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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获批加入 CDIO 工程教育联盟

经 2019 年 4月 18 日 CDIO 工程教育联盟 2019 年工作会议表

决通过，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正式成为 CDIO 工程教育联盟成

员。

CDIO 工程教育联盟成立于 2016 年 1 月，在教育部 CDIO 试点

工作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联盟旨在提供一个平台促进更多的高

校交流和分享改革经验，积极探索 CDIO 新内涵，推动工程教育

改革，提高中国工程教育质量。

学院自 2015 年本科教学工作大会后，一直以培养工程应用

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并自 2016 起启动全院范围的 CDIO 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立项工作。为促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学院充分利用

新机制，大力推进教学改革，积极整合社会资源，针对学生的层

次和需求，探索和实践了具有学院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以应用型为主线，以能力导向为基础，

提供“金手指”能力、个性化发展、优秀生发展的多元选择，构

建多元人才培养体系；

在培养模式方面，以产教协同、校企合作为主线，提供国际

合作型、拔尖型、创新型多元空间；

在培养途径方面，构建了分类分层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体

系。根据学生的基础和需求，为学生提供进入应用型科研项目，

母校访学，国际交流、交叉创新团队等多种发展途径。

在培养理念方面，借鉴 CDIO 工程教育，开展专业建设，凝

练专业特色、强化能力培养，为多元化人才培养明确方向；以一

体化课程体系建设为基础，以成果导向 OBE 理论为指导，进行课

程体系建设与课程大纲修订。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成绩得到了广

泛认可，“能力导向 集成资源探索与实践多元培养应用型人才

之路”获得 2017 年北京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加入联盟后，学院将进一步推进 CDIO 工程教育教学改革，

积极参加联盟活动，为共同推进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教务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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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志愿者代表参加团中央领导同世园会志愿者交流座谈会

2019 年 5 月 22 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奇巴图赴世园会调研

志愿者服务工作并慰问志愿者。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党委书记张朝晖、团市委副书记李健等陪同调研。我院志愿者代

表方博伟、徐庆作为北邮世纪学院志愿者代表参与座谈。

徐庆同学是世纪学院通信与信息工程系的一名退役复学党

员志愿者。他首先汇报了学院自试运营的起的志愿服务参与范围。

截至目前，学院已有 3400 余人次的师生参与到世园会的志愿服

务中，而他本人已经是第 8次来到世园会参与志愿服务。他说起

了当他帮助走失的老人找到家人时的快乐，表达了他作为世园会

志愿者的自豪。他表示，自己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感，更深刻

理解了习总书记“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这句话的内涵。

方博伟同学来自北邮世纪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担任院学生

会副主席。他讲述了从试运营起到现在，他亲身体会到了世园会

的变化，感受到了中国速度，自豪于现在中国制造和中国速度正

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同时，他还谈及了五一小长假期间学院的

同学们面对应急志愿者的需求纷纷退掉回家的火车票、机票，参

与到世园会的志愿者服务行列中的奉献精神。

奇巴图书记听完各高校志愿者的汇报后，对同学们的志愿精

神给予了高度赞赏，也对世纪学院学子全会期参与世园会志愿服

务给予了肯定。他说道，大家作为世园会志愿者传递的是中国青

年的形象与风采，体现了“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讯息，参与志

愿服务的同学体验到了收获感和幸福感。虽然世园会的志愿服务

是短时的，但同学们体会到的、收获到的志愿精神是长久的，同

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在接下来的世园会志愿服务中收获满

满。（学院世园会志愿者工作新闻宣传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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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委副书记李军会同志慰问北邮世纪世园会志愿者

2019 年 5 月 25 日，延庆区委副书记李军会同志一行到世园

会园区内看望并慰问了世园会志愿者，与学院志愿者代表亲切交

谈，并送上慰问品。李军会副书记充分肯定了北京邮电大学世纪

学院学生志愿者在世园会志愿服务过程中的出色表现，特别是园

区围栏外的志愿者们与“延庆乡亲”一起竭诚服务游客，已成为

延庆区的一道亮丽风景，让“延庆乡亲”这张名片更加光彩夺目，

北邮世纪学院的广大志愿者为延庆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

贡献。

延庆团区委书记林俊同志陪同看望，并叮嘱学生志愿者要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同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学院世园

会志愿者工作新闻宣传组 供稿）

学院领导带队赴世园会慰问我院志愿者

5 月 28 日上午，北邮世纪学院院长孙汉旭、学院党委书记

谢苗峰等领导同志带队走进园区，亲切慰问北邮世纪学院的志愿

者们。

孙汉旭院长、谢苗峰书记一行人首先来到世园会志愿者之

家，与世园局总经济师林晋文、世园局志愿者管理部部长代兵等

交流座谈，并听取来自我院6个院系8名志愿者代表的工作汇报，

谢苗峰书记主持座谈会。座谈会上，世园会总经济师林晋文对世

园会志愿者管理服务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对我院志愿者自试

运行期间的志愿服务工作表示了肯定和赞扬，志愿者代表们依次

进行自我介绍，汇报自己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感悟。

听取了志愿者代表们的汇报后，孙汉旭院长对北邮世纪学院

志愿者们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进行了表扬，广大志愿者

在园区的工作态度和成果树立了北邮世纪学院学子的良好形象，

希望广大志愿者从政治高度和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看待世园会志

愿服务工作，珍惜世园会志愿服务活动这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

希望同学们在实践中提升专业知识，用实际行动服务世园、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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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园，感受祖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在做好志愿服务的同时，

也不能影响学业。

座谈会后，孙汉旭院长、谢苗峰书记一行先后来到永宁阁、

中国馆、国际馆等重点景区周边岗亭，看望世纪学院在岗志愿者。

慰问团的领导同志们详细了解了志愿者们工作运行等方面的情

况，对志愿者们的专业水平与奉献精神予以肯定，并鼓励他们继

续发扬认真负责、不怕辛苦的精神，以饱满的热情完成世园会的

志愿服务任务。

学院世园会志愿者工作领导小组同时访问了园区内 A、B、C、

D 区域的全部 30 个岗亭的学院志愿者及园外的城市志愿者。

慰问团的成员还有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孙凯、副院长夏

素霞、副院长何晓玫、总会计师王雪春及学院世园会志愿者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系院的相关负责人。（学院世园会志愿者

工作新闻宣传组 供稿）

我院受邀参加第五届全国民办高校辅导员工作高峰论坛并获奖

5 月 10-11 日，第五届全国民办高校辅导员工作高峰论坛在

重庆隆重召开，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张敏杰和通信与

信息工程系辅导员杨松亮参会。会上，辅导员杨松亮被评为 2019

年全国民办高校优秀辅导员。同时，在“第二届全国民办高校班

级管理创新案例征集活动”中，我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辅导员王雪

代表学院申报的《独立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探索与完善》

荣获 2019 年全国民办高校班级管理创新案例三等奖。

我院连续几年在全国民办高校联席会优秀辅导员和班级管

理创新案例中获奖，这是上级对我院学生工作的充分肯定，凸显

了我院学生工作紧跟时代要求，工作成效显著提升，学工队伍素

质能力建设正在朝高标准、严要求稳步推进。

据悉，本次论坛由全国民办高校学生工作者联席会主办、重

庆交通职业学院承办，来自全国近 200 所民办高校 420 名民办高

校学生工作主管领导、学生处长及骨干辅导员参加论坛。（学生

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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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媒学院袁琳老师荣获“默白世界”漫画大赛奖项

5 月 11 日，“默白世界漫画大赛”颁奖典礼在江苏省南通

市举行颁奖典礼，艺术与传媒学院袁琳老师的原创漫画作品《丑

娃》，获得该比赛的奖项——松村沙友理奖。袁琳老师前往南通

参加颁奖仪式，与全国优秀漫画家共聚一堂，并且登台发表获奖

感言。

袁琳老师指导的学生作品屡次荣获国内外各类奖项，此次获

奖一方面体现了我院教师扎实的专业水平与素养，另一方面证实

了我院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不但重视教学任务的完成，同时努力提

高自身专业水平，为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同时对学院的知名

度和社会影响力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艺术与传媒学院 供稿）

我院学子在 2018 年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大赛中喜获佳绩

2019 年 4 月 27 日，2018 年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大

赛暨第六届“发现杯”全国大学生互联网软件设计大奖赛总决赛

（简称“发现杯”）在南昌大学举办。我院经济管理系组建的“登

峰造棘”团队（参赛队员：韩孟欣、杨菁；指导老师：蒋丽、刘

冰）获得华北赛区二等奖、全国总决赛三等奖的好成绩。

该大赛旨在提升高校学生积极参与互联网领域的研究兴趣，

激发学生团队创新创业意识，提高高校在互联网技术开发应用和

电子商务营销方向的成果转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互联

网创新人才培育环境，释放了在校学生创新潜力和活力。本届大

赛自 2018 年 9 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 788 所院校报名参与，

报名团队高达 8716 个，收到参赛作品 1777 份。（经济管理系 供

稿）

简讯

 孙汉旭院长一行到外语系调研指导工作

5 月 15 日，学院院长孙汉旭、总会计师王雪春一行到外语

系调研并指导工作。外语系主任秦罡引、副主任倪洋以及全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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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加了此次调研会议。孙院长对外语系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

肯定，并对外语系的教学模式、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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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系 供稿）

 学院组织召开师德师风建设交流会

5 月 24 日，学院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组织召开学院师德

师风建设专题交流会。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文件

精神，听取了各教学单位结合本阶段教育教学工作对师德师风建

设情况做的全面详实地汇报。党委书记谢苗峰在总结中着重指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是每位高校

教师的基本要求，并对下一步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提出具体工作部

署。（人事处 供稿）

 我院开展国防教育讲座暨征兵宣讲会

5 月 23 日，我院开展“参军报国，无悔青春”的主题讲座

和征兵宣讲会，延庆区委常委、延庆武装部政委张琦以及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优秀退役士兵代表受邀进行演讲。座无虚

席的讲座现场，师生热情高涨，听讲师生一致表示深受鼓舞。宣

讲会有效提升了大学师生国防意识，对增强青年大学生关系国防、

投身国防建设情怀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处 供稿）

 我院组织师生赴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参观学习

5 月 16 日，创新创业教育中心组织我院 40 余名师生赴北京

高校大学生创业园理工园区参观交流学习。通过本次实地参观、

交流学习和座谈分享活动，同学们纷纷表示对创新创业教育和创

业团队的发展有了更深层次了解、开拓了创新创业教育的视野，

为思索新的创新创业征程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明确了学习奋

斗目标。（教务处 供稿）

 我院开展民族艺术进校园活动

5 月 17 日，我院团委举办了民族艺术进校园活动，由中国

评剧院国家一级、二级演员孙路阳等演绎了评剧经典唱段，为我

院师生带来一场别开生面、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纪讲

坛。（院团委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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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世园会志愿者临时党支部设立“共产党员示范岗”

5 月 26 日，世园会志愿者临时党支部根据工作实际情况，

将每天服务客流量较大的 5 个志愿者岗亭设立为第一批“共产党

员示范岗”，选派共产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轮流值班带领志愿者

为游客开展好服务工作。（学院世园会志愿者工作新闻宣传组 供

稿）

 我院世园会志愿者找到走失儿童，家长赠送锦旗以表感谢

5 月 18 日，一名 5 岁儿童在世园会园区内走失，我院志愿

者在不影响岗亭志愿服务的情况下，抽调部分人员帮助寻找。经

多方寻找，我院志愿者卢熠和赵雪彤等找到走失儿童，并通知家

长认领。为表感谢，走失儿童父母于 5 月 26 日从通州赶到我院，

向学院赠送了一面写有“爱心托起希望，真情传播万里”的锦旗。

（世园会志愿者工作新闻宣传组 供稿）

 我院合唱团参加北京邮电大学五月鲜花合唱比赛

5 月 22 日，我院合唱团受邀参加“喜迎建国七十载 青春献

礼新时代”北京邮电大学“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之

五月鲜花合唱比赛。我院合唱团作为嘉宾表演队演唱了《我和我

的祖国》《我爱你中国》两首四声部合唱作品，嘹亮的歌声、饱

满的热情，唱出了世纪学子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获

得特别贡献奖。（院团委 供稿）

 2019 年“院长杯”篮球赛圆满落幕

“院长杯”篮球赛决赛于 5 月 21 日下午举行。院党委副书

记兼副院长孙凯、学生处及各系院负责人前来观赛，最终通信与

信息工程系以 60：49 的比分战胜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赢得

了本次“院长杯”篮球赛的冠军。（院学生会 供稿）

 通信与信息工程系三名学生科技论文被国内期刊录用

近期，通信与信息工程系孙英奇同学的论文《三相感应电动

机直接转矩控制变频调速设计》被《科技与创新》录用，肖宇韬

同学的论文《基于多属性决策综合算数平均算子的定价模型研究》

被《电子设计工程》录用，钟睿哲同学的论文《无线电能传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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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国内外研究综述》被《科技与创新》录用。（通信与信息工程

系 供稿）

 通信与信息工程系科协“自制简易 3D 扫描仪”助力本科教学探索

科研创新新途径

近期，通信与信息工程系齐韬等四名学生在吴娱等几位老师

的指导下进行的项目“自制简易 3D 扫描仪”已初具模型，“扫

描仪”使用摄像头、一字线性激光器及舵机构成采集设备，主要

包括 C51 单片机控制，点云数据生成，Pathon 调用 openCV 库，

matlab 校正与合成，3D 图像建模等。该项目的实现为通信与信

息工程系积极探索本科教育教学开辟了科研创新新途径。（通信

与信息工程系 供稿）

 通信与信息工程系前往太极集团和中公教育调研

5 月 16 日，通信与信息工程系部分师生就探索校企合作新

模式，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ETC）太极集团和中公教

育集团优就业中心基地调研。太极集团负责人表示将会为我院优

秀学生提供实习机会。（通信与信息工程系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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