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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心与志愿相连微笑送给世园”学院举办世园会志愿者誓师大会

 艺术与传媒学院郑永彪副教授荣获中国陶瓷艺术大展银奖

 学院学子在第十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北京赛区个人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 Alastair Wood 教授一行访问我院

 简讯

“心与志愿相连微笑送给世园”学院举办世园会志愿者誓师大会

4 月 8 日下午 14：40，在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办了 2019 中

国北京世园会北邮世纪学院志愿者誓师大会。团市委世园专班负

责人、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调研员肖树生、延庆团区委书记

林俊出席大会。院长孙汉旭，党委书记谢苗峰，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孙凯，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师生志愿者代表共同参会。

学院世园志愿者工作回顾视频播放后，举行了志愿者临时党

支部授旗仪式及志愿者临时团支部授旗仪式。志愿者姜瑀琦代表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世纪动态

/


2

全体志愿者发言，与会志愿者集体宣誓。

团市委世园专班负责人肖树生在讲话中指出，世纪学院承担

世园会志愿服务任务是对学院立德树人、服务国际国家重大型活

动的肯定，希望通过世园会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大家的自豪感、

幸福感和获得感。希望师生们坚持首善标准，展现大国青年风范。

他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参与世园工作是一次坚定理想信

念、磨炼意志品质的难得机遇，大家要用饱满的工作状态维护好

国家形象、维护好青年形象、维护好首都大学生形象，同时也是

维护好学院的形象、维护好每个人的形象。肖树生老师的讲话令

与会同学备受鼓舞，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世纪学院党委书记谢苗峰在讲话中提到“自承接这项工作以

来，学院党委行政班子十分重视，党委会和院务会多次讨论确定

了志愿者院内保障措施，从学业、生活和激励政策等方面全面考

量，以努力为师生参与、服务世园会提供保障。因为，对于世园

会志愿服务这项工作，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同心同向，势必担当！”

“我们在这里举行世园志愿服务誓师大会，就是庄严向祖国承

诺，以奉献之精神、专业之能力，高度之责任心、热情之态度服

务我们的国家，展现当代中国青年之担当和责任。”“志愿精神

是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

社会、民族的文明程度缩影。志愿服务既是体现自身价值的有效

载体，也是奉献社会、体现社会价值的有效途径。我们要充分认

识到世园会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希望各位同学能够

珍惜机遇、迎接挑战，奋勇当先、争做典范，要进一步增强荣誉

感，加强责任意识，绽放青春风采，担当服务使命，圆满完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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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会志愿服务中的各项任务。”

本周末，学院 576 名园区志愿者和 93 名围栏区外志愿者将

作为世园会首批志愿者承担试运行服务任务。在誓师大会上，他

们向全院发出“心与志愿相连微笑送给世园”的口号。与会的领

导老师们用绿色的流沙绘制出这句口号，全体在场志愿者在广告

牌上的景观花盆中亲手种下了绿植。这个由师生共同完成的小景

观将放置在志愿者每天出发的地方，陪伴志愿者度过每天的工

作。做一个幸福的志愿者，世纪学子们在行动。

院合唱团与世园会吉祥物小萌芽和小萌花一起合唱歌曲《大

大的梦想》。会场气氛庄严而活泼，温馨而奋进，充分体现出青

年志愿者的风采。（团委 供稿）

艺术与传媒学院郑永彪副教授荣获中国陶瓷艺术大展银奖

近日，在第 11 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中，学院文化创意产品

研发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学院郑永彪副教授创意设计的《英雄》

茶具喜获银奖。

中国陶瓷艺术大展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每四年举办一

次，是中国陶瓷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展活动，被誉为中

国陶瓷行业的“奥林匹克”。该项活动对繁荣中国陶瓷艺术，推

动产业发展，培养和造就陶瓷艺术与设计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是全国各陶瓷产区及 160 余所艺术院校师生热心参与的最重要

的一项文化艺术活动。

郑永彪副教授是国内外钧瓷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先行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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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知名的钧瓷文化学者，也是“钧瓷学”概念的首倡者和钧瓷学

学科体系的构建者。作为中国钧瓷文化艺术研究会唯一从事理论

研究的副会长，他密切关注新时代钧瓷文化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问题，首次提出了“文化为魂、创意为本、关联社会、服务人

民”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导思想。在钧瓷创作实践中，提出了

“固本传承、博采众长、匠心独具、顶天立地”的陶瓷创作理念，

积极倡导和践行“艺术生活化、陶瓷实用化”设计理念，创作出

了一大批新人文艺术钧瓷，被业界称为“儒瓷”，推动了钧瓷文

化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2018 年底，由于他对河南省陶瓷艺

术创新的贡献，被评为“2018 年度河南省陶瓷行业先进工作者”

和 2018 中国钧瓷年度人物（文化传播类），扩大了学院的影响

力，提高了学院文创的知名度。（艺术与传媒学院 供稿）

学院学子在第十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北京

赛区个人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近日，在第十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

赛北京赛区个人赛的比赛中，学院取得优异成绩，有 7 名同学荣

获二等奖、9 名同学荣获三等奖。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由教育部高校

学生司指导、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主办，旨在推动软件

开发技术的发展，促进软件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向软件行业输送

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

争力，全面推动行业发展及人才培养进程。本届大赛经过层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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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学生进入全国总决赛展开激烈

角逐。

近年来，学院紧扣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内涵要义，以稳步提升

学生个人专业素养与科技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教风、学风建设为

抓手，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型学科竞赛、科技竞赛，力求从低

年级抓牢科技实践阵地，全力提升学生科技创新实践能力。（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供稿）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 Alastair Wood 教授一行访问我院

4 月 3 日，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对外关系副主任兼工程与信

息学院工程数学主任 Alastair Wood 教授、中国及东亚地区办公

室贾蕊老师一行访问我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丁世涛在北京

邮电大学主楼 116 会议室会见了来宾。

丁处长首先对两位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去年 9 月

访问布拉德福德大学时 Wood 教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Wood 教

授表示,很高兴再次访问学院，并对双方自 2006 年签署合作协议

以来的诚挚合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并

期待布拉德福德大学的学生能够到我院进行学习和交流。

随后，双方就课程对接、合作模式、合作专业、录取标准、

学生交流交换、师资培训、科研以及 erasmus 欧盟项目等事宜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Wood 教授表示，愿意与我院进行深层次合作，

学院达到录取标准的学生可以赴布拉德福德大学进行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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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合格者将会获得布拉德福德大学的学位。同时，他表示，可

以派教师到我院进行授课，提前为学生赴布拉德福德大学学习做

好准备。

丁处长对布拉德福德大学给予学生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

方能够进一步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和交流，并邀请布拉德福德大

学校长及 Wood 教授再次访问我院。（国际合作交流处 供稿）

简讯

 孙汉旭院长一行到艺术与传媒学院调研工作

4 月 3 日，院长孙汉旭、总会计师王雪春、综合办公室主任

周伟一行到艺术与传媒学院调研并指导工作。孙院长对传媒学院

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对学院整体的发展布局、长远规划、

本科教育和学科建设谈了自己的想法。王总会计师也对教职工普

遍关心的问题作出了解答。（艺术与传媒学院 供稿）

 学院召第二次学生工作会议

4 月 11 日，学院召开第二次学生工作会议。保卫处、各系

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分别对学院的安全工作、学生工作做了汇报，

学生处、团委就世园会志愿者工作作出安排。副院长孙凯对下一

阶段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学生处 供稿）

 学院 2017 年度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结题评审工作顺利结束

4 月 10 日，学院开展 2017 年度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结题评审

答辩工作，共 102 个项目参加。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 4 个专家小

组对各创新项目结题材料进行综合评审，并进行了陈述提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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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经专家组评议认定，92 个项目通过结题验收。(教务处 供

稿)

 学院召开 2017 级赴北邮访学学生复审会

4 月 11 日，学院召开第二十八次学术委员会，对通过各系

院初选的 2017 级 26 位赴北邮访学学生进行了复审。教务处将对

复审结果提交院务会审批，于院务会后对审批结果进行公示，并

结合第四学期期末成绩确定最终访学学生名单。（教务处 供稿）

 学院举行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系列专题培训之理论提升与深

度辅导

4 月 2 日，学院召开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专题培训会，

邀请北京邮电大学十佳辅导员、北京市第六届高校辅导员素质能

力大赛二等奖获得者康晓老师担任主讲。讲座围绕辅导员理论素

养提升和深度辅导开展。（学生处 供稿）

 希腊专家 Kostas Konstantinidis 来院做专题交流讲座

4 月 10 日，希腊专家 Konstantinidis 来院做关于文化科技

的交流讲座。Konstantinidis 讲解了如何通过综合利用数字技

术赋予文化新生命以及如何有效的在文化项目中实施数字化技

术。在提问环节，教师们积极向专家提出了问题，并得到了专家

的精彩解答。（科研处 供稿）

 通信系校友王禹勋入选“北京市青年五四奖章”评选

近日，通信与信息工程系 2009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生

王禹勋入围了第三十三届“北京市青年五四奖章”的评选活动。

“北京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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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局授予北京青年的最高荣誉。（通信与信息工程系 供

稿）

 延庆果农捐赠果树以感计科系恩情

近三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学生党支部与延庆区张山营

镇打造“支部+农户+农村电商”共建模式，持续开展“学农、支

农、助农”活动，帮助果农开展农副产品的推广和销售等活动，

为当地果农郭永利一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郭永利为感

谢计科系学生党支部的帮助，把家中 5棵珍贵的桃树、李子树等

捐赠给学院，以表达对学院的感谢和祝福。（计科系学生党支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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