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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举行 2020 级新生开学典礼 

欢迎 13634 名新生成为大工新成员 

金秋送爽，筑梦青春。9月 29日，我校

在中心体育场举行 2020级新生开学典礼。

校领导王寒松、郭东明、姜德学、宋永

臣、朱泓、薛徽、毕明树、姚山，教育部

直属高校党建工作联络员、东北大学原党

委书记孙家学，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耿东、

王立鼎、彭孝军，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

高，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炳君，党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董国海，校长助理罗钟

铉、副总会计师冯宝军出席典礼。典礼实

况向盘锦校区直播，校长助理郭金明在盘

锦校区与新生一同收看。学校机关相关部

门、各校区及学部学院负责人，2020级全

体新生及在校生代表参加开学典礼。开学

典礼由学校办公室主任张言军主持。 

 

      

郭东明校长代表全体教职员工和海内

外校友，对 2020 级新生的到来表示诚挚的

祝贺和热烈的欢迎。他勉励新生，努力成

长为党和国家急需的一流人才，秉持家国

情怀、树立报国之志，坚持学思并重、培

养创新精神，保持奋斗姿态、涵养优秀品

格。他鼓励新生坚持守正，培养好习惯，

懂得感恩，希望新生在大工积极作为，为

祖国强大而砥砺奋斗。 

 

 

开学典礼后，“梦想启航”迎新晚会

华丽启幕，晚会以精彩的文艺表演将大工

精神与大工文化完美演绎，展现了大工学

子朝气蓬勃、胸怀家国的精神面貌，并为

2020级新生送上深情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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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东明校长带队检查指导 2020 级本科生迎新工作 

9 月 21日，郭东明校长一行来到食

堂、浴池、学生宿舍及西山生活区等地检

查指导迎新工作，与师生亲切交流，看望

慰问迎新工作人员。校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李成恩，党委常委、副校长薛徽以及

学校办公室、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保卫

部、后勤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检

查。 

 

在第五食堂，郭东明详细察看了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听取后勤处为师

生饮食提供保障和服务的应对措施，并与

学生亲切交流。郭东明表示，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形势下，后勤保障服务面对压力和

挑战，要切实加强以师生为本的理念，为

师生提供营养均衡、搭配合理、安全质优

的食品，为师生安心学习生活提供保障。

希望学生养成“珍惜粮食、厉行节约”的

好习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 

来到学生浴池，郭东明恰遇新生，悉

心询问新生入学后的感受，倾听意见和建

议。随后郭东明来到学生宿舍看望新生，

鼓励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学会独立自

主、严格自律，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

习习惯，为实现人生理想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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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东明还巧遇新生班级机械 2005班

召开第一次班会。郭东明倾听着同学们的

介绍，与同学们交流对大工的认识。他

说，各位新同学的未来就是大工的未来，

大工的明天期待着我们每一位的参与，希

望大家树立为民族振兴奋斗不息的远大理

想，在大工珍惜时光、努力学习、锻炼本

领、提升修养，为成就精彩人生奠定基

础。 

 

 

 

 

 



 

 

 
 

 “双节嘉年华”大工师生共贺国庆 同度中秋 

10 月 1 日至 8 日，学校隆重举办“双

节嘉年华”，推出十大主题 26 个活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1 周年，服务在校

师生欢度中秋佳节。10 月 1 日，校党委书

记王寒松、校长郭东明，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李成恩，党委常委、副校长薛徽参

加系列活动，与师生共贺佳节。 

上午 8 点，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升旗仪式庄重举行，为

“双节嘉年华”拉开序幕。

 

10 点 01 分，“庆国庆，1001 校园徒

步大会”正式开始，王寒松、李成恩与近

万名师生徒步打卡校园十个历史建筑，感

悟大工 71 年的发展变化，倡导加强体育教

育，健康生活的新风尚。与此同时，“国

旗红·爱国心”街区正式开放，巨幅五星

红旗垂挂大学生活动中心楼体，百余面国

旗迎风招展红云似海，来自各个学部学院

的团支部同学们，相继开展“青春告白祖

国”特别主题团日活动，用朗诵、歌声和

展演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真诚祝愿。        

 

晚上，王寒松、郭东明、薛徽及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来到西山“庆佳节”街

区，与师生共度佳节，为同学们派发月

饼，看望慰问为师生提供后勤服务保障的

工作人员。 

在综合考虑同学需求和疫情防控需要

的基础上，学校推出了户外烧烤、水果、

甜品等 40 个各类美食摊位，并面向师生免

费放送 30000 块大工定制月饼，同时诗词

大会、猜灯谜、赏月等中秋传统文化活动

也竞相开展，让师生在传统文化中品味中

秋意蕴,共度相聚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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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研共商医工结合 为人民健康提供科技支撑 

10 月 6 日下午，学校党委书记王寒松

带队赴大连市中心医院调研，坚持“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与中心医院共商医工结

合，以科技创新为人民健康提供支撑。大

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赵

作伟，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曲刚，大连市

中心医院院长袁宏、党委书记高政南共同

参加调研。 

 

王寒松表示，大工与中心医院都由中

国共产党亲手创办，与共和国同龄，自创

建之初便蕴含着独特的红色基因，双方共

商合作，深入推进医工结合有愿望、有基

础、有条件、有共识，希望实现优势互

补，推动双方事业发展，为提高大连市医

疗水平作出应有贡献。赵作伟表示，希望

在大连理工大学的鼎力支持下，中心医院

尽快成立专班，全力以赴推进双方合作，

加强前沿科学研究，为大连市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老百姓看病就

医提供更多便利。高政南表示，中心医院

将举全院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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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加快促进双方全面合作、

全方位合作，期待通过加深医工合作，实

现双方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袁宏介绍了大连市中心医院历

史沿革，发展概况。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

分别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

方面介绍了学校近年来在医工结合领域取

得的进展，双方就深入推进医工交叉合作

深入交流。会后，王寒松一行实地考察中

心医院方舱实验室、体检中心等地。 

 

 



 

 

 
 

 

郭东明校长率队赴洛阳市洽谈校地合作 

并签订共建大连理工大学洛阳研究院合作协议 

9 月 26日，郭东明校长率队访问河南

省洛阳市，与洛阳市委市政府洽谈校地合

作，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永臣，中国科

学院院士彭孝军以及技术研究开发院、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

机械工程学院、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相关负责人陪同出访。 

当天上午，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

书记李亚会见了郭东明一行。郭东明表

示，此次与洛阳开展全面合作，共建大连

理工大学洛阳研究院，是学校深度融入中

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重要举措。洛阳具有明显的产业基础和

技术优势，近年来在创新驱动以及人才引

进方面的发展规划非常清晰，我们愿意把

大连理工大学的人才优势和研究成果与洛

阳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为中部地区崛起和

洛阳工业基地振兴贡献力量。李亚也对郭

东明及大连理工大学一行到访洛阳表示了

欢迎。 

 

 

会后，在洛阳市副市长胡加彬的陪同

下，郭东明一行赴大连理工大学洛阳研究

院落地基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访问洛阳

市期间，郭东明还率队走访了河南科技大

学、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公司洛阳光电设备研究所等单

位，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全面推进校

企合作。各企业均表示将以大连理工大学

洛阳研究院的成立为契机，继续加深与学

校在各方面的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会见结束后，郭东明与李亚共同见证

了共建大连理工大学洛阳研究院合作协议

的签订，并为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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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多！经管学院 10篇案例入选“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9 月 23日，第十一届“全国百篇优秀

管理案例”评选结果正式对外发布。大连

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共有 10篇案例成功

入选“百优”，其中 6篇获评百篇优秀案

例，4篇入选百优案例微案例专项。 

经管学院历来坚持以案例研究提炼中

国本土管理理论，以案例教学培养理论与

实践能力皆备的优秀人才，在迄今为止的

十一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评选

中，经管学院每届均有优秀案例获奖入

围，获奖总数均居全国高校首位，且每一

年均获得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评选活动“最

佳组织奖”。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是中国管

理案例评选的最高奖项，被誉为全国管理

案例教学界的“奥斯卡”，自 2010年起，

每年举办一届。其承办单位中国管理案例

共享中心是 2007 年 5月在全国工商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支持下成立

的服务性和非盈利合作机构，致力于开发

中国本土原创高质量案例，推动和提高中

国管理案例教学与研究水平，工作机构设

在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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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学子荣获第六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大学生实践 

与创新作品大赛一等奖 

9 月 18日至 19

日，第六届全国高校安

全科学与工程大学生实

践与创新作品大赛决赛

在南京顺利举行。本次

大赛由公共安全科学技

术学会、全国高校安全

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委

员会主办。经过初赛筛

选、网评、现场展示、

PPT汇报答辩等多个环节的激烈竞争，学校报送的参赛作品“气瓶爆炸超压预测及实验安

全评估系统（G-C Lab）”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一等奖，化工学院李贝老师荣获“优秀指导

教师”称号。 

 

王众托院士获颁“管理科学奖特殊贡献崇敬奖” 

9 月 27日,由中国管理科学

学会举办的 2020中国管理科学大

会暨第七届管理科学奖颁奖典礼

在北京召开，大连理工大学王众

托院士与同济大学郭重庆院士、

海尔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张瑞敏

三人获得管理科学奖特殊贡献崇

敬奖。王众托院士作为大连理工

大学管理学院首任院长，是著名

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专家、我国

系统工程学科研究与学位制度创

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用毕生努力有效推动中国管理科学长远发展。 

 

 

校内动态  07 



 

 

 
 

 

 

我校与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9 月 21日，我校与国家海洋环境检测

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建设工程学

部综合实验 3号楼 307会议室举行。校党

委常委、副校长宋永臣，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主任关道明、副主任樊景凤，我校

科学技术研究院、建设工程学部以及国家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签

约仪式，会议由建设工程学部部长张弛主

持。 

 

宋永臣表示，多年来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与大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在向海洋进军、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

背景下，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等方式开展合作，有利

于双方紧紧抓住发展机遇、促进涉海学科

发展。希望以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进一

步挖掘合作潜力，将合作关系做深、将合

作体量做大。面向十四五、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在重大科研项目申报、重大成果产

出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双方互利共赢。 

关道明表示，希望我校继续发挥科研

优势和人才优势，共同参与解决国家海洋

环境生态管理中的发展难题。在当前国家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机遇面前，尽快建立

长效合作机制，打造长期、稳定、深入的

战略合作关系，重点在科学研发领域、人

才培养领域展开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永臣，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关道明分别代表双方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后，建设工程学部与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在综合实验 3号楼 307 会

议室进行座谈交流，双方就未来合作重点

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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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动态 

30+校友会！500+校友齐助力！ 

“专列”开行，持续“援梦”，新学期，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本科新生入学交通费的

“援梦专列”再次启程，为沉寂已久的大工

校园送来 2020 级新生。这是“援梦专列”

爱心项目第六年开启，让新生未入大工门，

先知大工情。 

今年，为更好地获得社会支持，“援梦专

列”项目携手“腾讯 99 公益日”，发起线上

捐赠。捐赠开启 72 小时，便获得 1400 余人

近 18 万元的暖心助力，并成功争取到腾讯

公益基金会 8000 元的配捐。开学当日，申

请的 136 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全部获助。

“援梦专列”开行六年，已资助约 1800 名

家庭经济困难本科新生顺利到校，捐赠善款

约 134 万元，满载校友关怀与期冀，温暖新

生上学路。 

 

 

传承“红色基因”，各地校友会再次成为

资助中坚。受疫情影响，许多本就不富裕的

新生家庭难上加难，入学路费给他们带来不

少负担。各地校友会急新生所急，积极响应

母校号召，广泛动员校友力量，不到半天时

间，近 30 个地方校友会便在微信群内接龙，

参与开启专属筹款通道。今年参与捐赠的校

友会数量、校友人数及捐赠额都成为历年之

最，厦门、上海、沈阳、吉林等 31 地校友会

动员各地共 533 位校友助力“援梦专列”，

其中厦门校友会捐赠过万元，为学弟学妹上

学保驾护航。 

经济“援梦”的同时，各地校友会也为

学弟学妹们送上爱的鼓励。“希望好好学习

土木工程，成为一名大国工匠，发光发热，

或者学习水利工程，解决我国的洪涝灾害问

题，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想做一名科研人员，研究疾病、解决疾病，

帮助人类向前发展。或者成为一名教师，教

会孩子们爱自己也爱这个世界。”……面对

留言板中学弟学妹们的梦想，陕西、江苏、

大连等 14 个地方校友会专门为新生录制祝

福视频，鼓励新生勇敢追梦。校友们纷纷寄

语，“梦想有彩虹，理想有蛟龙，祝学弟学妹

学业有成。”“‘援梦专列’助你们扬帆起航，

助梦之舟载你们乘风破浪，加油吧，少年大

工人！” 

六年来，“援梦专列”已成为我校校友联

通母校开展资助育人的品牌项目，有效增进

了新生对母校的归属感，也为校友反哺母校

搭建平台。校友工作处处长杨克旭表示，“刚

刚经历过疫情，广大校友们的助力格外暖心

也更具深意，希望这份大工情能在受助学子

中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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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  

日本校友会丨中秋赏月聚会圆满举办 

“花好月圆人团圆”又是一年中秋至，

又是一年月儿圆。为欢度佳节、相伴月圆，

10 月 3 号，日本校友会关西分会在大阪鹤

见绿地公园举办一年一度的中秋赏月聚会。

本次活动是疫情来袭后海外大工校友的第

一次线下活动，意义非凡。 

聚会从上午 10:00 开始，参会校友以家

庭为单位，大家一起追忆往事，一起畅谈未

来，欢声笑语间，洋溢着美好的气息，节日

氛围尤甚，印了那句“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大家将这美好的时光定格成一张一张

相片。花好月圆，校友团圆。在这阖家团圆

的中秋佳节，大工的校友们相聚于此，其情

切切，其乐融融。 

 

 

 

四川校友会丨 2020 年“双迎新”圆满举行   

2020 年 8 月 29 日下午，四川校友会举

办了 2020 年“双迎新”暨“校友讲坛”活动。为

响应国家疫情防控要求，此次活动主要在线

上开展，最终在各位校友和新生的热情支持

下，圆满举行。 
活动由大连理工大学校友工作处处长

杨克旭通过线上宣布正式开幕，副处长邬霞

为新生和校友们送上暖心祝福。大连理工大

学唐春安教授、孙长海教授分别结合自己的

最新研究向刚入学的大工新生表达了自己

的殷切教导与美好祝愿。 

同时，为了表彰新校友的付出，展现四

川校友会的精神风貌，四川校友会特为马塽、

姚建锋颁发“优秀校友工作者”奖状。 

 

活动最后，李捷校友向大家详细介绍了

“大工校友四川跑团”的详细情况与历年活

动。他提出在未来继续积极地支持母校活动，

也将组织越来越多的活动，更加紧密地发挥

团结校友的纽带作用，让大家心中的凌水情

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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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校友会 2020 新生及家长座谈会圆满举办

 

为了让 2020 级新同学以及家长能在新

生入校前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有基本的

了解，福州校友会于 2020年 9月 13日举

办了 2020级新生及家长座谈会，福州校友

会邀请了从大工毕业的新老校友为各位新

生及家长介绍大工的生活学习情况。 

 

 

陕西校友会 2020 年迎新暨校友论坛活动圆满举行

2020年 9月 20日，2020年迎新暨第

四期校友论坛在校友企业陕西昕宇表面工

程有限公司报告厅举行。活动汇集陕西校

友会老校友代表、理事会及秘书处骨干成

员、来到陕西的 2020届部分新校友代表。

本次活动由大工陕西校友会秘书长罗军锋

主持，到会嘉宾有陕西校友会名誉理事长

阎国志、理事长阮建林、新加坡校友会秘

书长李世清、学校校友工作处范芸芃等。 

活动开始后，罗军锋秘书长首先为到

场校友报告了 2019年及 2020年上半年，

陕西校友会的活动情况。同时代表陕西校

友会欢迎新校友的加入，希望新校友能尽

快融入陕西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与老校友

们一起共建校友组织，回馈母校。 

而后，阎国志、周志军、仲伟秋、赵

旭四位老校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

个人感悟和在陕职业发展的心得，并对新

校友的成长寄予厚望。 

新加坡校友会秘书长李世清上台发

言，对新一届大工陕西校友会的迎新活动

和论坛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肯定和支持，

新加坡校友会和陕西校友会同根同源，希 

 

 

望在今后各地校友会加强互动，碰撞出火

花。 

 
校友工作处范芸芃老师汇报了近期学

校校友工作开展情况，并代表学校对陕西

校友会长期以来对学校校友工作的支持表

示感谢，同时对新加入陕西校友会的校友

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陕西校友会理事长阮建林发表讲话，

对大工陕西校友会的发展给予衷心的祝福

和期望。此次活动不仅让新校友在陕西收

获了亲切的归属感，增进对陕西校友会的

了解，加快融入到陕西校友会。更是促进

了在陕校友之间的交流，让大家彼此熟

悉、增进感情，进而为以后“共叙大工

情”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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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流不息 
 

 

2020年 09月 22 日，马智良捐赠 3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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