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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1-22 日，第十一届水科
学发展论坛在我校举办。来自清华大学、
武汉大学、中科院地理所、中国水科院、
南京水科院等 6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
及辽宁省水利学会、大连市水务局等单位
和部门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开幕式上，我校副校长岳崇兴教授、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才

志教授分别致辞。
本次大会以“水资源-生态环境-经济

社会互馈关系”为中心，围绕“虚拟水、
水足迹、水资源安全与水资源承载力”“生
态环境时空演变规律与效应分析”“水文气
象灾害风险评估、预警与综合防范”“变化
环境下水资源绿色发展协调耦合关系与水
资源系统脆弱性”等 4个主题，作了 19个

报告。会议现场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
厚，收到了学术交流、共同促进的良好效
果。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促进了我
校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的对外交流，加强
了我校与国内同行的学术联系，更提升了
我校水文学及水资源研究在全国水科学领
域的影响力。 （李朝明）

本报讯 5月 13日至 14日，儿童健全人
格培养高峰论坛暨全国幼儿健全人格培养
结题研讨总结会在我校举办。我校副校长
岳崇兴、辽宁省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评定与
培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常若松、中国心理学
会发展心理专委会主任邹泓、辽宁省教育厅
学前与高中教育处处长陈宝祥出席会议。
来自美国和国内高校的知名专家、全国 15
个省 53 所幼儿园的负责人以及师生代表
300余人出席会议。开幕式由心理学院院长
胡金生主持。

会议期间共进行 4 场大会特邀报告。
报告从脑与人格的关系、人格发展的预测作
用、国家政策中关于健全人格培养的解读、

幼儿园文化建设中如何培养幼儿健全人格
等方面系统地探讨了幼儿健全人格培养的
科学研究成果和具体实施方法，为进一步明
晰健全人格培养，特别是创建儿童健全人格
培养的中国教育方案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为
参会师生未来的工作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和
实践指导。

杨丽珠教授做了全国幼儿健全人格培
养推广实验结题总结报告，围绕课题的研究
背景、目的和意义、前期准备、15个省的实证
研究、实验结果与分析等 5方面内容，对课
题组一年的工作进行概括总结。来自广西、
河南、陕西、甘肃、云南、山东等省、自治区的
6名优秀实验基地代表分别作了经验交流。

会议闭幕式和全国幼儿健全人格培养
结题总结会表彰仪式由杨丽珠教授主持。
大会对全国15个省的53所幼儿园实验基地
和负责人进行表彰。大连市现代学习科学
研究院院长王允庆对会议进行总结。

儿童健全人格发展与培养研究是我校
杨丽珠教授及其团队历经 30多年的创新性
研究成果。通过为期一年、在全国 15个省
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此次会议为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
学、学前教育学、幼儿园一线工作者提供
了学术交流和实践互动的平台，对于我国
幼儿健全人格的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王建英）

本报讯 4月 23日，我校首届“我的教
师梦”本科生普通话大赛决赛在学术报告
厅举行。副校长刘向军、教务处及各二级
学院相关负责人观摩大赛。

大赛旨在提高我校学生的教师职业
基本技能，夯实学生“三字一话”基本
功，激励广大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
实践能力。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经过各二级学院的初赛选拔，共有
来自不同学院的 19 位选手进入决赛。大
赛主要从演讲内容、语言艺术及自身素
质等多个方面考察了选手的普通话水平

及教师综合素养。
经过激烈角逐，外国语学院杜楠等 5

位选手荣获一等奖，影视艺术学院金秋等5
位选手荣获二等奖，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
院吴倩莲等9位选手荣获三等奖；6个二级
学院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大赛颁奖仪式由教务处处长苑晓杰主
持。大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陈德京对大赛进行点评，副校长刘向军
作总结发言。刘向军副校长指出，高校师
范生的质量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思
想觉悟，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

义的信念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二是专业
水平，要有扎实深厚的学科专业知识，要
把钻研本学科知识、丰富相关学科和教育
教学理论知识当成一辈子的事；三是从师
素质，要各方联动把教师基本功训练抓
细、抓常、抓长，积极引导学生提高“三
字一话”基本功。他希望我校学生通过坚
持不懈的努力，尽快提升一名优秀教师所
必备的素质和能力；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学
参与到各类大赛和活动中来，将来登上更
广阔的舞台去展示辽师大学子的风采。

（史慧）

本报讯 4月 26日，共青团辽宁
师范大学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辽宁师
范大学第二十次学生代表大会、第一
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在学术报告厅举
行。团市委副书记孙晓峰、校党委副
书记李培山、副校长岳崇兴以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大会。255名团学干
部和青年学生代表共同筹划学校团
学工作。

校团委书记冯博代表共青团辽
宁师范大学第十三届委员会作了题
为《不忘初心 求实创新 团结带领全
校团员青年在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进程中砥砺
青春逐梦远航》的工作报告；校学生
会主席何熠辉代表辽宁师范大学第
十九届学生会作了题为《坚定理想信
念踏实创新实践 团结带领全校青年
学生在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综合性大学进程中贡献青春力
量》的工作报告；研究生会主席马本
鑫代表研究生会作了题为《凝聚青春
力量，传承求真梦想，为把我校研究
生组织建设成为科学、创新、公益、高
效的团队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

团市委副书记孙晓峰代表团市委
和市学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他指出，长期以来，辽宁师范大学
团委团结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不断创
新工作机制，多项工作在大连市高校
共青团工作中起到先导性、示范性作
用，是大连市高校共青团战线出经验、
立标杆的重要阵地，历任团委书记和

全体团干部勤奋工作、勇于创新，奠定
了辽师大共青团工作的坚实基础。他
希望新一届委员会把思想引领作为团
的工作的核心任务，把服务学校中心
工作，服务青年实际需求作为团的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加强自身建
设作为团的工作的根本保障，不忘初
心，坚定信念，立足现实，牢记使命，求

真务实，开拓进取，不断开创学校团学
工作的新局面，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顺利召开。

校党委副书记李培山代表校党
委致辞。他希望各位团学代表能够
深刻理解本次大会召开的意义，深刻
理解“一学一做”、从严治团的核心要
义，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和中心工作，
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以饱满的
热情、主人翁的姿态，认真履行相关
职责，发挥好纽带作用，充分反映广
大团员青年关心、支持团学组织建设
的良好愿望，为我校的团学工作积极
进言献策。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共青团辽
宁师范大学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辽宁
师范大学第二十次学生代表大会、辽
宁师范大学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报告的决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选举产生了共青团辽宁师范大学第
十四届委员会、辽宁师范大学第二十
届学生委员会、辽宁师范大学第一届
研究生委员会。

李培山副书记致大会闭幕词。他
认为，这次大会对我校团学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今后的工
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新一届团委、
学生会、研究生会领导集体要按照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
校党委的工作部署、团代会明确的工
作安排，继承和发扬我校团学工作的
优良传统，努力建设忠诚型、学习型、
团结型、创新型、廉洁型、服务型的团
学组织。同时他对团学工作和团员青
年提出 3点希望：一是希望我校团学
工作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
做好青年学生思想引领和成长服务；
二是希望全校团学工作者更加敬业乐
业，不断提升素质和能力；三是希望全
校团员青年“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努力成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
合、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门人才。

闭幕式后，新一届团委、学生委
员会、研究生委员会分别召开了第一
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随后分别在常委会
上选举产生了书记、副书记、主席、常
务副主席等成员。

（文梁雪珊 摄影马明菲）

本报讯 4月 20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学院与日本泰克现代 （大连） 有限公司

“国际校企合作实训基地框架协议”签约仪
式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五楼会议室举
行。我校副校长刘向军、教务处处长苑晓
杰、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相关领导，日
本泰克现代（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干泻
康夫一行3人出席签约仪式。

副校长刘向军作了讲话，希望双方通
过此次合作，可以本着“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建
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让 IT日语走进

课堂；通过参与赴日选拔项目提高学生实
践能力和就业质量，为企业培养更多创新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技术人才，更好地
实现供需对接。

干泻康夫总经理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
程、企业文化及所获荣誉，表达了对双方
合作的期待，与与会人员就日语教学、课
程设置、实习实践、日企就业推荐、就业
选拔项目等进行深入探讨，并达成诸多共
识。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任永功与
干泻康夫总经理共同签署“国际校企合作

实训基地框架协议”。双方在合作中将以实
际工程为背景，通过实践和教学相结合、
专业教材和岗位标准相结合、专任教师和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相结合，实现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突出计算机工
科学科和专业建设特点。

校企合作是提升工科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计算机与信息技
术学院更加重视与企业的深度交流与合
作，持续优化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实践
应用三维互动，不断推进与行业、企业、
社会有关部门的协同育人模式。 （郭亚君）

本报讯 受省教育厅和辽宁省教育事业发展联盟委
托，我校于 4月 22日上午在黄河路校区成功举办“辽
宁省2017年高师院校师范专场联合供需洽谈会”。

本次洽谈会邀请到大连嘉汇中学、辽宁对外经贸
学院、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沈阳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大连中山高级中学、盘锦光正实验学校、抚顺德
才高级中学等省内外60余家学校，招聘单位层次分布
于高等院校、中职院校、中小学、幼儿园等，累计岗
位需求达 500多个，覆盖了师范类各主要学科。联盟
内1500余名应届师范类毕业生前来应聘。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忠德肃宁实验学
校、鞍山兰开美术高级中学等多家单位当场与毕业生
达成就业意向，累计签约学生百余人。

此次洽谈会得到了联盟高校的高度重视，积极组
织毕业生参会。校党委副书记李培山亲临现场指导，
了解招聘岗位需求与学生报名情况。各毕业年级辅导
员也来到会场，为毕业生提供现场指导和推荐。

（万军）

本报讯 4月27日，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
政府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议，隆重表彰全省各行
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我校影视艺术学院院长石竹青教授被授
予“辽宁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并参加表彰大会。

（赵丽军）
本报讯 日前，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刘畅创作的民

族管弦乐作品《神秘的香料》，在文化部艺术司支持
的中央民族乐团“青少年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中获
奖。 （李凝）

本报讯 4月27日下午，我校心理学院和北京师
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共建的“婚姻家庭与儿童青
少年心理咨询与研究东北分中心”在实验中心402
揭牌。该中心不仅可以推动我校应用心理学方向与
传统特色“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与教育”研究进一步
融合，促进心理学科回应社会重大需求和科研成果
的转化，更是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优化心理学科协
同创新机制的有益尝试。 （王建英）

本报讯 5月 4日晚，由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
主办，中央电视台承办的2017年庆祝“五四”青年节
特别节目“激扬青春梦——2017年‘五月的鲜花’全
国大中学生文艺会演”在央视一号演播大厅举行。
我校影视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015级本
科生马钰雯受邀参加演出，与来自湖南大学、山东艺
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 3名学生合作演唱了歌曲
《青春友谊圆舞曲》。 （陈阳）

本报讯 5月6日，2017年辽宁省“中羽之星杯”
全民羽毛球大奖赛暨辽宁羽毛球全运代表队（混双
青年组）选拔赛在沈阳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
我校体育学院于英教授和其2016级体育硕士（体育
教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丁伟组成的羽毛球混双组合
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亚军。 （关欣）

我校召开第十四次团代会、第二十次学代会、第一次研代会

我校举办辽宁省
高师院校师范专场
联合供需洽谈会

儿童健全人格培养高峰论坛
暨全国幼儿健全人格培养结题研讨总结会在我校举办

第十一届水科学发展论坛在我校举办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与日本泰克现代（大连）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首届“我的教师梦”本科生普通话大赛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