，科技

处处长孙德辉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学校的科研

工作，以及近几年学校在基金项目申报方面

取得的成绩。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副院长王

力介绍了控制科学团队的研究方向和特色。

理学院、计算机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的四十余名青年教师参

加了座谈。

会后，与会专家还与孙德辉处长、邹建

成院长和王力副院长就如何凝练科研特色、

申请更高级别科研项目以及协同创新进行了

深入交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家
与我校青年教师座谈

本报讯（保卫处消息）12 月 9 日上午，学校在一教 342 会议室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平安校园”创建迎检工作。各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各职能部门

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 60余人参加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沈志莉出席会议并讲话。

保卫部部长闫勇主持会议，他简要总结了学校三年来开展“平安校园”创

建工作的总体情况，对专家组入校检查工作安排作了详细说明，对各工作小组

的迎检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沈志莉副书记详细梳理了“平安校园”创建工作六大体系的要点，指出“队

伍、机构、硬件、软件和经费保障”是创建工作的关键，各环节相辅相成，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她还对专家座谈会、走访二级学院和实地查看重点部位

等验收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她强调全体人员要团结协作，全力以赴，

充分展现我校良好的工作水平，确保顺利完成达标验收工作任务。

学校部署“平安校园”
创建迎检工作

本报讯（教务处等消息）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北京市高等学

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我校数字媒体实验中心、经济管理

实验中心和建筑工程实验中心等三个北京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自 10月初开始

进行自评和验收准备工作。近日，在北京市教委指导下，由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邮电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专家组成的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提问、实

地考察等环节，对我校三个北京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进行了验收。

专家组对我校北京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专家认为，北京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注重教学内容与工程实际及社会实践的

有机结合，构建了由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创新实验和能力训练等为一体的

实践教学体系，对学校“分层教学、分流培养、分类成才”的人才培养特色发

挥了支撑作用。经过严格的验收评审程序，三个实验中心均以优秀的成绩通过

了北京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验收。

我校三所市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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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驿站 校
报

时光匆匆，一转眼我

们就送走了 11 月，迎

来了 12 月。北京的

12 月真是令人“惊

悚”，第一天就铺

天盖地来了场大

风，这无情的冬

风吹落了所有的树

叶。又想起了雪莱那

句话：“冬天来了，春天

还会远吗？”冬天是来了，春

天是不远了，可是从冬天走到春天真是一种煎熬！

天冷了，温暖的被窝多么有吸引力啊！可我们得每天早早起

床，洗漱完毕，匆匆忙忙赶到晨读教室开始“一日之计在于晨”

的晨读，或迷糊懵懂，或激情澎湃。在学院的“威逼利诱”下，

我们“乖乖”习惯这一切，努力养成晨读的好习惯。不过，对于

晨读，抱怨还是多于接受的。原本以为上了大学就完全解放了，

不用起那么早，不用上早自习，一觉睡到自然醒，不想上课就不

去上。原来这一切都是高中老师为了激励我们好好学习而编造的

谎言。毕竟，大学仍是一个学校，我们应该承担一个学生应有的“责

任”，所以大部分人还是来了，哪怕只是来签个到。

一次偶然的聊天，我问舍友：“如果不签到，你还会晨读吗？”

各种回答也真是让我啼笑皆非——“学霸”舍友说：“相约晨光，

拾级而上，晨读是我永生不变的追求，我怎么能失去我最宝贵的

人生起点呢？”她之所以能成为学霸可能是她追求每一个日出，

并为之奋斗吧！“学渣”舍友说：“嗯，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既然不签到，我为什么还要晨读呢？不过，当我心血来潮的时候

还是会约一下晨光的！”或许，随性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吧。“学酥”舍友说：

“晨读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呢？”听到这里，我只能叹息了吧……

那么，各位同学，你们的问题真的来了——如果不签到，你们还会

晨读吗？现在每天都有学院的签到和辅导员的监督，我们才去和晨光相约。

如果有一天，没有人再强迫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但却十分有必要做的事

情的时候，你会心甘情愿去做吗？如果有一天，你进入社会，没有人再给

你一丁点儿的人生指引的时候，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确实，我们不能太放纵自己，即使我们已经是一名大学生。所以，

从今天起，做一个有毅力的人，用坚持打败寒冷，用书浇灌梦想，用朝气

相约晨光。                                             （崔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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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中，我重点介绍了国产手机品牌

目前对于国际品牌的优势与劣势，这一期我

们来谈一谈为什么国产品牌有能力制造出和

国际品牌一样出色，甚至更优秀的产品。

我们所说的“国产”是指国产品牌，而

非真正的“纯中国产”，国内目前的技术能力

距离能独立研发、生产各类元器件，开发操

作系统还相差甚远。在硬件层面，手机厂商

往往会选择来自全球各地零件供应商的元器

件，理论上国产厂家想做手机，只要有一套

完善的工业设计和组装方案（有些是自行设

计，有些是请别人做的），然后到世界各地采

购零件，再找到代工厂，将它们组装在一起

即可，这大大降低了国产品牌在硬件上的研

发门槛（这只是简单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复

杂的，毕竟是生产制造业）。

在软件方面，得益于 Google Android

开源项目，国产厂商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在

功能、风格各个方面都截然不同的系统，并

且具有相当好的软件兼容性，也可以进一步

发展成初具规模的软件生态平台，而 Goolge

退出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产厂商提供了

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市场。

全世界优秀的供应商就那么几家，况且

自 iPhone 诞生以来，也还没有真正颠覆行业

的新技术问世，所以国产手机在硬件、软件

本质上的差异与国际厂商相比非常之小，因

此我们能制造出和国际品牌一样出色（甚至

更优秀）的产品也就不奇怪了。

现在几个响当当的国产品牌已经有了和

国际品牌较量的能力（小米成立 4 年多，已

经有将近 400 亿美元的估值了），他们中已

经有一些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并且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以现在的发展程度来看，国产手

机品牌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科技行业风水

轮流转，铁打的诺基亚、黑莓和 MOTO，如

今都已各归其主，消失在历史的进程中。所

以这些每天在微博上相互攻击着的国产品牌

们，说不定日后也能扛起国际行业领袖的大

旗呢。

那么在购买手机时，国产和国际品牌到

底应该如何选择呢？

对于大学生来讲，如果你预算有限并且

换机频率较高的话，相信国产旗舰手机是你

第一考虑的方向（2000 元左右级别），1000

元以下级别并不是很推荐，这个价位在做工

和配置上多少都会有一些缩水，毕竟我们现

在用手机的强度还都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你

只想买一部踏实稳定的手机多用两年，并且

预算尚可的话，还是推荐选购国际品牌的旗

舰机型，具体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新款

旗舰（5000 左右级别）还是老款旗舰（3500

左右级别），非旗舰机型就不推荐了，个人感

觉还不如去个买国产旗舰。

其实，手机作为非常私人的电子产品，在

选择时重点还是看自身的需求、预算和个人喜

好，没必要崇洋媚外，也没必要非得支持国货。

这两期和大家谈国产VS

国际品牌手机，不是为

了要分出高下，只是想

帮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

国产手机行业的现状，

在下次选择手机时能有

更全面的考虑。 （付强）

国产VS国际，手机到底哪家强？（续）

通数 码

青春是一段短暂而又普通的歌词，但每个人的奋

斗经历为它配上了一段精美绝伦的谱子，完成了一篇

篇独一无二的乐章。我校大二国际班的陈峥同学就谱

写了一首华美的青春歌曲，请跟随笔者来静心聆听，

用心感悟……

陈峥同学在本校后门的小区中创建了一个青年

旅社—I home。“刚开始是朋友的想法，然后实际是

我来落实，毕竟我在高中毕业后有创办过辅导班的经

验。”在谈到起初青年旅社的构思时，他如是说道。

找地址，买家具装修，以及思考如何在竞争如此激烈

的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都需要他付出难以想象的时间

和精力，初期的困难可想而知。

但开始时的勇敢尝试和辛勤努力确实结出了硕果，“I 

home”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有影院可供休闲，有桌游可供娱乐，

室内装修简约整洁，周围环境安静祥和，颇有些‘无丝竹之乱耳，

无案牍之劳形’的神韵，占地虽不大却功能齐备，虽不奢华却

处处透着舒适。

现在，“I home”每天平均有 1~2 人入住，陈峥表示，现在“I 

home”的推广力度还较小，而且主要是以服务我们北工大学生

为主（我校学生去住宿只要提供学生证号即可，简单方便。此外，

“I home”也会为同学们提供举办派对或一些集体活动的场所），

以后应该会加强宣传力度，相信“I home”一定会越办越好。

在谈到自主创业对自己未来生涯发展的影响时，他感慨道

“自主创业和找兼职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实践方式，青年旅社使

我完成了由求职者向创业者的转变，它使我改变了思考问题的

方式。”是的，这就是自主创业的魅力所在，这样的一段经历

必将成为他人生的一份宝贵财富。不奋斗，枉青春。

陈峥再过几个月就出国留学了，但青年旅社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以后，他打算将 I home 交给启程商社来管理，

最后他说“我是北方工大的学生，出国深造前当

然应该为学校做些贡献，希望启程商社能将

I home 装饰的更加美丽和温馨，希

望 I home 能成为我们广大同学的

另一个家。”

陈峥用 I home记录下了他

青春奋斗的点点滴滴，用自

主创业的经历在他的

青春乐章上写下了绚

丽多彩的一笔。

为青春谱曲，

我们的青春会更精

彩。     （王凯）

为
青
春
谱
曲

“当我在外太空高度休眠，或者以接近光速航行，

或者接近黑洞的时候，时间会产生变化，会比平常慢

很多，我们的时间会不一样，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

会跟我女儿一样大了。”这是《星际穿越》男主角库

珀在离开女儿时对她说的话，这个以科学、宇宙穿越

为主题的科幻电影，内核则是一个父亲与女儿之间关

于一个承诺与守候的故事。人世间最温暖的爱与亲情

自然地渗透到这个拯救人类未来的史诗中。

虽然“太空穿越”这类的题材已经被演绎了无

数遍，但本片却因为其真实而细腻的情感让人潸然

泪下，库珀一直想赶紧找到新家园而后回到女儿身

边，墨菲最后选择的避风港也是与父亲回忆最多的

地方。“父亲，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你就是我的

幽灵。”

很多年前有一个关于父女情的动画短片，父亲

与女儿拥抱后坐船离去，女儿日复一日在湖边守候，

长大、结婚、老去，已是老妇人的女儿在生命的最后，

来到依然干涸的湖中，找到父亲离去的船躺在其中，

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片中大量无声的处置仿佛人类无

力的绝望，掩饰于浩瀚的星空中。幸运的是，墨菲最

终等到了父亲回来。

“爱不是人类发明的东西，它一直存在，并且强

大，也很有意义。也许意味着更多，更多我们还无法

理解的，也许是某种证据，来自更高维度文明但是我

们目前无法感知。”库珀和布兰德被爱引领着，最后

找到了新的居所。科幻的开始也许只是缘于某个公式

或者灵感，但最后人性依旧是其中最闪烁的光辉。

“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人类的未来和福祉，请不

要沉湎于眼前的安乐吧！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

句豪迈的宣言出自普希金的《致大海》，被《海贼王》

的作者引用过，被《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引用过，是

所有科幻中永恒的主题。人类从洪荒时代便开始仰望

星空，希望可以洞悉太空的奥秘，沧海桑田，物换星

移，古人头顶的漫天星河，早已被现在重工业带来的

灰蒙蒙的大气覆盖，不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的样貌。如果有一天，人类不得不到外太空寻求生路，

能否也像库珀和布兰德他们一般幸运最终找到了新的

居所？能否像他们一样在绝望中亦不放弃？

影片开头一片毫无生机的庄稼和结尾处人类新

的居所，正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过去与未来——文明

老去的故土和人类新的家园。老布兰德教授至死都在

反复吟诵着英国诗人Dylan Thomas 的诗句：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这是对于地球文明即将濒临消亡的怒吼，外太

空的库珀正在步入自己设下的骗局，墨菲也无法解出

最终难题的答案。万幸的是，这些痛苦与咆哮的死亡，

只是文学作品的创造，在人类天圆地方的认知年代，

我们一样可以对宇宙感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

涕下”，一样能习知自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

虽然到现在，我们不能对死亡发出半点儿微弱的抵抗，

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绝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咆哮着怒斥“光的消逝”，并让这份决绝口口相传。

我们的征途，当是星辰大海，既然年轻，何不

让冒险如影随形，没有束缚的驰骋，见证当初只听说

过的风景！在现实中，我们的征途虽未跨过冰冷的星

辰大海，却也经历了茫茫人海。           （王琨）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评《星际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