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23 日，校长江绵恒、
党委书记朱志远及物质学院光子科
学与凝聚态物理部主任刘志一行访
问了麻省理工学院（MIT），与教
务长 Martin Schmidt 及教务长办公
室国际事务处主任 Bernd Widdig 进
行了会谈。双方就在学生交流、学
术科研等方面开展合作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和交流。随后，江校长与
Schmidt 教务长签署了上海科技大
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培养合作协
议。上科大每年可派出若干名本科
生去 MIT 学习一学期或一年。学
生将被 MIT 的相应院系录取，完
成相应课程并取得上科大认可的学
分。该项目将为上科大学生提供在
世界一流大学长期深入学习和交流
的机会。
　　访问期间，江校长一行参观了
MIT 的核科学与工程系，与系主任
Dennis Whyte 及首席科学家 Charles 
Forsberg 就在核能领域进一步加强
学术合作进行了讨论。而后，分别
与 MIT 中国教育科技项目（MIT-
CETI） 负 责 人 Sean Gilbert 进 行
了会谈；听取了物理系教授 Marin 
Solijacic 关于在光子学领域最新研
究进展的报告，与物理系部分师生
进行了座谈；与工学院主管创新的
副院长、MIT 创新行动计划（MIT 
Innovation Initiative）负责人、MIT
纳米项目（MIT.nano Project）负责
人 Vladimir Bulovic 进行了会谈；双

方就文化交流和科技创新合作项目
进行了实质性探讨。
　　MIT 在 2015-2016 QS 世 界 大
学排名中名列第一。此次江校长一
行的访问以及合作协议的签署，为
上科大与 MIT 未来进一步合作打
开了良好的局面，标志着我校国际
化进程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又讯　9 月 22 日至 23 日，校长江
绵恒、党委书记朱志远及物质学院
光子科学与凝聚态物理部主任刘志
一行分别访问了美国巴特尔纪念研
究所、美国富兰克林欧林学院，受
到巴特尔纪念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执
行官 Jeffrey Wadsworth、欧林学院
校长 Richard K. Miller 的热烈欢迎
和热忱接待。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是世界上最
大的独立研究机构，富兰克林欧林

学院则以其年轻、小规模、基于项
目合作的课程而著称。江校长一行
听取了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在管理国
家实验室及为大型科学项目建设提
供监理服务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和经
验。江校长则介绍了我校的办学情
况以及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及张江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的相关情况。双方共同探讨
如何对实验室和大型科研设施进行
高效管理和相互间交流合作。在欧
林学院，江校长一行听取了学院整
体情况、课程设计、学生招生及培
养方式的介绍。江校长也介绍了我
校的办学理念、建设进展、学生培
养等情况。双方深入交流工程领域
的学生培养、课程体系建设及知识
运用于实际等内容，一致表示愿意
在学生互访及学术交流方面开展实
质性合作。

◎本报讯　 9 月 3 日
上午 9 点，我校召开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座谈会，并组织学生
集中观看阅兵式。学
生代表、教职工代表、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以及部分校党委委员
参加了座谈会。校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兼副校长鲁雄刚主持
了座谈会。座谈中，
同学们表示通过纪念
抗战胜利 70 周年系列
活动，让自己再次追
忆中华民族那场艰苦
卓绝的斗争，深感要
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和良好的学习生活条
件，努力掌握更多的
知识和本领。同学们
围绕当前的国际国内
时事，谈自己对国家
发展与富强对世界影
响力的思考，谈对阅
兵中将会展现的我军
装备现代化水平的见
解，谈我校学科设置
和研究方向在国家需
求方面能否提供有力
的支持。 
　　校党委书记朱志
远在发言中肯定了同
学们关心国内外时事
政治，从全球视野的
角度学习与思考。他指出，我
们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一是
纪念我们民族的抗战精神。他
用延安精神对中国抗战胜利的
影响为例，阐述了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抗战取得胜利的三
个特点，即全民族统一战线、
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和精神力量
以及广大老百姓的坚定拥护。
二是我们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要激励全体人民实现中国
梦。他回顾了中国自 1840 年鸦
片战争至 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
胜利近百年的反侵略战争史，
结合党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要求同学们学
习历史、了解历史，用正确的
历史观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并
由此展望未来。最后他寄语同
学们，国家强盛才会小家幸福，
期待大家在未来追求个人事业
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为国家作

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立志、
成才、报国、裕民”的价值理念，
在为科技创新发展、全面建设
小康国家中有所贡献和担当。 
　　上午 10 点，师生们在座谈
会现场收看阅兵仪式。在庄严
肃穆的氛围中，同学们看到我
军在党的领导下向着强军目标
阔步前进的坚定信心和崭新风
采，不禁心潮澎湃，现场时时
响起阵阵掌声。同学们纷纷表
示，要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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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　9 月 18 日 上 午， 我 校
2015 级本科生暨研究生开学典礼在
张江校区隆重举行。参加典礼的有
680 多名本科、研究生新生，全体
校领导及各学院、研究所领导，全
体常任教授，全体本科生导师，各
职能部门领导，以及中科院上海分
院领导、中科院各相关研究院所的

领导。 典礼开始前播放了十天前拍
摄的校园实景短片，初具规模的崭
新校园让全场师生员工感到振奋和
自豪。开学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正式开始。 
　　开学典礼上，物质科学与技术
学院院长杨培东、光子科学与凝聚
态物理部主任刘志，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院长林海帆、执行院长吴家
睿，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执行院长
马毅、副院长丁峙，分别宣读了本
学院研究生和本科生新生名单，主
席台大屏幕上同步展示由学生自己
制作的个人介绍，使在座的师生员
工和来宾真切感受到新生的个性、
朝气和热情和我校“以学生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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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东获
“世界杰出华人奖”
“麦克阿瑟天才奖”

◎本报讯　9 月 23 日，由世界
华商投资基金会等机构主办的
“第十四届世界杰出华人奖”
颁奖礼在港举行。获奖者代表、
我校物质学院特聘教授、院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教
授杨培东在致辞时说，获此殊
荣的都是华人中的佼佼者，他
对能够入选杰出华人感到非常
自豪。9 月 29 日，2015 年美国
“麦克阿瑟天才奖”揭晓，杨
培东因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成
就而获奖。他是今年唯一的华
裔获奖者。 
　　“世界杰出华人奖”创立
于 2003 年， 旨 在 表 彰 全 球 华
人对各地华人社会及对国家的
贡献和影响，团结和鼓励更多
华人热爱祖（籍）国，促进中
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和谐发展
与进步。“麦克阿瑟天才奖”
由麦克阿瑟基金会于 1981 年发
起，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
项之一，颁发给在各领域内具
有非凡创造性的杰出人士。

江绵恒一行访麻省理工学院
双方签署学生培养合作协议 

我校举行 2015 级本科生暨研究生开学典礼
的办学理念。 
　　信息学院张尧同学代表本科新
生发言，他呼唤同学们拥抱崭新的
学校、崭新的理念，“我们热爱新
的思想，新的创造，我们愿意成为
先锋，和我们的学校一起成长，创
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物质
学院孟彩敏同学代表研究生新生发
言，她号召同学们走出小我，把个
人的发展目标和学校的“服务国家
发展战略”的使命融为一体，“我
们是这所学校的主人翁，它已经在
尽其所有为我们提供最优秀的资
源，新一代的主人们，让我们一起
全速奔跑吧！” 
　　教师代表、生命学院助理教授
黄鹏羽在发言中讲述了自己从一个
大山里的孩子成长为取得“中国十
大科学进展”重大成果的青年科学
家的奋斗经历，他寄语同学们，要
特别珍惜上科大提供的优越教育资
源和环境，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态度，要敢于同世界顶
级大学的毕业生竞争。（下转第3版）

江绵恒校长与 Martin Schmidt 教务长签署学生培养合作协议



　　9 月 20 日，首届上海科技大学 -
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编剧培训项目
结束了最后一个模块的课程。在课
后的结业式上，20 位学员从上科大
副校长兼教务长印杰和南加大编剧
系教授 Don Bohlinger 手中接过了
项目结业证书，标志着此次自 6 月
19 日正式开班的编剧培训课程圆满
收官。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来自全
国各地的 20 位学员在 5 位南加大
电影学院编剧系老师的指导下，系
统地接受了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
编剧技巧训练，并完成了一部电影
长片剧本的初稿。9 月 24 日，项目
部分学员在提案会上向影视公司陈
述自己的剧本概念，将正式接受市
场的检验。
                

　　南加州大学编剧项目在 1980
年代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科系，在
教学上自成一派，拥有统一的技术
语汇，如剧本的三幕结构、八个
段落、剧作的原则问题等等。从广
泛的实例中总结知识框架，反复
在操作中实践所学的知识，注重交
流、促进理解是小班编剧工作坊的
关键。6 月 19 日至 8 月 10 日历时
八周的培训，让学生学习了如何从
宏观到微观、从角色到情节、从技
术细节到整体结构去构建一个长片
的剧本。科学的课程设置、高强度
的写作和思辨训练以及系统性的推
进、反刍，使 20 名学员在剧本写
作的开发、调整、增补、重写等各
个环节上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在前四周中，南加大编剧系
教授、前系主任、编剧系创始人
David Howard 和在该学院广受欢迎

的编剧教师 Irving Belateche，各与
10 名学生率先开始了工作坊培训，
每名学生每周都有高强度的场景写
作训练。在写作过程中，学员需严
格使用美国剧本格式，精简描写、
分解动作和对话，从个人体验出发，
撰写情感、人物和环境。在剧本分
析课上，学员通过观看《正午》《沉
默的羔羊》《摇滚学校》等不同类
型的电影，获得了剧本结构的相关
知识。在第三周，每个学员在课程
中提出三个长片的概念，由老师逐
个分析其可行性和在剧本写作上的
难点。在学员选定一个概念后，南
加大的老师再从人物、故事结构、
塑造冲突等角度，对该故事概念进
行初步的指导和评述。在第四周，
南加大系主任、《壮志凌云》的编
剧 Jack Epps Jr 前来上海向学员进行
了为期三天的讲座。他以自己编剧
的《壮志凌云》和其他优秀的美国
故事片为例，强调了在剧本的三幕
结构中如何通过建立人物、人物内
部冲突和人物关系来推进情节。
      有了前四周的基础训练和知识
架构，在工作坊的后四周，学员们
进入撰写完整分场大纲的阶段。
有着广泛业界经验、常年在世界各
地做编剧工作坊的两位导师 Don 
Bohlinger 和 Tom Abrams， 与 每 位
学员细化、调整剧本的架构。每周，
每位学员需要列出一幕详细的分场
大纲，老师针对每一次的作业进行
提问并提出修改意见，学员在下一
次课上陈述调整后的大纲。在这样
循序渐进的训练之下，每份大纲都
会经过 2-3 轮的修改和调整；同
时，每位学员也必须聆听或参与讨
论工作坊中其他学员的其他类型的

影片。学员之间不仅能够互相激发
灵感，更能够从对方的作品中更客
观地看见自己可能发生的问题，并
且训练自己的思辨和表达能力，学
习效果倍增。八周培训之后，20 名
学员都拥有了比较扎实的分场大纲
功底，在接下去的四周则进入具体
的剧本写作。截至 9 月上旬，所有
的学生都完成了完整剧本的初稿，
翻译成英文后，交给南加大编剧老
师和业界顾问审阅。

      上海科技大学－南加州大学电
影学院编剧培训班系首次举办，其
深度、长度、强度均超出同类培训
项目。此次在上海的工作坊有八周，
每周大约 20 小时的课，每次课程
长达 3 小时，中英互译，信息量很
大，对参与者的精神和体力都是双
重的挑战。然而在项目期间，师生
双方都对项目表达了极大的热情和
认可。在项目过程中，南加大的几
位教师对学员的领悟能力、实际写
作、潜力和选题都表示了高度赞赏，
并认为项目前期的严格选拔起到了
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学员的学习积
极性也始终保持高涨，缺勤率为零。 
南加大老师 Irving Belateche 表示，
此次培训班选拔的学生有很强的学
习动力，有创意且勤奋。他说：“有
些学生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编剧
是依赖‘天分’的，但是上科大—
南加大编剧培训这个项目的学员都
理解了编剧是需要磨练的技艺，这
已经让他们在成为专业编剧的路上
领先一步。”编剧系主任 Jack Epps 
Jr 是课程的主要设计者，在和学员
交流之后，他认为学员的素质相当
高，非常适应上课的内容和形式，
并修改了原来的课程计划，强烈建
议学员在工作坊结束之后不要止步
于大纲，必须进入实际的写作。在
后四周与学生通力合作、打磨完整
大纲的 Don Bohlinger 则称，在他
世界各地做过的工作坊中，上海工
作坊中产出好故事的比例是他所教
授的工作坊中最高的。更难得的是，
他在阅读学员的大纲时都已经能够
想象电影的完整形态和风格，他迫
切希望所有学员把自己的剧本写出
来，“把他们的故事都带到美国去”。
      在南加大教师高度赞赏上科大
项目学员的同时，中方学员也为南
加大老师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所
折服。（下转第 3 版）

◎本报讯　9 月 25 日 9 时 41 分，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发射了上
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研制的上科大
二号卫星（由三颗立方星组成）以
及由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的浦
江一号卫星等 4 颗微小卫星，主要
用于开展航天新技术、新体制、新
产品等空间试验。校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兼副校长鲁雄刚带领三位
来自物质、生命、信息学院的研究
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观看了发射
过程。我校将利用这几颗卫星所采
集的数据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上科大二号发射成功，是我校

与小卫星中心“科教融合”深度合
作的重要成果。目前，包括中心主
任相里斌在内的六位中心研究员在
我校信息学院担任特聘教授，在研
究生培养、本科生培养等方面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最近，我校又增聘
了尹增山等六名中心研究员担任信
息学院特聘教授。仅以书院制培养
为例，特聘教授李国通今年 6 月在
书院“科技之光”讲座中为同学们
讲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历
程和小卫星中心所作的重大贡献，
特聘教授林宝军还入住了学生宿舍
楼，并为本科生开设了题为“神舟

问天，奥妙无穷”的导师研讨课。
近期，书院又与小卫星中心合作推
出了微小卫星科技创新竞赛，激励
本科生、研究生“叩问浩瀚苍穹、
放飞创新梦想”。本学期，书院还
将邀请上科大二号卫星总设计师、
总指挥、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吴树范研究员来校做客“科技之
光”讲座，与上科大学子分享卫星
发射背后的故事。随着我校师资队
伍的不断壮大和科研工作的全面开
展，双方在人才培养、科研开发等
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科教
相融”的内涵将变得更加丰富充实。

◎本报讯　为了加强与研究院所
的融合及协同发展，更好地推进
我校课程体系建设，在校长江绵
恒、副校长华仁长的带领下，教
学与学生事务处、人力资源处负
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于 9 月 6 日
至 10 日赴中科院沪区各研究院
所，与上海微系统所、上海硅酸
盐所、上海技物所、上海巴斯德
所、上海有机所、上海天文台、
上海药物所、上海高研院、上海
小卫星中心、上海光机所、上海
应物所，以及上海生科院的生化
与细胞所、神经所、健康所、营
养所、计算所、植生所的特聘教
授举行了座谈会。沪区研究院所
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
谈会。 
　　座谈会上，各研究院所领导
介绍了与上海科技大学在科教融
合方面的进展及特聘教授参与本
科生、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的情
况。
　　特聘教授就学校本科生及研
究生的招生模式、课程体系建设、
学科培养方案、学生管理及校所
合作共建等具体事宜畅谈了想法
与建议。学校领导及部门负责人

积极回应了特聘教授提出的各项
意见和建议，并对研究院所给予
的支持表示感谢。
　　华仁长介绍了学校师资队伍
的构成，指出特聘教授是学校人
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学校
在部署教学与科研等各项工作中
将继续充分考虑这支队伍，并与
研究院所联合规范特聘教授的管
理，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江绵恒在每场座谈会上都强
调了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服务国家
发展战略，使命是为国家培养创
新创业人才；介绍了学校在教学
改革、课程建设及发展机制等方
面的思路，希望特聘教授能够继
续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培
养和管理，以及科研合作、人才
队伍建设等多方面更加积极和主
动参与到大学工作中，并将积极
探讨联合研究计划。
　　江绵恒希望能与研究院所进
一步以特聘教授为纽带，推动校
所的深度融合，“携起手来，一
起努力，为共同的目标奋斗”。 
　　副校长龚晋慷，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兼副校长鲁雄刚参加了
部分研究院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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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业联动
——上科大 - 南加大编剧培训结业记

◎本报讯　为满足师生对文献信
息检索利用知识的需要，9 月 23
日至 25 日，我校图书信息中心与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为学校
师生举办多场文献资源检索利用
培训，参加者总计 600 多人。 
　　文献情报中心学科咨询服务
部副主任青秀玲博士在 9 月 23 日
晚在行政楼报告厅的讲座拉开了
这次培训的大幕。青老师首先介
绍“利用中国科学院文献资源与
服务的方法”，系统介绍了中科
院在期刊、图书、专利、工具书
等方面的文献资源和检索、咨询、
文献传递、用户培训等服务，并
说明多数都已为上科大开通，鼓
励同学们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服
务。青老师接着介绍了“文献资
源管理软件 EndNote”，该软件
已于 9 月 17 日在上科大开通，师
生们可利用该软件来管理自己检
索的文献，根据不同期刊格式编
制参考文献，并与合作者共享和
管理文献。同学们对讲座抱以极
大热情，讲座尚未开始，已在报
告厅外排起了长龙。报告厅大门
一开，300 人的座位瞬间座无虚
席。培训最后，图书信息中心主
任张晓林和青老师回答了同学们

提出的问题，并邀请同学们为完
善文献信息服务不断提出意见和
建议。 
　　9 月 24 日， 文 献 情 报 中 心
学科馆员宋秀芳博士两次为生命
学院师生宣讲“生命科学信息资
源检索利用”。宋老师的首场讲
座结束后，许多没能参加的同学
希望尽快加开一场讲座，宋老师
和图书信息中心立即在晚上再安
排了一场，迎来教室里满满的参
加者。信息学院原来因为活动冲
突没有参加，根据该学院要求在
24 日上午由青秀玲老师为该学
院学生宣讲“中国科学院的文献
资源与服务”和“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9 月 25 日 周 五 晚，
文献情报中心学科馆员陈启梅博
士为物质学院学生宣讲“物质科
学信息资源检索利用”，尽管时
间很晚，但仍然人气爆棚。 
　　此次培训活动得到广大师
生的积极参加，充分反映出广
大师生对信息资源的急切需求。
许多师生表示获益匪浅。图书信
息中心借此次培训东风，将着手
建立系统的文献资源检索利用培
训机制，为教学科研作出积极
贡献。

上科大二号卫星发射成功 我校赴中科院沪区各研究院所
召开特聘教授座谈会

图书信息中心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联手

我校成功举办信息资源利用培训活动

9 月 23 日行政楼报告厅培训现场

编剧培训结业仪式现场

循序渐进强度训练

师生切磋打磨剧本



◎本报讯　9 月 25 日下午，新学期
首次书院“走进科学”科创体验计
划成功举行，我校 60 余名本科生
和研究生走进学校近邻——国家蛋
白质科学中心·上海，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与体验活动。 
　　活动一开始，蛋白质中心的黄
超兰研究员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主题讲座：“了解生活中
的‘大白’——质谱技术”。质谱
技术是一种测量物质质量与电荷比
值的技术。它不仅是科学家们探索
生命奥秘的“最佳拍档”，更可以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起到关
键作用。在恶性肿瘤切除手术中，
在质谱技术帮助下，医生可以快速
准确地切除癌症组织又不会伤及无
辜；在食品安全检测中，质谱技术
又给了我们火眼金睛；在环保检测
时，质谱技术又是监测 PM2.5 的一
把好手。 
　　黄研究员生动有趣的介绍更加

激发了大家对蛋白质中心的好奇，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和参观过程中，
同学们也更深入地与黄研究员以及
蛋白质中心的专家交流，询问与探
讨一系列问题。例如，质谱技术的
优缺点是什么？质谱技术为什么需
要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的前置分离？
蛋白质中心的专家都为大家耐心地

一一解答。同时，蛋白质中心里各
类新奇、高端的测试分析合成仪器
也让大家眼前一亮；专业先进的仪
器将科研人员从简单重复的操作中
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创
新思考上。大家在意犹未尽中结束
了本次活动，蛋白质中心表示，非
常欢迎同学们能经常前来学习交流。 

60 余名学生参观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本报讯　9 月 24 日晚，新学期
首次书院导师研讨课正式开讲。
我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刘艳
芬助理教授在书院一楼活动空间
开设了题为“百年肿瘤治疗之路”
的研讨课，与同学们分享百年来
人类攻克肿瘤的各个阶段的成败
以及最前沿的科技进展。 
　　刘助理教授从最早期的癌症
“种子与土壤”的理论讲起，深
入浅出地向大家阐述了整个癌症
研究的发展史。她以历史为基础，
详细介绍了肿瘤的定义、转移与
致命的机理，同时还讲述了她在
美留学期间的一些癌症研究前端
的有趣见闻，稍许淡化了原本严
肃的癌症主题。在研讨课尾声，
她还谈到了中医治癌，从另一个
维度开拓了同学们的研究视野。 
　　作为新学期的第一堂导师研
讨课，同学们热情高涨。原本空
间已经不小的活动室，竟然短短
几分钟就挤满了同学，甚至部分

同学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最后
只能将桌子移出室外，这才勉强
容纳下了所有同学。在整个研讨
过程中，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不时低头沉思，又不时互相讨论。
这一场简单却又深刻的研讨课，
提升了同学们的创新思维，激发
了同学们的科研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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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首堂书院导师研讨课开课
刘艳芬讲授“百年肿瘤治疗之路”

书院新学期首次“走进科学”科创体验计划举行

（上接第 1 版）
　　我校除了设立物质、生命、信
息三大科技领域的学院之外，还专
门设立了创业与管理学院，探索建
立一个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打造一个交叉融合、充满
活力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创管学
院院长李玫在发言中鼓励同学们在
上科大学习期间成为一名探险家，
敢于创新和冒险，“我希望你们可
以真正地‘open your mind’开放
思想，‘open your heart’打开内心。
如果你们带着开放和开心的心态寻
找创新的灵感火花，我相信你们会
成功的！” 
　　校党委书记朱志远作题为“与
上海科技大学共圆梦想”的讲话（全
文见第 5 版），代表学校向同学们
提出了以下两点期望：一要矢志勤
学求真“立志、成才”。同学们要
勤于学习、独立思考，掌握真才实

学，把萌动的兴趣提升为清晰的志
向，为实现青春梦想打下扎实的知
识基础。二要传承优秀文化“报国、
裕民”。同学们要传承“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天下为公”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从“扣好第一粒扣子”
开始，在学习生活中培养家国情怀，
善于明辨是非，学会感恩和助人，
提升人格修养。他还对教师提出了
殷切期望，希望教师们取法乎上、
见贤思齐，通过自己的课堂教学、
人格魅力，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传授给学生。 
　　最后，校长江绵恒作了题为“信
息化时代的科教创新”的讲话（全
文见第 4 版），与在场师生共同探

讨信息科技领域的发展态势和上科
大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江绵恒从人类社会发展从农业
社会（文明或时代）、工业社会（文
明或时代）到信息社会（文明或时
代）的历史谈起，聚焦于当前方兴
未艾的信息化浪潮，提到了微信、
淘宝、百度、慕课等热点产品，谈
及了腾讯、阿里巴巴、谷歌、优步
等知名公司，探讨了国内外的产业
动向和国家政策，指出，大力发展
信息产业，特别是促进互联网 +、
云计算、大数据等热点领域的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绵恒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
界上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最多的国

家，因此也成为数据资源最丰富的
大国，一定要抓住机遇，争得大数
据时代信息科技发展的主动权，
这是信息科技领域年轻人的崇高使
命，也是上科大的奋斗目标之一。
上科大所有的课堂教学资源在时机
成熟时都要向社会开放，学校将为
实现这一承诺而坚持不懈地努力；
上科大要为新学科、新知识体系的
建立作出积极的探索和贡献，这是
学校每位教授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 
　　当前，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
示精神，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其重要
内容就是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而上科大正处于这个国

家科学中心的核心位置。江绵恒指
出，这是上海实现转型发展的重大
举措，也是上科大实现加速发展的
绝佳机遇，学校全体同仁一定要抓
住这个机遇，努力在张江创建一个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 
　　“我相信这样的事实，年轻教
师未来能否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师，
最为关键的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非功利性的价值理念。”江绵
恒希望各位教授把培养学生作为第
一要务，与同学们共同成长；希望
各位同学能坚持正确的人生道路，
以宏伟的志向和艰苦的努力，来实
现自己的中国梦。
　　开学典礼在校长江绵恒宣布开
学后圆满落幕。上科大 2015 级新
同学同往届学生一起，将在张江新
校园开始紧张、活泼、充实的大学
生活。 

我校举行 2015 级本科生暨研究生开学典礼

（上接第 2 版）
　　南加大的 4 位教师在世界各地
都有教学经验，与外国写手、双语
翻译配合娴熟，能很好地掌握讲课
的节奏，并根据学员的接受能力调
整进度。在课堂上，学员经常需要
口头陈述一个小故事、一个场景或
者一部分对大纲。尽管隔着翻译，
南加大的教师仍能准确地把握学生
陈述的段落的核心和逻辑，并且提
出精确的判断与意见。如果学生的
作业中出现了“文化差异”，老师
不会以此作为借口跳过，而是会让
学员尽力解释这种差异，从人物逻
辑性和观众接受度两方面评估作品
的效果。为了对每个学员的项目负
责，他们会主动延长课时或牺牲休
息时间为学员答疑，并在这个过程
中与学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论
是为学员的作业热泪盈眶、动辄上
百字的邮件答疑、六小时“史诗”
长度的拖堂课，还是主动分享大量
影片笔记，都在学员中传为佳话。
工作坊式的小班课堂要求每个人都
高度投入、对他人对作品提出反馈、
为课堂作出贡献，这样的授课方式
强调互动与合作，促成了师生双方
良性的双向交流，让双方都获益良
多。学员在项目前八周工作坊结束
时都依依不舍，感慨“这可能是人

生中最充实的一个夏天”或“这可
能是能够上到的最好的编剧课”。

 
　　一个周末，上科大－南加大编
剧项目的 20 位学员又在上科大重
聚，在老师 Don Bohlinger 的带领
下学习编剧提案技巧。每位学员要
简练而精彩地回答“自己为什么
要写这个故事”“这是怎样一个故
事”“这个故事为何独特”这三个
问题。在三天紧凑的课程中，学员
不断实战模拟“8 分钟提案”，并
互相给予评价与意见。在一个成熟
的电影工业体系里，如何有效率地
沟通和自我推介，这种体验对于大
多数学员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
有 趣 的 挑 战。 在 课 程 最 后，Don 
Bohlinger 特地与学员分享了自己作
为一个职业编剧如何规划自己的工
作和生活，如何与制片人打交道，
以及美国编剧协会的情况。 
　　上科大 - 南加大编剧培训项目
在招生期间，便把握住“青年创作

者”“大电影编剧”“类型电影”
三个大方向，明确宣告了“与发展
中的中国电影工业积极联动”的定
位。首届学员来自北京、上海、南京、
杭州和山东、新疆、内蒙古、四川
以及中国台湾等省市地区，三分之
一是业内编剧，三分之一有影视经
验者，三分之一仅为创作爱好者。
项目针对学员多元的经历和文化背
景，用各种方式促进学员与电影业
界的交流，帮助学员们了解行业、
开拓眼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课程期间，项目邀请了中国
一线制片人黄建新（《智取威虎
山》）和经典美剧《老友记》导
演 Roger Christiansen 与学员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在上海有工作室的黄
建新与学员分享了自己 30 余年来
在大陆、香港、中美合拍片等不同
项目中的经验，向学员介绍了中国
电影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当前趋势。
Roger Christiansen 则向学员介绍了
自己所熟悉的美剧行业内编剧的工
作方式，并谈到了他在近 10 年间

所观察到的中美影视文化的异同和
他对中国影视媒体的预期。9 月 18
日，票房和口碑成绩俱佳的《滚蛋
吧，肿瘤君》的导演韩延也来到上
科大，从导演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对
中国当下火爆的电影市场的观察，
从市场对剧本和编剧的需求以及青
年创作者的自我定位两个方面，与
学员们交流了自己的经验。 
　　9 月 24 日，18 学 员 参 加 了 电
影产业对接会，9 家影视公司代表
到场，聆听学员介绍自己的项目。
对接会的形式与南加州大学电影学
院每年举行的产业对接会 First Pitch
相似，每人与每家影视公司有 8 分
钟的交流时间，8 分钟结束后轮换
到下一家公司。18 个在课程中开发

的剧本项目横跨浪漫喜剧、犯罪、
历史、女性、体育等不同类型和风
格。学员在连续 9 轮的陈述中，回
答了影视公司从创作、制作、市场
等角度提出的各种问题。参与对接
会的影视公司表示，对参加提案的
学员和项目的素质印象深刻，能够
明显感觉到好莱坞式的编剧教育对
于人和作品的塑造。根据影视公司
的反馈，在这次的对接会中，他们
感到一些剧本的结构和人物趋近成
熟，而另一些项目的创意让人击节
赞赏，这让他们十分期待这些项目
的后续进展，并希望与编剧进行更
深入的沟通。 对项目学员而言，项
目结束并不意味着告别，更精彩的
旅程才刚刚开始。

与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业联动
——上科大 - 南加大编剧培训结业记

电影产业对接会现场

刘艳芬助理教授研讨课现场

同学们参观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对接产业结出硕果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
同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上海科技
大学 2015 级本科生暨研究生开学
典礼，我谨代表全校教职员工，
向今年入学的各位新生表示热烈
欢迎，向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各
位来宾表示衷心感谢，向为新生
开学付出艰苦努力的建设者们表
示崇高敬意！ 
　　上海科技大学是由上海市人
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
全新建立的一所小规模、研究型
大学，主要围绕三个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和前沿科学技术研究的领
域方向，即物质科学与技术、信
息科学与技术和生命科学与技术，
并在造就创业和管理能力方面，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成为这
些领域科学研究的佼佼者，技术
创新的引领者，大众创业的成功
者。 
　　去年我们迎来了首届本科生
和第二届研究生，在去年的开学
典礼上，我以“未来中国能源的
科技创新”为主题，和大家探讨
了上海科技大学在能源科技领域
的发展理念。今天，我们迎来上
海科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和第三
届研究生，我想借这个机会，以“信

息化时代的科教创新”为主题，
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领域的发展
态势和机遇挑战。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按照
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同，可
以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
息社会，或者称为各自的文明或
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有两
个方面的标志，一是生产力发展
所依赖的能源和资源，二是生产
力发展所使用的生产工具。 
　　农业社会（文明或时代），
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和资源
是天然的自然禀赋，如太阳（能
源）、土地、河流（水资源）等，
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的
农耕工具，也包括用牲口来替代

人的劳力。 
　　工业社会（文明或时代），
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和资源
主要是化石能源和矿产原料，仍
然是物质世界的自然禀赋；工业
社会（文明或时代）生产力发展
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可以笼统地称
之为机器，包括蒸汽机、燃气机
和电动机等，其本质是提供比人
的体能大成千上万倍的动力，是
人类体能的巨大扩展和延伸。 
　　人类利用信息并非现代的事，
早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就用烽火台
来产生敌军入侵的信息，并通过
火光向远方传递信息；“马拉松”
长跑是为了纪念雅典人斐迪庇第
斯传递胜利信息的壮举；信鸽则
是武侠小说中最常用的信息传输
方式；印刷术是人类把信息固定
在物质介质上的存储技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
明向信息社会进化。信息社会生
产力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将不再是
化石能源，而是可再生能源或新
能源，例如太阳能、核能和氢能；
信息时代所依赖的原材料将是数
据信息，其生产工具是信息科学
和技术的发展所形成的各种能力
手段，包括信息的产生、获取、
传输、存储、处理和应用，其本
质是人类智能的巨大扩展和延伸。 

　　如今，信息的利用已经渗透
到社会生活、工作和生产的所有
方面，并由此催生了信息技术制
造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大新兴
产业，形成社会生产力发展新的
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则进入了信
息化的时代。 
　　何谓“化”？“……‘化’者，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毛
泽东主席语），它既是状态的描述，
也是过程的表达。当代中国现代
化建设的特点，就是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和信息化“三化”并举。 
　　虽然我们很难确切地划分人
类是从何时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
但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已
经亲身体验到信息化对我们的生

活和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种种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微信——信息化方式的社交； 
　　淘宝——电商对实体店的挑
战； 
　　 百 度 —— 是 名 词 还 是 动 词
（“谷歌”已经作为一个动词被
编入《牛津英语大辞典》）； 
　　滴滴快的和优步之争——消
费者受益； 
　　顺丰快递——足不出户，一
应具有； 
　　 大 众 点 评、 美 团、 携
程……——生活更方便； 
　　慕课（MOOC）——教育信
息化； 
　　挂号网——健康医疗信息化； 
　　新浪微博——言论自由，不
要过头； 
　　推特（Twitter）——奥巴马
总统的竞选工具； 
　　……
　　太多太多。 
　　于是乎，出现了对这一信息
化发展态势的各种描述：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
化腾提出互联网 +(Internet+) 的概
念。马化腾解释说，“互联网 +”
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
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
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
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
生态。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在参
加清华经管学院 2014 年毕业典礼
并做演讲时说：“这世界从 IT（信
息技术）正在走向 DT（数据技
术）。”阿里研究院发布了《互

联网 +，中国经济新机遇》 和《云
计算开启信息经济 2.0》的研究
报告。制造业强国德国则提出工
业 4.0 的概念，其核心是信息物
理 系 统（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与制造业的融合。 
　　于是乎，国家也纷纷出台一
系列政策意见：今年以来，国务
院已经出台了《关于促进云计算
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
意见》《中国制造 2025》《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
导意见》，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 通
过了《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
动纲要》。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密切关
注太平洋彼岸，特别是硅谷的创
新动态。美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
在 经 历 了 2000 年 的 .COM 泡 沫
破裂后，经过 15 年的调整，最
近已突破 5000 点的历史最高。在
2000 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和 2008

年 金 融 危 机 爆 发 之 间， 只 有 不
到 10% 的美国工商管理学院的毕
业生进入高科技的职场，如今这
一百分比已达到 20%，伯克利的
MBA 进入高科技领域的比例甚至
超过 40%。2000 年至今，除了谷
歌、脸谱、推特公司在资本市场
成功上市，全美国又产生了 74 家
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创业公司，
占全球这类公司数目的 61%。这
些公司虽然还没有上市，但其估
价总值已接近 3000 亿美元，其中
Uber 独领风骚，公允市场价值已
超过 400 亿美元。 
　　美国资本市场高科技股的再
次上扬，是一帖针对极客和创客
极具刺激的兴奋剂，也激发了各
大公司对创新的投入热情，新概
念、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涌现，
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各种可穿戴
设备、虚拟现实体验、3D 打印技
术、智能机器人、遥感卫星网、
空间 WiFi 网等等，有学者称美国
已进入“新硬件时代”。 
　　正当我们被铺天盖地的各种
APP 和商业模式彻头彻尾彻里彻
外渗透时，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了
所有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本源：信
息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其本
质是人类对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的
不断提高。这里所说的处理能力
不仅仅是指计算，而是包括数据
信息的获取、存储、传输及应用
的全过程。 
　　显然 , 没有可能在如此篇幅
综述所有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历
史的成果，但是有两项里程碑式
的创造发明，是奠定今天信息化
进程的两大基石；没有这两大基
石，今天所有信息文明带来的体
验都无从谈起。 
　　其一是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计算
机模型。冯·诺依曼是 20 世纪最
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在现代计算
机、博弈论和核武器等诸多领域
内有杰出建树的最伟大的科学全
才之一，被称为“计算机之父”
和“博弈论之父”。1945 年，他
提出数字计算机的数制采用二进
制，计算机应该按照程序顺序执
行，把程序本身当作数据来对待，
程序和该程序处理的数据用同样
的方式存储，并确定了存储程序
计算机的五大组成部分和基本工

作方法。自从 1946 年全世界第一
台通用计算机 ENIAC 问世，计算
机制造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是从 IBM 的商用计算机，到 80、
90 年代的个人电脑（PC），再到
今天的云计算服务器和超级计算
机，冯·诺依曼的体系结构沿用
至今。 
　　 其 二 是 大 规 模 集 成 电 路
（VLSI）。众所周知，标志集成
电路发展里程的经典描述就是摩
尔 定 律。1965 年，Intel 公 司 创
始人之一的高登·摩尔（Gorden 
Moore）预言，集成电路单位面
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两年
（后来被修正为 18 个月）将翻一
番。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主
要是半导体硅（Si）的平面加工
工艺，摩尔定律也可以用加工精
度（线条宽度）和硅晶体管的主
频提高（材料本征特性和线条宽
度有关）来表征。目前最新一代
已经量产的加工线条宽度为 Intel
的 14nm 工艺，单核硅晶体管的
主频尚未超过 5GHz。 
　　今年恰逢冯·诺依曼模型问
世 70 周年，摩尔定律发表 50 周年。
人们普遍在问的一个问题是，这
两大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创造
是不是走到了尽头？的确，这两
大信息化发展的基石碰到了严峻
挑战。如前所述，计算机体系结
构虽然始终沿用冯·诺依曼模型，
但使用的硬件核心是硅晶体管，
因此计算机能力的提高是和摩尔
定律同步的。我国研制的“天河
二号”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超
级计算机，峰值运算速率达到每
秒 5.49 亿亿次。但是这一数据处
理能力同大数据时代目前已经和
未来将要产生的数据量相比，要
差若干个数量级，沿用现在的体
系结构，其信息处理能力显然不
堪重负。 
　　摩尔定律同样遇到一系列的
困扰。平面工艺的加工线条不可
能无限制地缩小，由此引发的巨
额投资回报风险，以及不断上升
的能源消耗，摩尔定律的边际效
益开始下降。 
　　因此，有远见的国家政府、
科研机构和大学都在部署突破局
限的前沿研究。许多实验室在探
索量子（光子）计算、生物（基
因）计算的新概念。惠普公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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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调宣布，它们已研发出突破
传统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计算
机“Machine”，样机即将问世。
由于半导体硅的材料特性不可能
逾越它的本征最高频率，人们在
不断探索新的器件材料。当平面
工艺加工精度碰到物理极限时，
人们开始朝着 3D 工艺路线的方
向发展。今年 7 月，IBM 公司宣
布研制成功 7nm 线条宽度的 12
吋芯片，把摩尔定律推向了新的
高度。虽然上述研究目前都还在
实验室的范围，但一旦突破，就
会促发新的生产力，就会形成新
的文明进步。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失去了摩尔
定律的竞争。在信息化发展进入
到大数据时代，13 亿人口的中国
成为世界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最多
的国家，因此也成为数据资源最
丰富的大国，我们再也不能失去
这次机会，一定要争得大数据时
代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主动权，
这是在座一代年轻人的崇高使命，
也是上海科技大学的奋斗目标。 
　　信息化时代的教育正在发生
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知识传播的
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线教育不仅突破了课堂的时间
和空间限制，也为教育资源利用
效率的最大化提供了最有效的手
段。在线教育可以为边远、贫困
地区的学生提供与城市、发达地
区同等质量的课程，促进教育资
源共享的公平和公正；当优质课
程资源上线时，也让那些过时陈
旧、一成不变的教学无地自容。 

　　去年 6 月，星巴克咖啡 CEO 
Howard Schultz 宣 布， 星 巴 克 将
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手，通过
在线教育的方式，为十三万五千
美国本土员工任何一位取得两年
制学位但未完成本科学位的员工，
提供免费教育的机会。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开放 40 个专业的在线课
程，学员完成学分要求，将获得
与在校生同样的学位文凭。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
国，教育资源的地域、人群配置
极不平衡，如何在短期内最大限
度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创业
大众和创新万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教育信息化的作用，不是做加法
而是做乘法，大有可为！上海科
技大学在成立时，就在章程中明
确规定，我们所有的课堂教学资
源在时机成熟时都要向社会开放，
我们将为实现这一承诺，坚持不
懈地努力。 
　　信息化时代教育发生变化的
另一个特征就是教学内容的变革。
如果摩尔定律的突破不再是半导
体材料的器件原理，如果下一代
的计算机构架不再是冯·诺依曼
的体系结构，那么我们的器件工
程师和软件工程师都要重新回到
课堂，我们的教学内容就要有深
刻改变，就像当年真空管电子学
被晶体管电子学替代一样。综观
目前国内高校的学科建设，仍然
有相当数量的课程内容陈旧过时，
将这样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
很难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上海科技大学要为新的学科建设
和知识体系的建立，作出积极的

探索和应有的贡献。这也是在座
的年轻教授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 
　　信息化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下
一个主旋律，是中国乃至世界经
济发展改变新常态的必由之路。
信息化浪潮既有波涛汹涌的挑战，
也有乘风破浪的机遇。上海科技
大学这条船，必定航行在历史潮
流的风口浪尖；只要我们不懈努
力，永远追求，就能勇往直前！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
同事、各位来宾，上海科技大学是
一所刚成立两年的全新大学，我们
的新校园也将在年内落成。在此我
谨代表全校师生，向上海市人民政
府和中国科学院在学校建设过程
中所给予的全力支持表示衷心的
感谢，向中科院各研究所的特聘教
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更要向为校园
建设付出艰辛努力的全体劳动者
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当前，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示精神，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其重要内容就是加快建设张江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科技大
学正处于这个国家科学中心的核
心位置。目前，上科大周围已经
聚集了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国家
蛋白质科学中心、中科院上海高
等研究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
心、新药研发平台等一批大科学
设施和科研机构，接下来还要建
设自由电子激光、超强超短激光
等更多国家级大科学设施。“大
科技”和“大学”的汇聚、融合，
将形成一个新的科技创新创业生
态系统。这是上海实现转型发展
的重大举措，也是上科大实现加
速发展的绝佳机遇，我们一定要
抓住这个机遇，就在此时，就在
此地，艰苦奋斗，只争朝夕，努
力创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 
　　今天，新入学的各位同学都
呈现了你们的人生感言，我深切地
希望同学们能坚持正确的人生道
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和环
境，以宏大的志向和艰苦的努力，

以优异的成绩和突出的能力，来实
现各自的中国梦。今天在座的老师
绝大部分都是年轻教师，希望各
位教师把培养学生作为第一要务，
与同学们共同成长。我相信这样的
事实，年轻教师未来能否成为各自
领域的大师，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持正确理念、
信念的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致全国
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
二十六大的贺信中指出：“国家的
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
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
的重任。”“当代中国青年要在感
悟时代、紧跟时代中珍惜韶华，自
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自己、
提高自己，做到志存高远、德才并
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在火热
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
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我相信，
正在建设中的上海科技大学，一定
会成为年青一代放飞人生梦想的
起点，成就事业华章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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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科技大学共圆梦想
在 2015 级本科生暨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党委书记　朱志远（2015 年 9 月 18 日）

2015 年 10 月 22 日

　　2015 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新
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上海科
技大学 2015 级本科生暨研究生
开学典礼，当你们走进新校园，
环视四周，学院楼、教学楼、图
书馆、学生宿舍、运动场等如雨
后春笋 , 展现勃勃生机，一座以
“学生教师为本，教学科研融合，
绿色环保智能”的新校园在数以
千计的劳动者们的努力下 , 从规
划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今天在
座的各位新同学，无论你是刚刚
告别高中时代的本科生，还是即
将跨入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上海
科技大学将点燃你们的青春梦
想，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
势。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
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学校致力
于培养从事科学发现、高技术创
新与新兴产业创业的拔尖人才，
使之成为未来的科学引领者、技

术发明者和企业创办者。为你们
每一位点燃梦想，并帮助你们实
现梦想，是上科大的重要使命。 
　　有梦想、有奋斗，一切美好
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梦想从
学习开始，学习是立身做人的永
恒主题，也是报国裕民的重要基
础。在此，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
提以下两点期望： 
　　一要矢志勤学求真，“立志、
成才”。 
　　大学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是
人生最好的黄金学习时期，你们
风华正茂，有老师指点，有同学
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路，可以
心无旁骛、求知问学。上科大的
物质学院、信息学院、生命学院
和创管学院是各位同学创新创业
的知识营养库，学校通过学院制
与书院制相结合、以学生为本的
培养模式，通过科教深度融合、
追求卓越的创新实践，为你们每
一个人的梦想提供空气、阳光、

水分般的成长环境。“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希望同学们有理想，
要“立志、成才”；勤于学习、
独立思考、努力扩大知识半径，
掌握真才实学；把所学知识内化
于心，把萌动的兴趣提升为清晰
的志向，为实现青春梦想打下扎
实的知识基础。在你们跨入新的
学习阶段后，最重要的是，在破
解每一道难题、完成每一次复杂
实验、进行每一场学术探讨的过
程中，培养自己科学的思维方式。
爱因斯坦曾说过 ,“解决问题的
不可能是那些导致问题的思维方
式”。未来当你们走出上科大时，
发现自己已是具有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堪当重任
的创新创业者，这就是你们的成
功，也是上科大的目标。从今天
起，我们与你们共同出发。 
　　二要传承优秀文化，“报国、
裕民”。 
　　各位同学跨入上科大，佩戴
上上科大校徽，为这所新校园增
添了蓬勃朝气和生机，“报国、
裕民”展现出上科大人的精神追
求，体现了上科大人的使命担当。
要践行这样的理念和有这样的担
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十分重要。“一个人只有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
其所”。“四书”之一的《大学》
开 宗 明 义“ 大 学 之 道， 在 明 明
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
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
到最好的境界。今天我们要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天下为公”
这种引人向上、使人向善、使人
奋进的优秀文化基因内化于心、
外 化 于 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2014
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到
青年人的价值观形成和确立时，
有一个“穿衣扣扣子”的形象比
喻，他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
就要扣好”，指出了一个人在青
年时期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性。希
望同学们在上科大从“扣好第一
粒扣子”开始，在学习工作时，
在日常生活里，在人际交往中，
拥有家国情怀，善于明辨是非，
学会感恩和助人，做到知行合一，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自己人格修养的综合素质。 
　　最后，也代表学校向老师们
提一点希望。 
　　教师是品行之师。立德树人、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使命。老

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
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
处世、于国于民所持的价值观。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
也”，师者为师亦为范，学高为
师，德高为范。因此，老师的人
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
重要条件。上科大的教师队伍年
轻而充满创新精神，上科大的教
师队伍具备优秀教育科研背景和
实力。希望上科大的老师们取法
乎上、见贤思齐，通过你们的课
堂教学，通过你们的人格魅力，
把正确的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引
导学生自觉追求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国家理想，弘扬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
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道德规范；用你们的人生阅历、
学者风范、报国情怀为学生们煲
一份“心灵鸡汤”，让他们健康
成长；用你们的创新创造能力、

真才实学，务实前行，为上海创
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作
出贡献。 
　　同学们、老师们，让我们共
同努力，与上科大共圆梦想，为
实现中国梦尽好我们每一个人的
责任。 
　　谢谢大家！ 



　　8 月 28 号，我们一行在熹微晨
光中抵达了井冈山。一下火车，就
被云雾缭绕的黛色山峰挤了满眼。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坐
上大巴到了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 
　　经短暂休整后，我们在基地校
园里进行了开班仪式及题为《井冈
山斗争及井冈山精神》的讲座。虽
然旅途劳累，精彩的讲座还是吸引
了同学们的注意力。讲座上，我们
了解了井冈山成为第一个革命根据
地的历史过程以及它的后续发展，
聆听了许多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更体会到井冈山艰苦奋斗的精神所
在。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我
们仍需居安思危，学习革命先辈实
事求是、敢创新路、艰苦奋斗、百
折不挠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用在
我们的学业及科研上，实现“报国、
裕民”的理想。在下午的“三湾改编”
情景教学中，我们了解了这次改变
革命进程的军队改革，并亲身体验
了民主选举的实际过程。首日之行，
受益颇丰。 
　　第二天清晨，我们冒雨来到井
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悼念那些为革
命献出生命的先辈。让我们感怀的
是，在井冈山斗争的短短两年零四
个月中，除去有名有姓的 15744 人
外，更有 3 万多名无名先烈长眠于
此。祭献花圈后，我们在汉白玉无
字碑前静静地聆听那些英雄故事，
他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抛撒热血，
为了共同的理想毁家纾难，许多同
学都在解说员的解说中润湿了眼
眶……井冈山精神像一盏灯火，点
亮我们的心田，让这份感动、这份
情怀，化为我们艰苦奋斗、努力学
习的动力吧！
　　我们接着来到了大井朱毛旧
居，参观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
朱德同志的住处及毛泽东当年读书
看报的“读书石”。房屋虽都是复
原物，却依稀可见当年景致。床板
单薄、空间狭小、光线昏暗，当年
朱毛两位领导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
件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们与
士兵和群众同吃同住，没有半点优
待；先辈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赢
得了一场场“反围剿”的胜利，保
存了大部分革命力量。同时，在这
样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还坚
持读书看报，他的书箱一直伴随着
他走南闯北；国民党的封锁下很难
获得报纸，他就命令战士们在与国
民党的战斗中抢夺报纸。正是靠着

这些“抢”来的信息，他做出了一
次次正确的决策。“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看着这些旧址，
我们仿佛看到当年红军战士在此生
活、战斗的身影。晚上，我们在当
地居民的指导下，学习红军编草鞋。
当年红军就是穿着这样看似简陋的
鞋子，行走在井冈山崎岖的道路上。
编草鞋让我们体验到井冈山生活的
艰苦与不易。

　　天公美意，连日的阴雨在第三
日急行军开始之前放晴。穿上红军
服，扛上红军枪，背上弹药箱，我
们揣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红军当年
走过的小路。行军途中还有任务，
即找到 7 个地标（需 5 个人与路标
合影）及 5 种中草药，一连人分成
两个班进行比赛。
　　前几日的阴雨让小路变得泥泞
难行，我们一度怀疑这条路是不是
荒废已久，但路上不时出现的牛粪
在提示我们：这是村民放牧时的常
经之路。我们一边赶路，一边注意
路边的地标，还要辨识中草药并且
拍照记录。虽事先分工明确，却仍
然出了不少岔子。走在前面的同学
只顾辨别方向且急着赶路，经常忽
略了地标，后面的同学发现后只得
把前面的人叫回来拍照，从而减缓
了行军速度。草药在我们的眼中也
大同小异难以辨识，负责甄别草药
的同学也不得不放慢脚步走在队伍
后面。每班 12 个人的队伍拖得长
长的，两个班的同学甚至经常混在
一起，“敌我不分”。不过，最终
我们还是顺利到达了终点，并完成
了现场制作担架、抬“伤员”的任务。
二班同学还正确找到了 6 个地标，
并且第一个到达目的地，小胜一筹。
虽然满脚泥巴，一身臭汗，同学们
脸上的笑意却是真真切切。整个过
程虽困难重重，却也欢声笑语不断，
遇到麻烦齐上阵，互帮互助团结一
致，短短的七里路，彰显的是我们
上科大学子的合作、探索精神。 
　　午饭时，同学们自己下厨，大
展厨技，农户也为我们准备了丰富
的食材，一顿饭吃得不亦乐乎。趁
着午饭，我们也开展了调查，初步
了解当地的教育及经济发展状况。
这里地处深山，虽风景别致，但人
烟稀少，不过六七百人，如今留在
当地的也大约只有三百人左右，经
济的落后不言而喻。这些，将是我
们后续调查的重点。 
　　离开农户家，我们来到了地势
险要的黄洋界哨口。这里曾发生了

著名的战役：黄洋界保卫战。听着
带队老师的讲解，我们被红军及当
地群众的机智勇敢所深深地折服。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此刻，我们心中涌上一股热血与景
仰。 
　　第四天我们早早到了小井红军
医院。这所医院是在原红军医院被
敌军烧毁后，战士们捐出自己微薄
的零用钱，筹资建造起来的木质楼。
这里条件艰苦，缺医少药，伤员又
多，医护人员只好上山采草药，用
竹子制作担架等医疗器具，在战争
频频的状态下从死亡线上抢回了一
条又一条的生命。“师长献盐”的
感人故事更是体现了红军战士大公
无私、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高尚品格。
医院附近有座小井红军烈士之墓，
这里埋葬着 130 多位被敌军残忍杀
害的烈士的忠骨。我们在墓碑前三

鞠躬，并聆听了陈毅安和其妻子李
志强的感人故事。这些都是为了信
仰而牺牲的英雄，他们眼中，信仰
比生命更宝贵。无论荆棘满路，只
顾风雨兼程、义无反顾。这是先烈
们用生命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
富，我们当重之又重，铭记终生。 
　　下午，我们在井冈山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接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革命后代讲家风”的互动教
学，来作报告的是两位“红二代”
的老人：刘型之女刘松柏与梁金生
烈士之子梁汉平夫妇。刘型参加过
秋收起义和黄洋界保卫战，曾任红
四军党代表、师政委、军团秘书长、
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梁金生曾
在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
自学中医并成才，创办延安光华制
药厂，在医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6 年在支援越南革命中牺牲。两

位老人讲述了父辈的传奇故事和往
事回忆，良好的家风培养出两位老
人宽和善良、勤俭节约、乐于奉献、
坚韧不拔的品格。我们静静地聆听，
将永远铭记着。

　　第五天上午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
馆。这里陈列着许许多多井冈山两
年零四个月革命斗争留下的旧物，
默默讲述着那段血与泪的悲壮历
史。我们走过四个主要展区，像是
走过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段历
史与日月同在，将永存于我们心中。 
　　下午题为《毛泽东调研的思想
方法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讲
座，为这次井冈山之行的基地授课
部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丁仁
祥教授为我们详细讲述了毛泽东三
个时期的调研内容及特点，并对我
们大学生如何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提
出了要求和建议。毛泽东的社会调
研主要分为三个时期：读书时期的
游学社会调查，探索性调查研究和
经济状况和农民运动调查。无论哪
个时期，他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眼睛向下；认真做好准备、
开好调查会，做好典型调查、直接
调查并且注重分析综合。这些富有
价值的调查为毛泽东推行有效改革
并最终实现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三湾改编”就是毛泽东调
查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丁教授强
调，社会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无字之
书，了解社会是改造社会的前提，
而调查研究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这
次讲座针对性很强，对我们上科大
学子如何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 

　　第六天是自主安排活动的第一
天，在老师和同学的努力下，我们
与井冈山中学的校长取得了联系，
并给了我们入校调查和开展讲座的
机会。一大早，我们一行怀着紧张
而期待的心情踏上了去学校的山
路。学校不大，没有专门的操场，
只有几个木质的简陋破旧的乒乓球
台孤零零地放在教学楼前。虽不是
满目荒凉，和城市里的学校相比，
丛生的杂草、坑洼的路面还是令人
心酸。学生不多，一个年级只有两
个班，一个班也不过四十个学生。
虽然来之前已经做了充足准备，开
始讲课前还是有些心慌。幸运的是，
学校老师很支持我们，孩子们也非
常专注。我们向他们讲述了自己中
考、高考的经历，分享了些备考的
经验，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坚持自
己的梦想，希望唤起他们努力读书
的欲望。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同学
开展调查，向老师了解了这里的生
源、师源情况以及学生未来去向等
信息，这些信息让我们了解中国社
会的实际情况。下午，我们又分小
组进行对井冈山房地产业、旅游业
等行业现状进行了调查。我们“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地获取了不少
信息，使我们对井冈山的现状有了
更深入更贴实的了解。
                  

　　第七天 9 月 3 日，是全国人民
期待已久的日子。上午 10 点，举
世瞩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
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拉开帷幕。我
们一行在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的报告厅内集体观看了这次盛会。
最令人感动的，就是抗战老兵乘车
经过主席台前，热泪盈眶地向群众
挥手致意的场景。最震撼人心的，
就是三军仪仗队和英模部队踏着整
齐的步伐，目光坚定地从主席台前
经过的场景。最令人骄傲的，就是
先进的武器装备排列整齐地缓缓经
过天安门，飞机轰鸣声由远及近震
耳欲聋的场景…… 
　　观礼后，我校党办主任张志伟
立即召集同学们在教育基地开展座
谈会。这次阅兵的主题是“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阅兵的各个环节及习主席宣
布裁军 30 万的决定完美地诠释了
这个主题。对于我们大学生，在为
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应
当牢记我们的使命。既已看到科技
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自当刻苦钻研、
潜心研究，不辜负青春韶光，亦不
辜负祖国的殷殷期盼；志存高远、
心怀天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
斗。 
　　转眼间到了第八天，是我们井
冈山社会实践的最后一天。初到时
的惴惴不安，在这一周的磨砺中逐
渐发酵、升华。早晨七点半，基地
再次派车将我们送回了火车站。由
于车次安排的原因，离开井冈山后
我们需在南昌换车，这也使我们有
幸获得了领略南昌风貌的机会。与
井冈山相比，南昌显得更为繁荣，
但红色的气息却并没有在城市的浮
华和快节奏中被蚀去。在八一广场，
伫立着的南昌起义纪念碑默默地向
往来的游客、路人诉说着那段峥嵘
的历史。下午 5 点 45 分，开往上
海的高铁开始检票……上车前的回

眸，映入眼帘的不止是江西的夕阳，
更是染满了这片土地的鲜红。此次
上科大赴井冈山社会实践活动虽画
上了句号，可我们想到，在江西红
土地上所经历所感受的一种精神永
远不会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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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洋界纪念碑前合影

——赴井冈山小分队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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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编草鞋

井冈情愫涌心怀

革命摇篮故事多 红色圣地学调研

观摩阅兵添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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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图志》为检索目录，将采集到的
软体动物分类，将所学到的动物学
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分完之后，
再以 50% 的酒精进行细胞与组织的
固定。此次考察共找到了包括疣荔
枝螺、粒蝌蚪螺、秀丽织纹螺、石鳖、
藤壶等常见品种在内的 20 多种潮
间带生物，可谓收获颇丰。 
　　在同学们都三三两两回房休息
后，耿佳琳同学和刘奕同学留了下
来，对尚有疑惑的品种重新鉴定，
并且尝试着固定海葵。虽然他们最
终由于因为海葵对周围环境变化应
激剧烈而没有成功，但他们认真
严谨的科学态度值得学习。同行的
复旦大学研究生们以一把卷尺为标
度，对所有样本进行了长度测定和
比对，给种类鉴定提供了更严谨的
证据和记录。同学们的收获，不仅
仅在于采集到了品类繁多的软体动
物样本，更是培养了一种克服困难、
坚韧不拔的科研精神，深刻明白了
科学的道路上，需要艰苦的付出。
同时，同学们也被大自然创造生命
的神奇所折服。 
                 
 
　　8 月 6 日，同学们特意起了个
大早，来到了位于洞头列岛南部的
一处港口，但见避风港内停着三艘
渔船，同学们今天的实践项目就是
体验渔民生活。 
　　在船老大的叙述下，同学们了
解到在捕鱼过程中，将要经历的困
难，以及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方法
和技巧。同时，他还为同学们展示
了船上用于定位船只和监测礁石潮
汐实时情况的现代化设备。船老
大在他半百的风霜年华中，不知多
少汗水洒在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大海
中。以前每一次出海捕渔，少则 2
个月，多则 100 多天，十二三级的
大风要扛，五六米的巨浪要挺，所
陪伴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和
自己心中对家庭的惦记。 
　　当问及现在这样的休闲渔业和
传统捕捞业的区别时，船老大的言
语中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情感。一方
面，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这
里，在体验生活的同时支持洞头经
济的发展。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
自己的子女能够走出洞头，考上一
所城市里的大学。在他眼中，大学
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那里，他的
子女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毕竟做
渔民这一行，还是太苦。 
　　期间有同学问到方言的时候，
船老大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大家都
听不懂的话，看到同学们迷惑的眼
神，船老大和他的两个船员都笑了。
洞头列岛是一个方言聚集地，一般
民众都掌握着两三种方言，在交流
对话的时候，融合着说两种语言
也不会影响交流。这种语言上的杂
糅，也体现了各地文化传统的交融。

伴随着电机的轰鸣声和浪拍的海水
声，一网鱼被拖上了渔船。随后，
在火热的阳光下，是同学们兴高采
烈的捡鱼作业：梭子蟹、刀鱼、带鱼、
虾蛄，应有尽有。同学们了解了近
海捕捞常见的动物种类和近海生态
环境，此外，更多的是切身体验当
地渔民丰收的喜悦。 
　　当天的午饭和晚饭，同学们吃
得格外地香。或许，这就是劳动的
魅力吧。同学们不仅体验了渔民的
生活，体会到了劳动的价值，也看
到了现代社会发展对渔业的影响，
以及教育给渔民后代带来的新的可
能性，引发我们对社会、发展、民生、
环境四者联动关系的思考。 
                  
 
　　到洞头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同
学们对于这个别样风情的渔村渐渐
有了各自的情感与不同的感悟。也
正在这个恰当的时间，今天的望海
楼之行有了更深的意义，而非走马
观花。望海楼一共 5 层，从下到上，
依次介绍了渔牧习俗、瓯江风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渔民信仰祭祀，
最上一层是观景台，同学们登楼观
海，鸟瞰全景，可谓感怀良多。 
　　有了鸽尾礁科学考察的经验，
对于下午的半屏山沙滩考察，同学
们有了充分准备和饱满信心。这次
考察分为两个部分，一组在钟俊生
老师带领下，在近海捕捉仔稚鱼，
以此了解海洋鱼类的生活史与发育
过程；另一组则在张永普老师的带
领下，在砾石区寻找藏匿在石头下
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了
解到了在不同的海洋生态环境下，
海洋生物各自应对环境变化的策
略。通过今日的活动，同学们对于
洞头列岛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对百岛之县的好奇和疑惑，也渐
渐变成对这片海上国土的理解和展
望。同时，生命学院的同学们对海
洋生物有了深入了解，原本只是教
科书上的图片，一一展现在眼前。 
                 
 
　　8 月 7 日，同学们前往紫菜养
殖基地，了解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
的发展情况。在王铁杠研究员的带
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科学养殖的基
地，从海带的生活史到优势海藻单
克隆纯培养个体的获取，从小丑鱼、
海马等小型鱼类到石斑鱼等大型鱼
类。随后，王铁杠研究员就科学在
水产增产的作用给同学做了一个报
告，从坛紫菜、羊栖菜到网箱养殖，
让同学们明白洞头以及浙江地区的
海洋养殖业现状，以及科技在其中
起到的作用。 

　　洞头岛的实践考察，使同学们
真切地了解到，生物科学技术可以
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对国家可做出
实实在在的贡献，从而对于自己的

○生命学院　刘奕统稿 
　　8 月 3 日上午，我校暑期社会
实践赴浙江洞头小分队的同学们乘
上发往厦门北的 D3201 次列车从上
海虹桥站出发。他们怀抱理想，充
满活力，心系边岛，关心民生，将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新渔村作为新目
标，立志将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
识贯彻到实践之中。在为期 8 天的
社会实践中，他们以“渔村建设渔
民安置”和“发展与环境”为两大
主题，在“生态保护、科技转产、
经济改型、社会进步、文化习俗、
精神传承”六个方面开展调查，探
索将科学和创新等元素切实转化为
生产力的方法，思考实现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环境保护三者联动发展
的创新方式。 
                

　　8 月 3 日下午，同学们经由跨
海公路桥到达洞头列岛。8 月 4 日
清晨 6 时，在耿佳琳同学的带领
下，小分队里的三位同学到当地早
市上去做了一些实地调查，了解当
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在采访市场鱼
贩及上海海洋大学钟俊生老师的帮
助下，同学们了解了洞头鱼市上常
见的生物种类和渔民们的收入和生
活状况。是日上午，复旦大学傅萃
长老师详细介绍了实践活动具体方
案，温州大学张永普老师介绍了实
地考察的科学方法和注意事项，并
在现场亲自演示了科研工具的具体
使用方法，包括样方、锤子、凿子、
双头钩等。此外，老师还介绍了制
作动物样本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这天下午，同学们到达
了第一处科考地点——洞头鸽尾
礁。同学们万分珍惜这个机会，分
为三个小队，在潮间带不同区域采
集样本，观察软体动物分布情况。
有时为了采集到一个特殊样品，手
脚并用，互相协作，到达看似无法
企及的区域。为此，有的同学手磨
破了，脚磕着了，汗湿透了，衣服
扯掉了，脸上手臂上挂上了伤口。
晚上，生命学院和物质学院的同学
们相互配合，以《浙江洞头海产贝

○信息学院　燕柯宇　刘子愚　
陈彬统稿
　　四川省雅安市飞水村盛产猕
猴桃，但由于产量较低，销路不
畅，产业发展遭遇瓶颈。我校 18
名本科生组成的暑期社会实践小
分队“心桃队”于 8 月 20 日早晨
6 点左右从上海出发，奔赴四川，
殷切地希望用学得的信息科学技
术，帮助改变这个山村的现状。 
　　8 月 21 日，“心桃队”来到
了雅安碧峰峡，接受了来自扶贫
基金会为期两天的培训和十余公
里山路的“魔鬼训练”。在确保
队员们各方面都已做好充分准备
之后，“心桃队”于 8 月 23 日来
到了本次社会实践的主战场——
飞水村。与村干部们简单交接之
后，队员们立刻进入到车间，通
过动手实践来考察猕猴桃分选包
装加工流程。经过半天的紧张劳
动，队员们都已非常疲惫，但是，
仍然在晚上的总结会上踊跃发
言。会上队员们对自己所参与的
生产环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
几度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有部分
队员明日仍将去车间参与劳动，
而另一部分则去山上参与猕猴桃
的采摘工作。 
　　随后的几天，同学们上山对
村民们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的了
解。第一天，合作社开车送同学
们上山并全程陪同了整个调研过
程，收获颇丰，但是合作社的介
入仍然影响了对村民们的访谈，
因而第二天，同学们以下雨路滑
为由向合作社请了假，“偷偷”

上山了解情况。雨虽然停了，但
是山路仍然湿滑难行。面对困难，
同学们的热情丝毫未受影响。同
学们在互相的帮助下积极克服困
难，并在村民口中了解到了更为
真实的村民想法，了解了村民对
合作社的许多不满。在晚上的总
结会上，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其中有一部分直言合作
社的不足，会议最后以扶贫基金
会的领导总结结束。 
　　在飞水村的最后两日，同学
们指导了村民们如何使用电商，
同时了解了部分村民对电商相当
了解。此外，同学们还采访了村
干部以及合作社管理者，从他们
的口中了解了合作社的真实情
况，明白了村民们对合作社的意
见大多是源于其对合作社的不了
解。当晚，同学们就对几日来的
工作作了总结，并为第二天在雅
安市区关于电商扶贫的调研报告
做了准备。 
　　一清早离开飞水村，同学们
就坐上了前往雅安市区的面包
车。在雅安市总工会，同学们各
抒己见，表达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甚至还有几个同学展开了争论。
所谓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部《哈
姆雷特》，十八名同学的眼里也
仿佛有十八个飞水村，但是有一
点无疑是一致的，即同学们都怀
揣着自己对飞水村的真挚感情。
满载着这份感情以及自己从这次
社会实践学习到的心得与感悟，
8 月 29 日晨，同学们踏上了返回
上海的列车。  

专业有了更大的热情。有理由相信，
在洞头岛参与社会实践的同学们在
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会时刻
考虑如何增进民众的根本利益，让
自己所学习所从事的专业与“报国、

裕民”紧紧相连。

                

　　在洞头列岛的倒数第二天，受
台风“苏迪罗”的影响，开始刮起
大风，下起阵雨。在窗外的风雨声中，
全体师生听取洞头县海洋局领导作
有关海洋开发与保护的报告，以及
洞头县财政局领导作有关海上花园
建设规划的报告。同学们根据这几
天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感，纷纷向领
导提问，表达了对洞头未来发展的
信心的期望，也提出了一些可供参
考的建议。可惜时间有限，领导们
在做完报告后要马上奔赴抗台第一
线，为岛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受到台风影响，8 月 10 日上午
原定的返沪铁路列车各车次相继取
消，为了能够在当天返回上海，小
分队全体师生改乘由温州开向杭州
的长途巴士，计划从杭州转车返沪，
但路途一波三折，最终经努力于当
晚 6 点 15 分踏上了由杭州东开往
上海虹桥的列车，为这次社会实践
经历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队员们在摆放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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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飞水 “猕”足珍贵
——赴雅安小分队活动纪实 

在鸽尾礁

在半屏山沙滩进行科考在鸽尾礁进行科考

打渔实践出真知

早起捕鱼获丰收

科技创新利民生

洞头列岛系真情

返沪途程遇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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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一帆　生命学院
　　美国跟国内相比还是有很大
不同的，相信大家感兴趣的也是
这些新奇事物。既然是去游学，
那就先从学校的环境说起吧。伯
克利整座城市仿佛都是为大学而
生，连酒店门口都挂着加州大学
“Cal”的旗帜。美国的空气中
几乎没有杂质，由于瑞利散射，
整片天空就像镶着蓝水晶一样，
晶莹澄澈。干净的天空下有着一
座干净的校园，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每一个角落都如同在画框中
取景一样，美不胜收。关于教学
的事也不得不提一下，美国大学
按课程收费，每上一门课都是要
收费的，这点和国内不同。而且
伯克利的老师都非常专业，通过
各种方法让学生参与课堂进程。
discussion 往往是整个课程的重中
之重，而不像国内课程部分授课
老师对于讨论环节爱答不理，比
如法与社会、中通等等（仅针对
课堂效果作评价）。在我所选的
课 程 中， 每 天 早 上 Roy 会 固 定
给出半小时讨论国际时事，参与
度非常高；cooperation 的讨论环
节每天一小时，Christina 带来的
talk stick 让我印象深刻；最后的
presentation 小组成员齐心协力共
同完成，每个人都很投入，完全
不存在应付了事，可能是每个人
上课都交了钱的缘故吧。
　　衣食住行也有很多不同。吃
饭最苦恼的是看不懂菜单，所以
每顿饭都十分想去中餐馆，事实
上也的确去了不少次。如果以后
英文考试就发个菜单，绝对可行。
　　 第 二 个 周 末 去 了 Silicon 
Valley， 一 个 充 满 智 慧 的 地 方。
我们拜访了苹果总部、Google 总
部等地。如果有人对那里比较熟
悉 的 话 就 会 知 道 在 San Jose（ 念
作圣何塞）那里还有个大学，叫
Stanford，而我在去之前一直以为
Stanford 在曼哈顿 ...... 斯坦福大学
真的非常大，占地约有 35 个上科

大建成后的面积。我突然想起有
人将咱们学校比作中国斯坦福之
说，不禁莞尔。一所名人辈出的
大学才能立于世界名校之林，所
以上科大的未来不在别人，而在
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来人。
                                             
○高鸿翔　信息学院
　　虽然只有短短的 20 天，在美
国的生活和学习却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Part 1：生活
　　美国的生活节奏并没有传说
中那么快，伯克利的生活相对来
说还是比较缓慢的。给我留下印
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加州的天气，
虽然应该也是在夏天，但是一点
都没有下过雨，而且温度也是维
持在二十多度，非常宜人。学校
能够处在这样一个适宜居住的环
境无论是对于学生、老师或是研
究的人员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在伯克利期间我们主要都是
住在山上的 Guest House，虽然住
宿的条件比较一般，而且交通也
不太方便（在我看来美国的公共
交通整体都不太好），但是一个
极大的优点便是能够观赏到美丽
的景色。
　　吃的方面的确有一点不习惯，
到了美国才真的感受到中国菜是
真的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Part 2：学习 
　　来美国主要的部分自然是学
习了。美国的课堂和中国有一点
区别特别大，就是课堂里有很大
一部分是用来给学生进行讨论的。
我上的课程是电影与历史的关系，
这项课程每节课大约三个半小时，
其中两个多小时用来看电影，其
余的时间都是同学的发言和讨论，
几乎没有老师传授知识的时间。
而且相比于中国的课堂讨论时大
家都是一片沉默，美国的学生非
常积极，很乐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一个关于课程方面很大的区别
就是作业，老师布置的作业里几
乎没有太多要写的部分，但是有
很多阅读的部分，几乎每天都要
看二十多页书。这对于一个不是
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说还是有
些困难的，但是习惯了几天之后
也慢慢能够跟上了，我相信这对
于我英语阅读能力有很大的提高。
考试部分和中国有些类似，但是
题目基本上没有标准答案，大部
分都是写一些小的论文或者阐述
一下观点什么的。
　　除了课程之外，我曾经尝试
过待在图书馆里待一天，不得不
说的是伯克利的图书馆的氛围真
的是非常好，学生在图书馆里面
几乎都是在学习的，处在这种环
境之中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学习的
欲望。

○吴超　信息学院
　　马毅导师曾经和我说过：出
国交流，一个月的时间，最大的
价值，在于见识。
　　出了旧金山国际机场，我开
始探索眼前的世界。加州在我印
象中的格局，之前大体为硅谷式
的阳光明媚加上 CBD 遍地的感
觉。 而 眼 睛 告 诉 我， 这 些 都 是
stereotype。这里的山很多，连成
一片但又个性分明。这是一种全
新的活力：辽阔、狂野、沉郁、
俊秀……整个色调带给我一种难
以言表的触动。但，月是故乡明。
　　伯克利是一所依山傍海的学
校。学校里还有一座钟塔是标志
性的建筑。这带给我一种感觉，
学习就像朝圣。但是圣不是任何
教授，是真理。教堂一般的图书馆，

一进去就能感受到知识的浩瀚。
巨大的穹顶，配上不绝的翻书声，
你会感觉这里是离宇宙最近的地
方。广场上，鸽群在忙绿地寻找
食物，它们已经完全不害怕人了，
因为伯克利有它们的席位——在
这最自由的大学里。

　　 我 选 修 的 课 程， 名 字 叫
Recent World History Through 
Film。在这里，我就用一段我空
间发过的话来表达此时我内心的
情感：

今天 final exam
　　考完交卷后，慢慢回忆了这
些天来的 10 部电影，百感交集。
　　这 10 部电影，不乏有 2000
年以后的，不乏有大家之前就听
说过的，
　　但是在这里，没有成本，没
有票房，更没有 imdb，
　　这里只有 history。
　　因为课程的名字就叫 Recent 
World History Through Film，
　　Textbook 的名字叫《History 
On Film，Film On History》。
　　最深的感受，在写第二篇
paper 的时候，直到我写完 1000
多词的文章，还是感到自己依旧只
看到了Hotel Rwanda的冰山一角，
　　更何况我写的是一部很有名
的电影。
　　 回 过 头 来 反 思 了 The 
Motorcycle Dairies，其实信息量
更大。
　　很久以前，在爸爸的影响下，
喜欢上了电影。
　　看过不少博眼球的商业片，
当然也有很多感触很深的好片。

　　这么多年很多我的同学朋友
也给我推荐过许多，都是我生命
中永恒的礼物。
　　很多时候，哭过后是幸福。
　　最后的最后，当我看完这 10
部中 4 部战争主题的电影后，
　　脑海中只有一种感受：
　　生命不止，黄昏到黎明。

　　这十部中，我最喜欢《The 
Motorcycle Dairies》。为了这部电
影的 paper 作业，我看了三遍的
电影，做了四张纸的功课。然而
我觉得，还是不足以说完它的奥
义。但是触动总是最直接的，不
需要语言的，是深入骨髓的，响
彻人灵魂的。
　　直到现在，我还会在梦中，
梦见我坐在那间教室里，静静地
欣赏电影。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老
师的脸庞，和我回答问题时他对
我的鼓励。这三周的课，是我人
生中宝贵的礼物。
　　时间总是短暂的。为离别而
难过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曾
经绚烂过，就应该满足。我们都
知道这一切都会留在脑海里，留
在记忆中，绝不会轻易消逝。我
们用双脚丈量了异乡的土地，我
们用双眼刻录了这里的美景，我
们用心感受到了大洋彼岸的另一
种频率。难忘，珍重。

依山傍海  
感受知识的浩瀚

为努力创建一所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我校与国外著名大学签署学生培

养合作协议，今年暑期派出部分

首届本科生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芝加哥大学进行暑期课程学

习，他们走出国门，修读之余见

世面、长见识，可谓收获匪浅。

他们归国后，或用中文或用英语

写出各自的感受和体验，现择要

选编，以飨读者。     ——编者

学生居住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客舍

加州伯克利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杜君薇　物质学院
　The trip to UC Berkeley is the 
best experience I have ever had. 
In this summer session, I studied, 
appreciated beautiful scenery as 
well as had fun with classmates 
f rom d i f f e r en t  coun t r i e s  and 
various cultures, which made up an 
unforgettable and exciting summer 
of my first year in university.
　Having walked out of the San 
Francisco airport, the first thing that 
came into my sight was the blue sky. 
The soft and clean color made me 
forget my jet lag to be nothing. In 
the following 21 days, the fascinating 
sky accompanied us wherever we 
went.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the UC Berkeley campus. Unlike a 

traditional Chinese university, UCB 
has no gate.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campus was part of the city of 
Berkeley. Buses went straight into 
campus and people of any occupation 
could go in and out of the campus 
freely. I even saw homeless people 
sleeping beside the school buildings 
when I walked around the school. 
UCB is completely open to society.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university 
when I saw its splendid and well-
preserved ancient school buildings, 
which have witnessed history and 
have seen the development of UC 
Berkeley. I felt like wandering 
around the big campus, enjoying 
the bright sunshine, appreciating the 
old towering trees and seeing the 
students lying on the lawn or reading 
under the tree. Oh, squirrels would 
jumped out from time to time...UC 
Berkeley met all my requirements 
for a university campus.
　The other 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is the class. To be honest, I 
was not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lass 
called PACS-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at first. But there weren't 
any alternative for me in session 
E. However, it proved to be a 
good choice because of the good 
teacher and active classmates. The 
professor was a kind older woman, 
who was an expert in med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journal and final essay she asked 
us to write helped me learn a lot 
about mediation and the nationality 
issue in China. We had several 
foreign classmates coming from 

America, Switzerland, Germany, 
Japan and Yemen. We discussed 
some international topics, such as 
Tibet, death penalty, nuclear issue, 
and global warming. Talking with 
them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we 
cam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had 
different, even opposite, views on 
the same topic. Besides, they were 
patient to listen to our awkward 
spoken English and would break the 
silence in case of embarrassment. 
On the whole, the $1380 school fee 
wasn't a waste. 
　Anyway, UC Berkeley deserves 
visiting!

○陆铖楠　信息学院
　A true university should have 
a free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to break 
t h e  r ou t i n e  and  h a rmon iou s 
environment. UC Berkeley has 
all of these and the campus gives 
people a kind of satisfaction which 
makes people smile involuntarily. It 
always has blue sky, bright sunshine 
and fresh air.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you can see cute squirrels 
around campus. There are dozens 
of different libraries. Every building, 
even every plant is permeated with a 
long history. 
　What  i s  impor t an t  about  a 
un i v e r s i t y  i s  no t  how  much 
knowledge and skills it can teach 
people, its big name, or diploma, but 
its spiritual culture. You cannot see 
it or hear it but it exists anywhere 
in campus. You can feel it. During 
my three weeks in UC Berkeley, I 
think I felt and enjoyed the charm 
of UC Berkeley a little bit. During 
class, the teacher doesn't just foc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knowledge; 
she  t a lk s  abou t  in t e rna t iona l 
events with us and adds her own 
comments. Unlike classes in China, 
students here were very acti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foreign students were obvious in 
class.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lways 
patiently listened to us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 realized that a school's spirit 
can change a person magically here. 
Sometimes I feel strange to find 
myself having novel ideas every day 
and finding the courage to express 
myself in class. It may be a small 
campus but it is full of distinctive 

atmosphere.

○郑玮彤　生命学院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mention 
about  my three  weeks  a t  UC 
Berkeley is that this was the most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this year.  
Those three weeks broadened my 
horizons and enhanced my abilities 
not only in study but also in life. 
Besides, the life in Berkeley taught 
me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strangers more freely and introduced 
me to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irst and foremost, the course I 
took was the best choice I could 
have ever made.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s a social science course, 
which might  seem a l i t t le  b i t 
strange for a Science major student. 
However, this course covers a 
huge amount of knowledge which 
definitely improved my science study 
skills. It's universally considered that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s mainly 
focused on worldwide problems, 
especially on international peace 
issues. I participated in this course 
to learn more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t eventually the biggest 
improvement for me was improving 
my abilities in cooperation and 
mediation. 
　 T h e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t h e 
Professor used during the course 
r e a l l y  a t t r a c t ed  the  s tuden t s ' 
attention. When I was preparing 
for the final presentation and final 
paper, I believe I have learned more 
than the course itself gave me. It's 
rare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ogether with foreign students, from 
at least five different countries.
　Addit ional ly ,  ShanghaiTech 
students who went to UC Berkeley 
this summer got the chance to stay 
in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 
Guest House, and be able to get 
close to those famous laboratories 
on the mountain. During those 
three weeks, we also traveled to 
San Francisco on weekends and 
experienced local culture. I also 
visited Oakland, Milpitas, Fremont, 
San Jose and so on. The day before 
we returned to China, we also went 
to Stanford and NASA, and paid a 
visit to Silicon Valley. I will treasure 
the life experience in Berkeley this 
summer forever.
　 I  h a v e  t o  s a y  t h a t  i t  w a s 
wo r t hwh i l e  t o  h a v e  a  s t u dy 
experience abroad, and UC Berkeley 
is a place where I want to study 
further in the future.

○朱灏龙　生命学院
　 W i t h  t h e  e n g i n e s  r o a r i n g 
powerfully outside the tiny airplane 
cabin window, I made the first 
step of our journey, crossing the 
boundless Pacific Ocea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world.
　After more than 12 hours flying, 
we landed in the Mineta San Jose 
International Airport around noon 
local time. I was neither hungry nor 
sleepy. Instead, the only feeling I had 

was a sense of freshness and curiosity. 
I couldn't wait to start exploring on 
this new and interesting land! 
　My summer session began on 
the third day after my arrival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C Berkeley）. The course I 
enrolled in this summer was a social 
sciences course called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PACS）.
　The instructor was an elegant 
and knowledgeable older woman, 
Professor Beth Roy, a longtime 
mediator and radical therapist. Most 
of the students attending the class 
were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wiss, 
German, Vietnamese, Japanese, as 
well as some peers from China. 
Some local American students from 
UC Berkeley enrolled in this course 
as well. The course aimed at helping 
students master skill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especially med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ories of power 
and culture. Much of the learning 
was experientially based, drawing 
on media, case histories, exercises, 
class activities, group work, and 
most importantly, role playing. In 
class, we discussed a lot, tried a lot, 
experienced a lot, and explored a 
lot. Some stories of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lessons left a very deep 
impression in my mind.
　I  w i l l  n e v e r  f o r g e t  w h a t 
happen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lass, where all of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stand in a circle, 
and our kind professor called out 
severa l  keywords .  I f  anybody 
thought these words could describe 
him or herself, then they were to 
go to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This 
activity was undoubtedly a great 
way for students to get familiar 
wi th the others  in  very short 

time. And I did very quickly find 
man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y classmates and me.
　Another memorable experience 
occurred at the very end of the 
course.  The f ina l  par t  of  that 
day's class was to give 'strokes', or 
pay compliments. Our class was 
suggested to do this in an extremely 
special way, where everyone in class 
stuck a piece of paper on their back. 
Others could write down any words 
they wanted on each other's paper. 
It was quite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way to compliment each other in 
this way, because you didn't know 
who was writing what on your 
back. You could only view all the 
'strokes' you received after the entire 

process was completed. Personally, 
I did receive a lot of inspiring 

encouragement and sincere praise 
from both my peers and professor 
that day. And I would sparingly keep 
that paper with those warm and 
motivating words to memorize the 
happy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I had in the PACS course.
　Time passed so fast, and our 
summer session at UC Berkeley 
came to the end. It was the time 
for us to return to the embrace 
of China. Physically I am on the 
way to my dear motherland, but 
my days in Berkeley will never be 
erased from my mind. I enjoye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t Berkeley, 
take classes with such an excellent 
professor and pe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experience the openness 
and diverse culture of the Bay Area. 
This summer, I learned a lot and I 
harvested a lot.
　See you, Berkeley; see you, my 
days in the States!

○姚宇峰　生命学院
　Since this was my first time to 
go to America, everything was 
quite a challenge for me. Living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ountry, 
speak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all left 
me with a deep impression. The 
course I studied there called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was aimed 
at solving conflicts and finding 
mediation for problems. With the 
help of the patient professor and my 
warmhearted classmates, I overcame 
many difficulties and gained a lot 
everyday, which I reflected on in 
my daily journal. My daily journal 
was a good way to recall what 

I learned each day and help me 
to think more about my life.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was the journey to the Big C. We 
chose a wrong way to climb the 
mountain and I was frightened 
half way there. Fortunately, with 
the help of the local students, I 
got to a safe place without getting 
hurt. This frightening experience 
reminded me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litary training that we went 
through as f i r s t  year s tudents , 
which taught us how to survive 
dangerous situation. Although we 
may do well in our studies, we 
should also have a healthy body 
and a strong will to overcome the 
trouble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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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乐琛　生命学院
　　待在芝加哥的时光倒计两个
钟头的时候，我跟卢老师说：我
们再去逛一次校园吧。漫步校园，
天色恰符合我即将离去的心情，
灰灰暗暗，夹杂着凉凉的风。校
园一如我来时，静谧端庄，青葱
的常青藤缀在古朴的老哥特式教
学楼上，让我想到为这所古老的
名校不断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年轻
人，能在这里求学，真是不能更
美妙的事了。
　　这个盛夏来到芝加哥的第一
天，感官便极尽可能地伸展扩张
来享受。没有存在感的空气，洁
净清新到我觉得我的嗅觉细胞们
都舒畅地伸了个大懒腰。不再有
薄薄的面纱遮在太阳上，水泥地
反射的明亮的光线蜇得我睁不开
眼，天空蔚蓝澄澈。学校派来的
车把我们直接从机场接到了宿舍。
从宿舍顶楼窗口向东南角眺望，
满眼是绿色蔓延，低矮的民宅都
掩藏在树木之下，无法辨明踪迹。
不知是哪个夜晚，走在街上抬头
望见一轮满月，惊喜地发现，外
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圆，还大不
少，也许是空气洁净度高的关系
吧。夜晚的芝大校园被月光与草
丛中的小灯映照着，高大又神秘，
让人克制不住想从各个角度拍照
的欲望。或隐或现的萤火虫，将
一片普通不过的草坪幻化成我脑
海中精灵居住的地方。
　　从宿舍走到教学楼不过十几
分钟的路程，欧式老教学建筑进
入其中确是完完全全的现代风，
超前设计风格的橙棕相间桌椅沙
发地毯让我对它的里里外外都爱
得死心塌地。离教室不远处还有
一 个 小 Starbucks 的 吧 台 和 一 旁
坐着商讨事务的人们，画风赞到
像 是 置 身 海 报 里。 英 语 课 的 老
师 Pamela 女 士 给 我 带 来 特 别 多
的收获，带我们去了很多的 field 
trip， 有 FED 芝 加 哥 联 邦 储 蓄
银 行，CIE（Chicago Innovation 

Exchange），Booth School（类似
于我们的创管学院。但它两年学
费 20 万美元），还跟我们讲了美
国人对于大亨如洛克菲勒，国际
大 公 司 如 Mcdonald、Walmart 的
看法。布置给我们的课后任务是
给老年人作一次使用高科技产品
的 presentation 以及探索芝加哥一
个 neighborhood 的 presentation，
在这两个任务中获益颇多。我们
在课堂上的即兴表演让 Pamela 印
象深刻，再一次课后交流中她跟
我说：你们太棒了，对于中国学
生 dull 的看法完全就是偏见，中
国的学生各方面都很好，即使中
国所评价的 Average 水平都远远
超过了美国学生。在教育方面中
美要相互学习，但是也许美国要
学习的更多。在看过《我们的孩
子足够坚强吗》之后，她对英国
孩子的疯狂上课表现感到震惊，
但也承认美国学生跟英国学生比
虽然好一点但是也不好管，相比
之下我们这群中国孩子发什么讲
义都会认真阅读，布置什么任务
都会按时完成，真是太乖了。但
我还是很羡慕美国的学生，不需
要门门都与同龄人竞争到头破血
流。若是只有写作好或是只有理
科好甚至是个人能力强，都可以
进入一所很好的大学，然而在国
内就是体育不好也面临着危机。
我们的经济老师是个日本人，但
是他说着一口不能说纯正但是标
准的英语，完全不是我们所担心
的日式发音。上课他不停地写板
书，我们不停地抄板书。期间，
他会回答同学们的疑问，即使下
课后也会耐心解答，有时还会展
示一些新的经济数据，总之，就
是个很 nice 的老师。
　　芝大校园里学习氛围很好，
即使暑假期间国际交流生为主，
难以体验到芝大学生平时的学习
状 态， 但 是 食 堂 外 面 有 时 会 有
五六个人坐在一起讨论、学习讲
义，宿舍公共学习处有女生翘着

笔杆想问题。图书馆自习室的肃
静，伴着零星的键盘敲字声以及
笔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就能让浮
躁的心很快平静下来。图书馆自
习室像个大大的半个玻璃蛋壳，
透着温暖的光。图书馆的楼梯设
计成像步入溶洞的石阶，美妙异
常。图书馆往东一些就是运动中
心，帆壕和政嘉去那里游泳过好
几次，据说还有跳水台。不会游
泳的我只张望了一下，外边是环
形的有氧健身区，不少身材健美
的妹子、汉子们在跑步。食堂是
个噩梦，尽管它美得跟霍格沃茨
的长廊一样有魔法气息，但是真
的太不好吃了。在某一天，我发
现自制汉堡味道不错以后天天都
吃汉堡，说多都是泪。自助餐厅
有一个好就是不断加食物、加水
果、加饮料，不过对于天天想念
家乡小黄鱼的我，诱惑力基本为
零。值得一提的是芝大校园中的
洛克菲勒大教堂，阳光下彩色玻
璃明丽鲜亮，钟楼在中午 12 点会
准时奏起钟乐，在天空中弥漫着
神圣的乐响。
　　芝加哥依傍着密歇根湖，我
们从宿舍步行 30 分钟左右可以
到达湖岸。一回想起在湖边看到
的日落与日出的景象，就会联想
到莫奈的查令十字桥的配色，一
轮橘红衔在被稀释到近薄纱似的

彩虹色上，海鸥叫着飞落在沙滩
上觅食，深蓝的湖水平静延伸向
远方，美得难以言表。这是芝大
校园边的湖，海鸥多于人。而市
中心的湖畔沙滩，在双休日明媚
的 下 午， 一 整 个 沙 滩 及 旁 边 的
草地都是大家庭或夫妻两人在

barbeque、picnic。欢声笑语的孩
子在浅水区玩耍。我采访了其中
的一些人们，他们来自芝加哥城
不同的区域，只为来这里享受美
好的午后阳光。还有一次在千禧
年公园听免费爵士音乐会，也是
年轻的男男女女，坐在野餐毯上
谈笑，享受夜晚与音乐的浪漫。
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国内鲜有见
到。这个以忙与效率为主旋律的
年代，即使空闲了也要拼命地娱
乐、拼命地游玩。一开始我也困惑，
像芝加哥人就这样什么也不做的
虚度时光有什么意思呢。后来渐
渐感受到这样才是给身与心完全
地放松，在自然氛围中理清一些
困惑的问题，或是咀嚼一遍美好
的回忆，或只是享受与家人一起
的快乐，我开始向往这样的私人
时光。
　　芝加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
险，至少在校园里每一个街口都
有黑人警察站岗，走过时会道一
声友好的晚安。路边有亮着小蓝
灯 的 emergency phone， 还 有 警

方 提 供 umbrella coverage 服 务 可
以时刻监视需要保护的夜归人。
芝加哥大学在黑人区，没事我们
也不往南边主动深入黑人区，而
是往比较安全的北边白人区跑。
Downtown 区域一直都有直升机
在盘旋巡逻，心里还是比较有安
全感的。南北分明的芝加哥依旧
存在明显的 segregation，不像纽
约波士顿那样黑人白人都拥有着
不错的工作和较平等的的社会地
位，这应该归罪于芝加哥的一位
已故的白人市长，他禁止黑白混
住，以及一系列压迫黑人的政策，
使得这种黑白分明的现象延续至
今。芝加哥的交通系统让人不敢
恭 维， 六 十 码 的 出 租 车 跑 得 比
Metra( 城际火车 ) 和 subway 还快，
没有车经过的轨道让人以为已废
弃多时，芝加哥校园的站台是木
质的，唯一的自动售票机还坏了。
据英语老师说石油大亨洛克菲勒
买下了芝加哥城的轨道交通系统
后，就把它们扔在一边不发展，
这样市民忍不了破破烂烂的轨道
交通就只好买车用汽油，大亨就
可以笑着数起大把大把钱进账。
怎么说，和很多美国大公司一样，
这种垄断做法是聪明，但是还是
让人不满，他牺牲了人们的福利，
做着与发展相违背的事，将人们
置于一种困境以谋取钱财。资本
市场的逐利行为以及垄断的利益
最大化在美国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还有反托拉斯法来维护着社
会的相对公平与发展，而且至少
不发展还是比啥毒大米毒奶粉好
多了，这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在芝加哥感受到好多对人的
关怀。司机们的开车习惯好到让
我敬畏，只要有人在过马路，车
子一定不开。刚到那几天，没有
红绿灯的路口我们习惯性停下来
等车，车子也停下来等我们，一
开始大眼瞪小眼然后互相打手势
让对方先走，最后拗不过还是我
们先走过了马路。后来我养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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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马路都不看路的坏习惯，回国
过街请保护我！还有各种建筑的
门边都有残疾人按钮，平时我要
整个人靠上去才能顶开的门，按
下那个按钮会自动打开并保持状
态 2 分钟左右，非常的方便，当
然我只在从宿舍搬行李出去时使
用过。内心小小震动一下的是，
经济课考试前同学提出有事不能
准时到达考场后，老师就设定了
两个考试时间。还有校车可以在
任何地方拦下，一拉车上的停车
绳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下车，着实
让我们任性一把。
　　芝加哥城在 1878 年经历了
一 场 大 火，downtown 建 筑 除 了
water tower 都 葬 身 火 场， 而 我
现在看到的芝加哥城里的各种建
筑，外墙都有丑丑的但是让人安
心的火灾逃生梯，与那次灾难应
该不无关系。火灾后重建的芝加
哥市中心高楼林立，西尔斯大厦
顶着长长的白触角是世界第三高
建筑，有些萌萌哒。乘游船沿密
西西比河欣赏两岸的五种不同建
筑风格的大楼大厦群，还有丁鹏
念念不忘的蝙蝠侠站立过的黑楼，
夜幕下灯光璀璨，美不胜收。要
说芝加哥最棒的是五个博物馆：
Field Museum, Science and Industry 
Museum, Art Institute, Planetarium 
Museum 和 Shedd  Aquarium, 按照
我心目中的排名列举在这里，前
三个都花了五六个小时看还是没
有看完，留给未来的自己继续享
受。羡慕那里的小孩子，有那么
多的博物馆，提供观赏、影像以
及实践的机会来获取科普知识。
记得小时候，上海科技馆就让我
着迷到不行，要是在芝加哥真是
想天天往博物馆跑啊。
　　在机场等待过安检的过道里，
我看到一幅抽象壁画，一半蓝色
一半棕黑色，深浅不一，有大大
小小的四边形白框嵌在上面，由
棕色最深之处向四周放射白色线
条。这就是对芝加哥城最好的概
括。深色 downtown 的繁荣却不
失稳重，浅棕色的郊区宁静平和，
蓝色的密歇根湖区为城市添入明
净的活力与悠然的安适，线条由
市中心释放出，其张力调节着芝
加哥城的一呼一吸。这个盛夏在
这座动静结合到完美的美国第三
大城市的时光，会是永远留在心
中的美好。

○王一帆　信息学院
　　在芝加哥大学的暑期项目中，
我选择了 C 语言程序设计和学术
英语两门课。C 语言课程与上学
期的信息科学导论类似，老师深
入浅出地介绍了 C 语言以及一些
基本的数据结构。前两周的课程
还算轻松，而越往后随着课程的
深入，我需要去翻阅课程的参考
书才能完全搞懂课上介绍的知识。
C 语言每周都有一次 quiz，期末
有个大考。而这些考试有个共同
之处，只有使用最简单的解法才
能得满分，否则只能得部分的分
数。除了每周的作业以外，老师
会在每周的 lab 时间帮助同学利用
本周知识完成另一个小程序，这
样能更好地帮助理解课堂上的理
论。
　　英语课的老师是一位热情洋
溢的美国人。这门课的教学方式
也十分奇特，课堂并不仅限于课
内，而是能更多地从课外学到知

识。我们的评分中，两次演讲占
了很大的比重。第一次是向老年
人介绍科技产品的使用，第二次
则是介绍一个自己去过的芝加哥
社区。这就要求了我们从课外自
己去挖掘信息。尤其是第二次，
我和小伙伴来到了芝加哥最北边
的社区，采访了许多居民，从不
同的角度了解了这个由巴基斯坦
和印度人管理的社区。这门课的
作业也十分有趣，让我们更深入
地了解了芝加哥的文化和历史。
例如，去沙滩看日出，去市区采
访以及收听城市广播。
　　在这五周充实的课程中我收
获的不仅是知识，更多地则是对
知识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美国
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吧。

○秦丰伟　信息学院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have a 
study abroad experience and I was 
glad to hav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s my destination.
　What impressed me most in class 
is that the atmosphere here was 
so great. The frequ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pt 
students interested. Everyone was 
allowed to make mistakes, and 
nobody was afraid of asking or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economics class put emphasis 
on real world examples and data, 
helping us learn how economic 
theory works and giving us a big 
view of today's global economy. 
　Engl i sh  c l a s s  gave  u s  some 
opportunities to do different kinds of 
projects like teaching senior citizens 
to use hi-tech devices and explore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in Chicago. 
We were trying to use English to 
do practical things in daily life, 
rather than just learn English itself. 
This was a huge difference from 
any English class I have ever taken 
before.
　In my spare time I also had l lot 
of things to do for fun: swimming 
in the athletics center, enjoying the 
sunrise at the Lake Michigan shore, 
visiting all kinds of museums, and 
going to the Cubs baseball game. 

Our nice RA cared for us and 
arranged most of these great activities 
for us.
　My five weeks in Chicago will be 
a precious memory forever!
   
○王俏琦　生命学院
　This summer I spent five weeks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I 
want to say that I really enjoyed 
the journey. I fell in love with 
UChicago almost from first sight 
when we took the shuttle bus to 
our dormitory. The large neat 
lawn left us a great first impression. 
Then we saw those buildings – I 
can't praise their beauty enough. 
Finally, we arrived at our dorm, 
which was convenient as well as 
in good condition, with abundant 
facilities on the 1st floor.
　Speaking of  our  l i fe  in  the 
UChicago, there is nothing I could 
complain about. The location of 
our dorm made it possible for us to 
have breakfast just fifteen minutes 

after we woke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leisurely walk to class. And we 
often enjoyed playing Frisbee on 
the lawn just beside our dorm. The 
courses we took here were taught 
by excellent teachers and I learned 
a lot and also had fun learning. 
Besides, our RA was interesting and 
passionate.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activities they arranged for us.
　Our l i fe  o f f  campus  i s  a l so 
exc i t ing .  Ch icago  i s  r e a l l y  a 
lovely city with many museum 
resources, wonderful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Those events 
such as the Jazz Festival gave us 
the experience of typical American 
lifestyle. All in all, the summer 
session was great.

○周达　物质学院
　After five weeks studying in 
Uchicago, I find that Uchicago and 
ShanghaiTech have lots in common, 
such as easy class discipline and 
plenty of teamwork. But there are 
three major aspects where Uchicago 
differs a lot from ShanghaiTech: 
time usage, class atmosphere and 
public spaces. 
　Uchicago enjoys a reputation for 
its heavy courseloads. And they even 
narrow their normally ten-week-
long classes to three or five weeks 
in summer sessions. But Uchicago 
students sti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enjoy off-campus life such as going 
to a jazz concert in Millennium Park 
or going to a Cubs baseball game. 
But on the way, they will take out 
books or their Kindle to read for 
a while on the metro. That's a big 
difference from us Shanghaitech 
students. We seem to prefer staring 
at our phone screens or talking to 
each other, which is quite normal 
but wastes a lot of time. I have 
decided to buy a Kindle and start 
to read more in my spare time and 
especially the little "in between" 
times from now on.
　 T h e  c l a s s  a t m o s p h e r e  i s 
quite di f ferent as wel l .  In the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M o n e y  a n d 
Banking class that I took there 
was a girl who often interrupted 
the lecturer's speech and raised 
inspiring questions. Though it 
may be disturbing to students who 
like to closely follow lecturer's 
thoughts, I think I did learn a lot 
more thanks to her questions. The 
lecturer also enjoyed answering her 
questions and often encouraged 
her to ask more. Compared to 
her, ShanghaiTech students seem 
to ask too few questions. From 
my observation, it is not lack of 
innovation but lack of confidence 
that  causes  th i s  phenomenon. 
Oftentimes students do not dare to 
state their ideas in public.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this area.
　Last but not least, Uchicago really 
has many more public spaces than 
Shanghaitech. Right now we only 
have libraries, self-study rooms, 
and the first floor of dorm. But 
in Uchicago there are plenty of 
public spaces where we can share 

thoughts or just have fun together. 
Cafes, lawns, even corridors inside 
buildings can be great places to learn 
together. In the dorm, there are sofas 
on every floor in public spaces, some 
of which have TVs and others which 
have X-boxes. In ShanghaiTech, 
students have enough private room, 
but maybe we need some public 
spaces to meet others.
　All in all, ShanghaiTech has been 
very similar to Uchicago in many 
areas which really makes me very 
proud. I hope that the newly-
built campus will be as gorgeous as 
Uchicago's. 

○覃昕　信息学院
　On a nice summer day we flew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got our ID cards. Happily, a new 
journey of study began.
　The teachers were professional. 
The instructor of Introduction to 
Money and Banking, Mr. Kotaro 
Yoshida, knew the Macroeconomics 
textbook very well and combined it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situ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He gave me a big 
picture of how things work in this 

area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ortant 
details of how we should study it. 

Not only did we get knowledge, 
but we also learned how to look 
at question and various methods of 
deriving questions.
　During the Intensive Academic 
English class we discussed topics 
on various themes. We actively 
exchanged our ideas, switching 
teammates every round. We visited 
the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the 
Chicago Innovation Exchange, and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We talked 
to different people, listened to their 
stories, views and values. 
　Aside from wandering in the 
school, we explored the city. We 
ran into different people. We met 
UChicago students at the lakeshore, 
in outlet stores. They talked about 
their lives and views on China. 
Surprisingly, some spoke highly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y said 
'Schools in China are very good, 
just some don't have enough fame,' 
and had strong confidence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They knew a lot 
of cities in China. Many of them 

mentioned the high tuition fee they 
must pay, which made us feel truly 
lucky about ours situation. Students 
at UChicago are busy, but still they 
try a lot of things and care about a 
lot of stuff. 
　A lot of fun things happened. 
We had a nice time here with our 
friends, classmates, and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 played 
Frisbee and threw a football on the 
beach, walked alone by the river, 
and sat under the big trees in school.
I went to the UChicago Chemistry 
lab. A post-doctorate student from 
China took me on a small tour 
around the whole research center 
communicating why he came here 
and his life here.
　We went kayaking on Chicago 
River, which was fun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ed us to appreciate 
the architecture along the river.
　We met a couple from Shanghai 
who helped us when we were tried 
to buy ice cream but had no cash 
and only credit card on us.
　I appreciate the chance the school 
offered me. This is an amazing 
summer accompanied by precious 
friends. We see, we come and we 
listened. Hope we all can find a way 

to where we want to go.

○黄政嘉　信息学院
　From the moment my friends and 
I saw sunrise on the boundless lake,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lively city. We 
looked over Chicago from the sky 
deck on top of Willis Tower, had 
traditional American style BBQ with 
Ian, went shopping and ate deep-
dish pizza between the skyscrapers 
in the loop, visited museums and 
aquarium which look archaic outside 
but modern inside... It couldn't be 
more fun exploring Chicago.
　As for study, my favorite part was 
teaching elderly citizens how to use 
high-tech devices. Seeing them 
learn to send photos to their children 
was such a gratifying thing. In this 
charming campus, study became 
so interesting. It was really an 
enjoyment to study under the tree 
on the lawn or even argue on the 
beach with your friends. Five weeks 
spent here will be a lovely memory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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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学 前 军 训 掠 影 

9月 9 日至 9 月 17 日，
我 校 2015 级 本 科 生

在青浦区东方绿舟营地进
行入学前军训。这是大学
生活的第一课。军训中，
同学们滚打摸爬、风吹雨
打，积极培养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和团队合作精
神，将其带到今后各自学
习的领域“立志、成才、
报国、裕民”。这里，我
们选登部分图片，以期留
下 2015 级本科生大学生
活新起点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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