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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1. 我校参加首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决赛

2.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朝露琇莹”优秀毕业作品展开幕

3. 我校召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工作研讨会

4. 我校举办第四届大学生化学竞赛

我校参加首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决赛

5 月 7 日，首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决赛在余姚举行，

此次大赛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组委会共同主办。

大赛分为创意类和竞技类两大类别，创意类以“智能机器人——

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主要内容是设计开发服务日常生活的智能机器

人；竞技类以“魔方机器人——挑战极限”为主题，主要内容是设计制

作魔方机器人，综合运用机械、电子、信息和自然科学知识，实现比人

“计算”更快、“翻动”更加灵活迅速的目标。

由机械学院梁丹、梁冬泰老师指导的“移动式家庭智能微助理机器

人”，通过预赛和决赛的激烈角逐，获得决赛三等奖。该创意针对日常

家庭生活需求，综合考虑家用性、多功能、可靠性，从而设计出一款新

型多功能的智能微助理机器人。

据悉，大赛自去年 12 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国 172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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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56 支参赛队伍报名。通过预赛评审，共有来自全国 82 所高校的

165 支队伍角逐决赛。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梁冬泰 周刚毅）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朝露琇莹”优秀毕业作品展开幕

5 月 20 日上午，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2018 届“朝露琇莹”优秀

毕业作品展在宁波 117 艺术中心开幕。副校长邵千钧致辞。教务处姜

文达副处长、兄弟院校代表、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师生等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以“朝露琇莹”为主题，寓意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青年学

子如朝露般朝气蓬勃，如美玉般才德兼备。

展览分为设计学与美术学两部分，展示了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环境

设计专业、工业设计专业、产品设计专业和美术学（师范）专业的优秀

作品，体现了我院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创意能力、创业精神

的应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展览的设计部分，突出了我院服务国家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

理念，充分对接宁波制造产业发展特色，培养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优秀

人才。展览中的美术作品分为中国画、书法、篆刻、油画、综合材料等

几个部分，体现了我院为繁荣地方文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对于物

质文化需要，而培养从事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人才的理念。“朝露琇莹”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优秀毕业作品展，从即日起在117 艺术中心对公众

开放展示，展览日期将延续至 6 月 3 日。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王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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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工作研讨会

5 月 24 日下午，我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相关管理办法研讨会

在安中大楼 302 室举行。邵千钧副校长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了学校在“双一流”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与

管理办法。工程力学、通信工程、水产养殖学专业和阳明创新班负责人

分别汇报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办法与课程设置情况。教务处、国际合作

处、研究生院、外国语学院、学生处对出台管理文件、学生出国交换政

策、课程本研一体化、提升拔尖班外语水平以及学生评奖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邵校长作总结发言。他进一步明确了拔尖创新

人才的培养目标，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教务处、国际合作处、研究生院、学生处、外国语学院、机械学院、

信息学院、海洋学院、阳明学院相关负责人及所涉专业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

（教务处 张燕）

学校举办第四届大学生化学竞赛

为推动以化学学科竞赛为载体的第二课堂和第一课堂教学改革的良

性互动，扩大化学竞赛专业覆盖面，有效整合化学竞赛资源，强化竞赛

对学生实践能力、工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材化学院近期举办了宁

波大学第四届大学生化学竞赛暨浙江省第十届大学生化学竞赛选拔赛。

从 3 月份开始，学院就进行了赛事的全校总动员，希望同学们通

过比赛进一步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独立及合作精神。本届竞

赛共有来自材化学院、阳明学院、海洋学院、建工学院、医学院等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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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学参加比赛。竞赛以“化学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考核”

两个环节展开，通过笔试考试和实验技能考试，共评出获奖队伍

18支，其中一等奖 3 支、二等奖 6 支、三等奖 9 支。本次竞赛重点

考察了大学生的化学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达到选拔优秀队伍将参加今

年在我校举办的浙江省第十届大学生化学竞赛的目的。同时，竞赛指导

团队对化学竞赛暴露出的化学基础薄弱、实验操作不规范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讨。下一阶段将对参加省赛队伍进行强化训练，重点打造若干支

冲击省一等奖和省二等奖的参赛队伍。

（材化学院 魏文廷）

【简讯】

◆ 5 月 2 日，为了帮助专任教师更加充分地利用互联网技术，

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开展学生课程成绩形成性评价，医学院组织了数

字化教学平台培训会。培训会由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副主任张晓宏教授主

持。

培训会首先邀请了超星数字服务平台黄本华工程师为平台的电脑端

和手机端的使用做了充分的演示讲解。随后，刘爱明副教授为老师们介

绍数字化教学平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

（医学院 教务办）

◆ 5 月 4 日-6 日，浙江省第十五届“慧谷杯”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竞赛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选拔赛在衢州学院举行，

我院由马剑强老师带队，有 18 支队伍共 46 名学生参加了比赛。

经过现场实物评审、理论评审和答辩三个环节的激烈比拼，《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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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停车库》和《果农助手——摘取回收一体式苹果采摘器》成功入

围全国机械设计大赛。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洪松 周刚毅）

◆ 5 月 9 日下午 5-6 节，法学院在 11 号楼 217 教室组织开展

了全校 2018 年第 11 期“一院一课”公开观摩课。晒课老师为公共管

理系黄峥老师，晒课课程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学院领导、督导、

教师共 30 余人参加。

公开课后，院督导蒲一苇老师主持召开了研讨会。老师们畅所欲言，

认为黄老师上课亮点突出，讲课投入充满激情，思辨性强，注重课堂的

开放性与平等性，课堂氛围掌控很好，师生思想碰撞火花多， 同时就

教学过程中的疑惑进行了探讨。

与会老师们一致表示，通过观摩课堂教学，既促进了课堂教学水平

的提高，也加强了老师们对本科生课堂教学的重视程度。

（法学院 许璐）

◆ 5 月 10 日上午 3-4 节，金安老师代表商学院在 5-503 室举

办了学校 2018 年第十二期“一院一课”公开观摩课活动。教务处领导、

学院领导、院本科教学督导、相关专业教师、2014 年来新入职的青年

教师等 40 余位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此次公开观摩课的课程名称是《市场营销学》，该课程是工商管理

专业的学位课。本次课，金老师主要讲授的是企业产品营销策略。 金

老师运用了启发式案例教学方法，以问题为导向，注重与学生的互动，

深入浅出地为学生讲解了各相关知识点，并结合自身在企业管理中的实

际案例，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金老师授课语言表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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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流利，教学内容娴熟，注重课堂组织与管理，重点突出， 时间安排合

理，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课后，副院长周新苗老师主持了课堂经验交流研讨。院教学督导主

任徐群芳、工商管理系主任李宏宇、工商管理专业负责人朱福建等对本

次观摩课进行了点评。参加观摩活动的老师们畅所欲言，纷纷就教学过

程中的感悟与困惑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公开观摩活动充分展示了我院教师的教学风采，为青年教师提

供了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调动了教师们进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了浓厚的教学研究氛围。

（商学院 江蓉）

◆ 5 月 11 日下午，法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召开期中教学检查听课

情况反馈会。会议由本科生督导主任蒲一苇老师主持，全体本科教学督

导、授课教师及其他教师近 20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本科督导逐一对被听课程及任课老师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反馈，

内容涉及课件内容、教学互动、知识体系、课堂节奏、语音语速等方方

面面。随后，授课教师纷纷表示学院举办这样的反馈会很有意义，从中

受益匪浅，有助于自身教学能力的提升。

(法学院 张巧巧)

◆ 5 月 16 日上午，我院“专业发展专题会议”在三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副院长狄智奋主持。学院领导班子、各系（部、办）负责人

参加会议。

各专业负责人首先介绍了 2018 版培养方案修订情况，剖析了培养

目标和整个修订思路。随后，视觉传达系副主任邵良针对学院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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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推广成效，并就近二年学院承办的国际、国内大型艺术活动对社

会的影响作了详细的介绍。

最后，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名誉院长潘公凯先生做总结性的讲话。

他指出，设计学专业具有一定的共性，必须精心筛选出具体的共性课程，

统筹安排教学，并加强课外大作业训练，以提高学生掌握设计学的基础

知识和技能。潘院长还强调，美术学（师范）重点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即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讲课水平。

本次会议对我院下一步专业发展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各专业负责

人将结合潘院长的发展思路，对 2018 版培养方案进行完善，全面提高

我院人才培养质量。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王维新）

◆ 5 月 16 日下午，建工学院在学院报告厅开展了学科专业展示

月活动——院长讲坛和专业咨询。

院长讲坛由学院副院长刘干斌教授主讲，以行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为

主题向 2017 级土木建设类学生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专业培养目标。

接着，由土木工程系副主任邓岳保、营造与技术所副所长朱康武、 市

政与环境工程系主任吕文洲、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高华生分别就土

木工程、工程管理和环境工程三个专业做了详细的介绍和专业选择指导。

最后现场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咨询交流活动。此次活动有助于推动即将

进行的 2017 级专业分流工作顺利开展。

（建工学院 教务办）

◆ 5 月 16 日下午，体育学院召开运动系教学工作会议。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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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分管副院长、运动系全体成员参会。

首先，郑建岳院长就近三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竞赛成绩排名等情

况进行了汇报，并提出了接下来的工作重点。随后，会议就 2018 年运

动训练专业培养方案、高水平运动队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运动队教练员

设置与聘任实施细则、运动训练专业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参会

人员各抒已见，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体育学院 教务办）

◆ 5 月 20 日上午，信息学院在曹光彪信息楼 313 室举办了

2018年校企合作和人才培养座谈会。参加本次活动的有包括方太集团、

上汽大众宁波公司在内的 40 多家合作企业，以及学院相关领导和各系

主任。

座谈会由学院党委书记林奇凯致辞。副院长简家文介绍了学院实习

基地建设情况，校企合作代表企业浙江智轩科技分享了合作经验。 在

林书记与今年新增的10 个合作企业签订了“共建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协

议”后，与会嘉宾与学院参会人员展开了热烈交流。各合作企业对我院

实习生、毕业生工作表现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反馈，双方对校企合作工

作机制纷纷给出了建议。

（信息学院 教务办）

◆ 5 月 21 日，根据《医学院核心课程建设管理办法》（医政字

〔2016〕13 号）文件，医学院召开 2018 年度核心课程建设项目汇报

会。会议由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副主任张晓宏教授主持，海洋学院教学副

院长龚一富教授、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副院长陈柏华教授以及校院督导等

5 人担任了本次会议的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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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 2018 年度核心课程建设项目申报人、2017 年度核心课程

建设项目负责人各自进行了 15-20 分钟的立项汇报和 10-15 分钟的中

期汇报，专家分别给出了细致的点评。

这是我院第一次举办教学项目公开评审会。通过此次评审会，增强

了我院教师对教学研究改革的新思路与新方法的认识，对今后的教育教

学改革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医学院 教务办）

◆ 5 月 23 日中午，音乐学院“午后阳光·迷你音月会”校园巡

演第一站走进理学院，在理学院报告厅内给理学院师生带来了一场视听

盛宴。音乐会以孔杨君等同学带来的歌曲《体面》开场，随后其他学生

分别演唱歌剧《长征》选段《我的爱人你可听见》、歌曲《他不爱我》、

二胡合奏《赛马》等精彩节目，赢得了理学院师生的一致好评。

据悉，音乐学院“午后阳光·迷你音月会”将开启全校巡演模式，

走进各兄弟学院进行文艺交流，促进与兄弟学院的紧密联系，增进全校

师生情谊。同时，通过多场的教学实践演出让音乐学院学子不断的积累

舞台经验，将自己的专业更好地学以致用。

（音乐学院 何方方）

◆ 5 月 23 日下午在曹光彪信息楼 210 会议室，信息学院举办了

第八批青年教师助讲培养考核之教学能力测评。参加本次活动的 10 位

教师分别就图像编辑与处理-PhotoshopCS5，LED 显示技术，光电子器

件原理与应用等主题做了 10-15 分钟的试讲。学院督导和校专家现场

点评并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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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教授作为校专家做了总结。他肯定了几位青年教师为本次试讲

付出的努力。每位教师都精心准备和制作了 PPT，对讲授的内容理解透

彻。同时，他指出有的教师在语速表达、教学内容的承上启下以

及师生互动等方面还需要加强，他建议在课堂上通过观察学生的表

情等来调整讲课速度，增强互动，提升教学效果。

（信息学院 王琛）

◆ 5 月 23 日下午，音乐学院在厚德楼 408 会议室组织召开

2018届本科生音乐学专业优秀毕业论文推荐评审会议。评审委员由音乐

学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和论文答辩主席担任，经过论文抽查、投票表决最

终评选出张子晨等三位同学作为音乐学院 2018 届优秀毕业论文、王自

东老师被推选为音乐学院优秀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上报学校。

本届毕业论文答辩共有 50 名毕业生参加，音乐学院院长俞子正、

书记刘缨、副院长王蕾等教师参加了毕业论文答辩及优秀毕业论文评审

工作。

（音乐学院 何方方）

◆ 为加强优秀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国际交流学院于 5 月24

日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公开观摩课活动暨教师座谈会。我院教学部主任

朱莉老师主持本次教研活动，党总支书记孔晓虹老师、教学院长林麒老

师及多位任课教师参加活动。

本次期中教学研讨活动围绕汉伯学院派驻宁波大学的任教外籍 教

师Ashford 所开设的《电子商务》课程展开，由课堂观摩、课后评课和

教学研讨三部分组成。课堂上，外教Ashford 以抓阄分组、小组自主学

习的方式进行情境引入，令人眼前一亮。随后，外教Ashford 引导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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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进行课程讨论并展示，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课堂知识讲解， 他还巧妙

地设置了小组抢答环节，以此深化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外教

Ashford 激情澎湃，师生互动热烈，将课堂氛围迅速推向了高潮。

课堂观摩结束后，全体教职工开展课后评课环节。大家充分肯定了

外教Ashford 的热情洋溢的教学“台风”，纷纷赞扬该课的师生互动及

课堂气氛，表示会学习这种创新而富有激情的授课方式，致力于课堂改

革，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国交学院 教务办）

◆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2018 届毕业设计展教学研讨会于 5 月30

日下午在宁波市 117 艺术中心二楼举行。会议由教学副院长狄智奋主

持。

研讨会上，各专业从大学四年的课程与教学内容结构、教学方法及

教学机制入手，发现毕业设计展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今后如何进一步

做好毕业设计/创作的选题、设定目标、过程管理及作品呈现等进行深

入思考，并探讨了我院人才培养的发展现状和改善途径。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至禹教授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教育是引领而

不是跟随。一幅优秀的绘画作品，不能只依靠线条或色彩搭配的技巧来

表现，而是要有绘画的思想，“真情实感”才是艺术创作感染人的关键

所在。

（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王维新）

5 月 31 日上午第 3-4 节，建工学院王侃老师代表建工学院在1 号

楼 211 教室进行了学校 2018 年第十七期“一院一课”公开观摩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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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观摩课程为《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校院督导、副院长刘干斌、院

长助理于旭彪等二十余位老师参与了听课。课后，听课老师展开了研讨。

王侃老师的观摩课得到了在场听课教师的一致好评。他对教学内容

非常熟悉，语言表达准确清晰，知识量大，展示了其过硬的课堂教学水

平，体现了我院优秀教师的风采，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交流

机会，调动了教师们进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营造

了浓厚的教学研究氛围。

（建工学院 教务办）

� 5 月 31 日，教务处处长郑春龙、阳明学院院长卢美芬、阳明

学院副院长李慧仙等一行六人赴浙江大学调研。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副处长张良、竺可桢学院副院长张帆、

丹青学园党委副书记、学园主任翁亮参加座谈会，介绍了浙江大学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双方围绕本科人才大类培养模式及培

养方案设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本科生书院制管理体制与建制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教务处 张燕）

送：校领导、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院

长／书记、各学院教学副院长、各学院教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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