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奋 求是
创新 奉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报编辑部编辑 电子信箱押曾怎葬灶糟澡岳泽怎藻泽援藻凿怎援糟灶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国内统一刊号
悦晕猿员原园愿圆圆 辕 郧

圆园员8年 10月 10日

2018年第 19期
渊总第 875期冤
本期四版

全国第一家
中国产学合作教
育示范基地袁教育
部野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冶首批
试点高校之一袁全
国地方高校新工
科建设牵头单位袁
更是改革开放的
同龄人浴

2018 年 10
月 27日袁 我们迎
来 40 周年校庆袁
谨向关心支持学
校建设和发展的
各级领导尧各界人
士致以崇高敬意
与诚挚感谢袁向广
大校友致以亲切
问候与衷心祝福遥

40 周年华诞
是学校面向未来发
展的新起点袁 是学
校创新发展的新契
机遥 校庆期间将举
办校庆庆典大会尧
工程教育国际论
坛尧 学校办学成就
展尧校庆文艺晚会尧
校园景观雕塑揭幕
等校庆系列活动遥

全体工程大人发出邀约袁欢迎
海内外校友欢颜聚首袁追忆往昔岁
月袁再续师生情谊袁共谋未来发展遥
热切期盼社会各界朋友相聚程园浴
特此公告袁敬祈周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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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学校召开 2018年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遥 校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尧校党委书记李江袁
校党委副书记尧副校长朱晓青袁副校
长姚秀平袁 全体组员以及部分学院
院长出席会议遥 会议由姚秀平副校
长主持遥

李江书记就学校人才队伍建设
发表重要讲话遥 他首先对全校各层
面在人才工作上付出的努力表示感
谢袁表示只要人才队伍建设好了袁工
程大就有美好的明天遥他指出袁要善
于开展人才工作理论研究袁 并结合
兄弟高校的经验和做法袁 以更开阔
的视野尧 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开展各
项工作袁尤其是建设好重点尧急需发
展学科的人才队伍遥同时袁也会考虑
借助社会力量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的
步伐遥

校党委副书记尧 副校长朱晓青
在交流中谈到袁 人才工作已经取得
不错成绩袁势头也很好袁学校要会积
极鼓励和支持学院作为主体引进人
才遥副校长姚秀平在交流中谈到袁大
家都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袁 才取
得了人才工作的一些成绩遥 下一阶
段会更多考虑人才队伍的结构优

化袁更加细致地开展各项工作遥
人事处处长尧人才办主任缪行

外汇报了拟引进人才渊团队冤进展尧

校人才行动计划入选者考核和下
一阶段工作思路等议题遥 会上袁学
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积极发

言袁机械与汽车尧服装尧化工等学院
领导参与了交流遥

渊栾东庆冤

日前袁 教代会暨工代会换届工
作动员部署会在行政楼 506会议室
顺利召开遥校党委书记李江袁校党委
副书记尧工会主席史健勇袁第六届教
代会暨工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尧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尧经审委主
任尧 全体校工会委员尧 各基层党委
渊党总支冤书记尧部门工会主席参加
了会议遥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尧工会
主席史健勇主持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在会上表示袁
学校党委对本次野双代会冶换届工
作高度重视袁各级部门要认真学习
和贯彻袁熟悉流程和要求袁全面宣
传发动袁规范各环节操作袁严格按
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换届工作任
务遥 他对换届工作提出三点要求院

一要统一思想袁提高认识袁准确把
握做好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曰二要
承前启后袁把握重点袁总结好工会
工作经验尧选好配强工会机构和班
子曰三要加强领导尧明确责任袁统筹
安排依规按时完成各项换届工作遥
教代会是高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 是教职工行使民主权利尧
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
制度和基本形式袁也是校务公开的
基本载体遥 他希望通过换届大会的
召开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群团工作
会议尧党的十九大和学校第三次党
代会精神袁增强大局意识尧问题意
识和责任意识袁树立野全校一盘棋冶
思想袁努力将广大教职工对美好生
活向往和学校转型发展的有节结

合袁 把人心和力量凝聚
到学校申博和 野新三步
走冶目标上来袁以高度负
责的精神尧 严谨细致的
作风袁 确保圆满完成各
项换届工作任务遥
会上袁 校党委副书

记尧 工会主席史健勇对
教代会暨工代会换届工
作进行了动员遥 学校第
五届教代会暨工代会任
期即将届满袁 按照规定
学校教代会暨工代会应
进行换届遥 野双代会冶的
换届工作是学校和教职
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袁做好各项换届工作袁
选出新一届的野双代会冶

代表尧三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尧工会两
委委员及其领导班子袁 对于贯彻落
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袁 对实现
野新三步走冶目标和全面推进野三大
战略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校工会常务副主席柳如荣对教
代会暨工代会换届工作筹备情况及
其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讲解遥 并对
与会人员现场提出的问题作了细致
解答遥

会上袁校工会下发了叶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教代会暨工代会换届
工作手册曳袁 内容包含换届筹备工
作安排尧代表名额分配尧选举工作
时间安排与工作流程图尧选举相关
选票等遥

渊刘翠慧冤

2018年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提出

全力以赴助力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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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清晨袁 校团委在松
江校区博学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九周年升旗仪
式袁200 余名青年师生代表参加了
仪式遥

上午 7时 15分袁 英姿飒爽尧意
气风发的工程大国旗护卫队成员
迈着整齐尧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入
场遥 伴着庄严嘹亮的国歌声袁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遥 现场师生向国旗行
注目礼袁高唱国歌袁表达对伟大祖
国诞辰六十九周年的诚挚祝福遥

升旗仪式后袁团员青年参加了
在图文信息中心第四报告厅举行
的野在国旗下成长冶主题青春分享
会遥 国旗护卫队队长尚泽坤同学向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和学校国旗护
卫队共同成长经历曰机械与汽车工
程学院冯力同学分享了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国家经济尧教育尧综合国
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袁同学们无不为
祖国的繁荣强盛发出赞叹遥 在团学
干部的带领下袁 全场青年团员尧校
庆志愿者代表共同庄严宣誓院争做

优秀工程大青年袁热爱
祖国尧敢为人先尧求真
务实尧开拓创新袁在新
时代放飞青春梦想袁书
写人生华章浴

分享会后袁团委为
国庆当天生日的团员
青年代表举行了集体
生日袁并邀请他们讲述
了与祖国一同生日的
青春感言遥 在全场野生
日快乐冶 的祝福声中袁
同学们共同切开蛋糕袁
为自己送上祝福袁更为
共和国华诞喝彩遥 来自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
大一新生代表徐和云
表示院通过参与升旗仪
式的方式将个人与共
和国的生日相联系是
最进入大学以来有意义的事袁 自己
也励志要发奋学习袁 用实际行动为
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
砖加瓦遥 渊石海雄冤

教代会暨工代会换届工作开始总动员

人才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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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母 校 一 起 成 长
杜建耀

揖建校四十周年窑忆 铱

编者按院今年袁学校将迎来四十周
年校庆遥薪火传承袁继往开来遥即日起袁
本报将选登由我校离退休老教授尧老
同志撰写的纪念建校四十周年文章袁
表达对学校的深厚感情袁 再现老一辈
工程大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教师
应有的道德情怀袁 弘扬学校的优良办
学传统和卓越成就袁 激励新一代工程
大人牢记使命袁不忘初心袁为学校创建
国内一流的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
特色大学的目标努力奋斗遥

我是工程大的前身之一袁 华东纺织
工学院分院的 78 级首届管理工程专业
大学生袁现已退休遥 回想当年袁在恢复高
考后的特殊历史时期袁 我们带着一种乐
观向上的心态投入到学习生涯中遥 大家
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袁 形成了顽强
拼搏尧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袁影响了我们
的一生遥

工程大从建校初期至今袁 在困难中摸
索袁在追寻中苦干袁不断成长壮大遥 特别是
在新校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就遥 学校在办学模式尧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
形成了鲜明特色袁 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向着
更高的目标推进遥

毕业后留校成为一名高校教师遥 选择
了教师就是选择了奉献与付出袁 选择了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遥 在多年的教师工作中袁为
了能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和满足学校改革
发展的需要袁秉着在工作中学习袁在学习中
工作的理念袁主动扩展自己的知识面袁增加
自己的知识储备袁潜心钻研专业知识袁提高
自身教学和科研水平遥

在学习尧工作期间袁就规范化管理和
个性化培养方面常引发一些思考遥 教学管
理的规范化构建了平等尧合理和有序的教
学秩序袁它是人才培养的基础遥 在规范化

教学管理下要注重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
性的发展遥 野个性化培养冶是基于每个大学
生的兴趣尧潜能及优势的不同袁创新型人
才培养呼唤个性化教育遥 学生在大学期
间袁 学校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尧个
性化培养袁对学生的成人尧成才有着极其
重要作用遥 规范化教学管理与教学渊包括
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等方面冤的个性化两
方面相辅相成遥 在保证教学规章制度有效
实施的基础上应尽可能给师生留有一定
的自由度袁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师生的积极
性袁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遥 比
如袁教学计划中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选修
课程的授课方式尧教材运用尧章节分布尧课
时安排等袁应该是有所区别袁有着各自遵
循的规范和原则遥 否则袁不分基础课还是
选修课袁教师在授课中只是沿着自己的学
术方向进行袁极易在自己专长的学术研究
领域耗去大量的课时袁其结果袁虽然在课
程内容的某一个点上把学生带入了一定
的学术深度袁而许多基础内容则只能略讲
了遥 因此袁学科基础课程还是应该遵循一
定的规范遥 相对于专业选修课而言袁基础
课应该有着较严格的章节设置和课时分
配袁授课的随意度等也应该受到相对严格
一些的限制遥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降低基础
课的学术含量袁其实只要掌握基础课自身
的规律袁使课程内容的基础性与学术前沿
相互融合袁在传授学科基础理论与知识的
同时袁 给学生以学术上的启迪和引导袁仍
然可以达到相应的学术高度遥 要真正做好
这一步袁取决于我们大学教师自身的学术
素养遥 基于基础课的知识广度和学术深度
的因素袁教师往往需要付出比选修课更多
的辛勤劳动遥 总之袁规范化的管理制度袁应
体现出教师在规范可循的基础之上袁不失
自由发挥的空间遥

教学个性化的目标是培养尧发展学生
的创造力袁使之成为富有鲜明特色的创新
型人才遥 教师在具体实施时可注重以下方

面院渊1冤在教学课程安排上袁要提供更多的
选修课程袁让学生发挥各自的特长遥 渊2冤教
师要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袁通过各种途径
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找到恰当的学习方
法和形成他们特点的智力结构袁 比如袁教
师可帮助选择选修课程袁指导学生发挥自
己的特长和优势遥 渊3冤教师在教学中袁要允
许并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拔尖学生冒
出来袁而对个别学习困难的学生能针对性
地进行帮助曰可以开设适合不同需要或不
同层次与水平的课程供学生选择遥 渊4冤教
师应了解不同年级段学生特性或个性的
区别袁再根据不同的课程类型袁把握授课
内容的深度曰虽然这种特性和个性的区别
在某些年级段表现得并不明显袁但如果教
师能够予以一定的理解袁也可以使教学更
有针对性遥 渊5冤教师讲课要严谨系统袁合乎
逻辑袁因为个性的发挥前提是对相关基础
知识准确与全面的传授曰但在讲课中不乏
思想火花的不断闪光袁这样既有效地提高
了课堂教育的效果袁也能很好地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能力遥 渊6冤教师制定的教学方案中袁规定学
生每周阅读的内容和训练的主题袁然后让
学生自己收集资料尧阅读相关文献和同学
间相互讨论袁学生每周提供作业袁建立知
识讲授和学生自主学习的互动关系袁提升
学生的学习能力遥 创新能力的基础是学习
能力遥

在工程大学习尧工作了三十多年袁感受
到个人的成长进步袁 必须跟上学校发展的
步伐袁 务必要把自身发展和学校发展紧密
联系在一齐遥 回想起在工作中袁领导支持是
一种激励袁前辈指导是一种鼓励袁同事协助
是一种愉快袁学生成才是一种成就遥 当年从
新村路校区袁到仙霞路校区袁再到如今的松
江大学城校区袁 看到了母校日新月异的变
化袁也留下了我一路前行的足迹遥 母校培育
了我袁我和母校一起成长袁母校一定会再创
佳绩袁走向新的辉煌浴

志 宏 堂

堂命志宏何以因钥 冶金泰斗建功勋遥
学高身正遗风范袁 一代名师当仰钦遥

图文信息中心

巨塔恢宏堪宝库袁 理工文史溢书香遥
晨光夜露往来影袁 学子辛勤探索忙遥

大 草 坪

晨曦初照绿茵宽袁 珠露漙漙叶上闲遥
不惧寒冬和酷暑袁 一如青翠四时鲜遥

教 学 楼

阴阴草木水悠悠袁 廊道连通楼外楼遥
清脆铃声将响起袁 人潮笑语过桥头遥

体 育 馆

彩虹横亘白云间袁 羽翼飞临秀水边遥
每每两军酣战急袁 助威呐喊震河仙遥

校 园 河

三川缓缓绕园流袁 河岸连绵景不休遥
云淡镜明映万象袁 烟波雨细弄轻柔遥

行 政 楼

巍然挺立向晴空袁 波碧荫浓学府中遥
登顶指看众楼小袁 尽情一览校园风遥

化雨春光袁
恢复考场袁

名校应运育儿郎遥
挥汗勤耕袁
教学相长遥
历经风雨袁
桃李艳袁
百花香遥

拓展融双袁
龙腾松江袁

产学合作就业忙遥
一体两翼袁
展翅飞翔遥
敢为人先袁
陆海空袁
铸辉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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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火眼金睛 识破电信网络诈骗 渊三冤

编者按院近日袁公安部刑侦局公布了 48种常见电信网络诈骗手法袁其中袁使用电话的占 63.3%袁使用短信的占 14.8%袁使用网络的占 19.6%遥一人受骗袁全家受损遥老师们尧同学们袁
让我们做一个守护家人的行动派袁即日起袁我们将连续介绍一些识破骗计的方法袁帮助师生全面了解各种常见电信网络诈骗手法袁防范于未然遥

行 香子
要要要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0周年华诞

陈 莹

程园七绝
朱雪冬



沐
改
革
开
放
晨
曦
作
创
产
教
融
合
特
色
昨
昨
新
工
科
教
育
再
出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