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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之滨，巍巍学府；七秩芳华，长歌

奋进。6月 16日上午，大连理工大学在刘长

春体育馆召开建校 70 周年纪念大会。各级

领导、国内外嘉宾、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发展

的社会各界代表、国内外高校代表、海内外

校友代表和在校师生齐聚一堂，隆重集会，

纪念大连理工大学建校 70周年。 

 

 

纪念大会由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

寒松主持。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 

党组成员、原副部长朱之文,辽宁省委常委、

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辽宁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张福海,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谢

克昌,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校友谭成旭,

大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校友肖盛峰,辽宁

省委原常委、大连市委原书记、校友于学祥,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原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校友陈钢、北京

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军，哈尔

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玉，西

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杨庆山，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同济大

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杰，吉林大学党

委书记杨振斌，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华东

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校友钱旭

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院长严正明，中国航

空发动机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曹建国，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原董事长、

校友董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学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总经

理助理、科技委副主任向巧，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技术

顾问、校友范本尧，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

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黄维，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校友李华军，中国工

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教授、校友王复明，英

国卡迪夫大学校长柯林•莱尔顿，日本东京

工业大学校长益一哉，日本立命馆大学校长

仲谷善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校长科罗里•

安德烈•迪米特里耶维奇，英国莱斯特大学

副校长保罗•蒙克斯，1949 级校友、光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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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原副总编辑鲁谆，1952级校友、香港元盛

行有限公司及威佳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国怀，1952级校友、香港华尔年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庄锡年，以及辽宁省委省政府、

大连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代表，

瑞典皇家工学院、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

50余所海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和公司代表，

武汉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 50 余

所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关负责人，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财政部

驻大连监管局、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等 20 余家企事业单位和财税金融机构有关

负责人，学校现任领导、老领导、院士、离

退休教师、各届校友及师生代表出席大会。 

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

春在纪念大会前专门致信，勉励大工加快建

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校校友、原

林业部部长、天津市委原书记高德占，我校

校友、河北省委原书记叶连松，我校校友、

辽宁省委原书记闻世震专门致信，对母校致

以美好祝愿和期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辽宁省委省政府、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裘

东耀，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中国驻大阪大

使衔总领事李天然，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等 70 余家海内外高校和国内企

事业单位，致信祝贺大工建校 70周年。 

上午9时许，王寒松宣布大会正式开幕。

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全场起立，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寒松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并向一直以

来关心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发展的各级

领导、社会各界和国际友人致以谢意！王寒 

 

 

松表示，作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中国工业体

系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因新中国而生，因工业立国而兴，因科教

强国而盛，从全国重点、211 工程、985 工

程、“双一流”建设一路走来，70年为国为

民、志存高远，70年人才辈出、桃李芬芳，

70年矢志创新、硕果累累，70年纳川成海、

勇立潮头。 

 

王寒松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

大学，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和国家

的使命重托，是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是全

体大工人的初心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践行“四个服

务”，立德树人，奋进新时代正当其时；砥

砺初心，肩负使命，建设一流大学正当其时；

天辽地宁、根深叶茂，服务东北振兴正当其

时；海纳百川，融通中外，共建“一带一路”

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当其时。大工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

实际行动，为伟大的新时代共同礼赞，为伟

大的祖国共同祝福，为大连理工大学美好的

明天共同歌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

记谭作钧代表大连市委、市政府讲话。谭作

钧表示，大连理工大学诞生于率先解放的大

连，从此，大工与大连开始了守望相助、携

手发展的光辉历程。回望 70 年峥嵘岁月，

大工始终扎根大连，服务国家，聚焦事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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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化科技供给，坚持立德树人、打造栋

梁之才，先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

锻造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

创造了中国科学史上多项“第一”，在新中

国建设发展史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进

入新时代，大连理工大学深入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已跻身世界一流

大学 A 类建设高校序列，是海内外公认的

“工程师的摇篮”。  

 

谭作钧希望大连理工大学继续发挥高

端人才荟萃、创新资源富集的优势，积极融

入大连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着眼大连振兴发

展需要，围绕科技重点发展领域和产业转型

升级核心技术需求，加强创新研发平台建设，

加强基础应用研究，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推

进产学研用融合发展。大连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大工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大

连有信心、有决心，与大工一道，携手共建

协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继续谱写初心不改、

“连理”情深的时代华章。 

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张福海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讲话。

张福海表示，70年来，大连理工大学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

勇担兴校强国重任，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数十

万栋梁之才，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和辽宁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70年来，坚持扎

根辽宁、服务辽宁，三分之一左右的毕业生

立足辽沈大地建功立业，成为各领域的中坚

力量；一大批专家学者投身于辽宁科技创新，

为培育壮大新动能提供关键性科技支撑；一

大批科技成果在辽宁落地转化，有力推动了

辽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张福海希望大连理工大学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人才强校战略，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快传统工科升级

改造，面向新型业态培育壮大新动能，在突

出办学特色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张福海

表示，辽宁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大连理

工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期待大工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担当作为、奋

发有为，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郭

东明以"不忘初心 矢志一流"为题致辞，回

顾了大连理工大学 70 年栉风沐雨、砥砺奋

进的发展历程。他表示，70年来，大工始终

坚持以党和国家需要为奋进方向，推动事业

不断实现跨越发展;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培养党和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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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教兴国，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

始终坚持开放办学，在世界舞台、国际坐标

中谋发展；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郭东明表示，从诞生之日起，大工就在

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自强

不息，艰苦奋斗，勇开风气之先，仅用十一

年便跻身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改革开

放后，大工积极贯彻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

略，以贡献求支持，以创新促发展，进入国

家“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行列，为

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奠定了

基础；进入新时代，大工践行“四个服务”，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形成“一校两地三区”的办学格局，勇担服

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的历史使命，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开启一流大学建设新征程。 

郭东明强调，70 年来，大工为党和国家

培养了 25 万余名优秀人才，广大校友建功

立业于祖国大地，汇聚成了大工今日的无上

荣光；70年来，大工以科技供给服务国家发

展建设从未间断，进入新时代，大工人在长

征五号火箭、C919 大飞机、港珠澳大桥等

“国之重器”研发和“大国工程”建设中

均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不断为辽宁工程建

设贡献力量，不断以创新驱动助推辽宁振兴， 

 

 

不断以教育供给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布局，以

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大工人的担当；70年

来，大工在开放办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今天，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朋友圈”不断壮大，

携手世界一流大学联合培养一流人才之路

走得更实，国际学术声誉显著提升；70年来，

伴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征程，红色基因在大工不断传承、内涵

不断丰富，红色基因是激励大工人不懈奋进，

实现栋梁辈出、贡献卓著的精神力量。 

大工 70 年的办学成就，是一代代大工

人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

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郭东明代表大连理工

大学向关心、支持、参与大工改革发展的人

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七秩大工，风华正茂；面向未来，矢志

一流！郭东明强调，大工要坚决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要求，把“四个服

务”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方向，汇聚力

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一流学府，育

天下英才，不断续写新的辉煌，为建设高等

教育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英国卡迪夫大学校长柯林•莱尔顿

（Colin Riordan）代表国外大学致辞。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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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莱尔顿（Colin Riordan）表示，大连理

工大学国际交流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跨

国合作历史之悠久，无不令人赞叹，卡迪夫

大学很高兴能够参与其中。1987年，卡迪夫

首次到大连进行学术访问，此后，两所大学

的教研人员多年来保持定期互动，在诸多领

域开展紧密合作，利用两校世界领先的专业

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对中英两国都具有真正

战略意义的领域，其中大连理工大学-卡迪

夫大学智能工程中心已成为“一带一路”

倡议下国际合作的典范。他对大连理工大学

多年来在国际合作中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期待两校未来的合作与交往取得进一步成

功。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玉代表兄弟院校致辞。周玉表示，大连理

工大学是新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的一个

代表，是一所有着光荣办学历史的红色学府，

始终以党和国家的事业需要为前进方向；是

一所勇担时代使命的创新学府，结出累累硕

果，在推动人类科技进步上颇有建树；是一

所底蕴厚重的文化学府，特色鲜明的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多年来，大连理工大学与哈尔

滨工业大学守望相助，紧密交流，建立如兄

弟般的深厚情谊。面向未来，希望携手同行、

共同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彭孝军代表教师发言。他感谢母校的

培养，并表示在大工的 41 年里，自己的每

一步成长都与大工密不可分，恩师们传道授

业解惑，不但教会他为学为人，更让他毅然

选择留校任教，始终把开展高水平学术研究

作为基本前提，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

根本任务，始终把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

路人的责任扛在肩上。未来将继续和全体教

职员工一道，牢记自身使命，履行大学职能，

为早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远大目标，

交出无愧于历史的满意答卷，为中国民族伟

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校水利 1978 级校友、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起涛代表

校友发言，他表示感恩母校的培养、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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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以及同学和校友的支持，感怀时代之幸、

时代之进、时代之变，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

所作为，自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开拓者、

奉献者”。刘起涛寄语学弟学妹，要坚守初

心，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创新求变，做新时

代的开拓者；永葆斗志，做新时代的奉献者；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培养过硬的本领，

以价值创造和真诚奉献回报母校、回报社会、

回报伟大祖国！ 

 

能源与动力学院博士生蒋博代表在校

生发言，他表示，大工以其崇高与博大，为

他埋下了一颗科研报国的种子，赋予了他向

上生长的力量，未来将与新时代的大工人一

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接力

跑中跑出好成绩，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

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

光彩。 

 

 

 

 

大会还举行了大连理工大学第二届功

勋教师、第三届杰出校友、2018校友年度人

物颁奖仪式，表彰为大连理工大学的建设和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表彰为党和国家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校友，表彰事业发

展成绩突出、为母校发展贡献力量的优秀校

友，激励新一代大工人奋发进取，践行“四

个服务”历史使命。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姜德

学宣读表彰名单并主持颁奖仪式，学校领导

和嘉宾为获奖者颁奖。 

 

 

 

在全体合唱《大连理工大学校歌》的歌

声中，大连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年纪念大会

胜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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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大连理工大学举办世界大

学校长论坛。作为 7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

一，来自世界各地 70 余个高校和企业代表

出席，包括东京工业大学、大阪大学、瑞典

皇家工学院、卡迪夫大学、莱斯特大学、同

济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天津大学、台

湾清华大学等多所海内外知名大学校长及

世界知名学者，近两百人齐聚一堂，聚焦当

今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议题，展开学术

交流，共同探寻高等教育发展新模式和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新路径。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首席领事杉田雅

彦（Sugita Masahiko），辽宁省人民政府外

事（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刘天雨，大连 

 

 

理工大学校领导郭东明院士、贾振元、朱泓，

校长助理罗钟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校长

郭东明院士主持。 

 

开幕式上，罗钟铉介绍大连理工大学整

体情况，国际化战略和相关政策。 

 

开幕式后，中外大学校长代表围绕“大

学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大学产学研

合作的思考”、“大学联合培养国际化一流

人才”的主题作主旨报告。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院士发表题

为“中外一流大学精英人才‘同窗友情’ 

 

大连理工大学举办世界大学校长论坛 

 汇聚中外专家智慧 探寻人才培养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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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计划”（以下简称“同窗计划”）的主

旨发言。他表示，让学生在互派留学中增进

理解互信，厚植同窗友情，是新时代赋予中

外高校的共同责任，希望依托我校对外交流

资源与优势，把大工打造成为与国外一流大

学理、工、管精英人才联合培养的开拓者，

为中外友好、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世界一流大

学应有的贡献。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发表题为

“新工科：行动、进展与方案”的主旨发言，

介绍了该校的新工科建设方案（即“天大方

案”）。该方案以立德树人统领培养全过程，

建设开放和跨界融合的中国特色新文理教

育与多学科交叉工程教育，形成高度关联、

贯通融合、持续创新的新工科教育体系。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校长科罗里·安德

烈·迪米特里耶维奇（Andrei Karol）发表

题为“大学体制改革理念”的主旨发言，从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认知方式、教育方式的影

响，对比了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别。 

 

英国卡迪夫大学校长柯林·莱尔顿

（Colin Riordan）发表题为“关于中外大

学校企合作模式的思考”的主旨发言，重点

探讨了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介绍了卡迪夫大

学的经验。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发表题为“同舟共

济 中外大学联合培养国际化一流人才”的

主旨发言，提出要进一步扩大中外大学间人

才培养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国际化培养

质量保障和评估体系建设，以国际化人才培

养为基础，建立全方位的国际化合作网络。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校长益一哉（Kazuya 

Masu）发表题为“国际一流人才联合培养”

的主旨发言，表示多元化催生创造力，希望

有更多师生能参与到国际交流中并从中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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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设置了三场平行分论坛，与会

校长与学者们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校史馆，

了解学校办学历史和建设发展成就，并受

邀参加建校 70周年纪念大会。同时，嘉宾

听取了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高级顾问冲

村宪树（Kazuki Okimura）作的樱花科技

计划介绍。 

本次论坛汇聚了中外专家智慧，有助

于加强高校间的交流互鉴，更好发挥大学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同

时也增进了国内外同行对我校发展的了解

和认可。 

学校举办校庆嘉年华暨十一届校庆嘉年华 

 

值此学校纪念建校 70 周年之际，

6 月 16 日，我校校庆嘉年华暨第十一

届校园嘉年华盛大启幕。党委书记王

寒松，校长郭东明，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李成恩，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丹，

党委常委、副校长薛徽在相关部门负

责人的陪同下，与广大师生一同感受

缤纷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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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嘉年华以“七彩大工·梦想校园”

为主题，共分“传承·大工人”、“创

造·大工人”、“出彩·大工人”、“青

春·大工人”、“幸福·大工人”五大版块

十余个主题街区，全景展示了我校七十年建

设成就和校园文化。 

 

上午 10:30，音乐喷泉处，70对伉俪校

友携手返校，讲述了他们与大工的连理故事，

为母校送上诚挚祝福。校领导与伉俪代表互

赠礼品，与全体伉俪合影留念。 

“创造·大工人”版块展示了我校两

地三区学部（院）最新科研成果以及学生创

新创业优秀作品，水下机器人、三维扫描仪、

无动力气窗、智能小车、3D现场 DIY……科

技与趣味兼具，吸引了不少当地市民带着孩

子前来参观。 

往日的西山一条街在嘉年华这天变身 

 

 

“饕餮天街”，是“幸福·大工人”版块的

主场，网红冰淇淋、烤鱿鱼、炸串、焖子、

水果捞等各色美食令人流连忘返。位于福佳

足球场的校庆大蛋糕长 7.6米，宽 2.44米，

最大高度 2.8米，可供万余人共同享用。下

午两点，校领导切开校庆大蛋糕，并将蛋糕

一一发给排队等候的师生。彼时，排队领取

蛋糕的师生已将福佳足球场围了整整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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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大工人”版块展示了各院系

发展历程、学校重要历史节点，红色基因主

题文化作品、专项社会实践以及“青马工程”

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大工人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基因的深刻理解，以

及做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心与信

念。现场还设置了理论擂台赛，吸引了许多

学生驻足。 

 

“出彩·大工人”版块展示了我校本

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成果，以及教务处、图书

馆等学校职能部处、直属单位工作成果。在

由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哈萨克族、

藏族、壮族等学生搭建的展位处，展示了各

少数民族的特色物件与美食，他们特色的民

族服饰与热情为校园增添了一抹和谐亮色。 

 

 

 

少数民族展位一侧，是由 2019 届毕业生照

片拼成的巨型展板，毕业生们纷纷上前寻找

自己的照片并合影留念。 

 

70 余个学生社团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

本领，街舞表演、吉他演出、糖画、双截棍

表演、现场桌游、桌球以及一系列互动小游

戏，尽显“青春·大工人”风采。此外，此

次嘉年华设三处舞台，文艺节目不间断，学

生社团专场表演、研究生歌手大赛、大工力

量专场音乐会等特色舞台活动令人目不暇

接。从科研成果秀场到美食盛宴，从缤纷社

团到活力舞台，从青年学生到新时代建设者，

嘉年华充分展现出大工七十年的建设成果、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以及大工人昂扬向上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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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 70 周年纪念晚会《同心·同行》激荡校园

 

6 月 16日晚，美丽的大工校园异彩纷

呈，在校师生与新老校友们济济一堂，欢

声笑语不断，共襄母校 70华诞。 

中心体育场，华灯初上，晚风清爽宜

人，学校领导、来宾、各届校友、广大师

生、离退休职工共同观看了 70周年校庆纪

念晚会《同心·同行》。100架无人机编队

伴随着清脆的童声校歌冉冉升起，一个巨

大的校徽瞬间闪亮夜空，全场欢呼，晚会

开幕。 

 

风雨兼程 70 载，不忘初心。晚会分为

“ 忆 · 不 忘 心 ”“ 念 · 绿 叶 对 根 的

意”“梦·我们的新时代”三大篇章，在第

一篇章中，开场节目《启航》带领观众重温

学校建校初心，将大工始终与祖国同呼吸、

共命运的发展历程铺陈开来。《共建主楼》

《奋斗的足迹》《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三

个节目带领观众追忆大工“红色校史”，再

现大工人“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奋斗历

程，情景交融中传递大工红色基因的精神力

量。歌曲组合《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

唱响大工人永远跟党走和为祖国无悔奋斗

的心声，团结一致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

大学的征程早已启航，大工人兴校强国的志

向代代传承。 

 

春风化雨 70 载，情牵万千。这里有风

华正茂时挥斥方遒的青春回忆，有给予启迪、

赋予智慧的恩师，有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遇

到的一段感情。《回家》《连理 70年》《绿

叶对根的情意》，饱含着五湖四海的学子对

母校久远深长的思念、对母校给予美好际遇

的感恩、对恩师谆谆教诲的感谢。饮水思源，

校友们带着厚植于学校底蕴的家国情怀投

身国家建设，在各行各业创造《新的天地》。

“你是我筑梦路上最美的太阳”，歌曲联唱

让校友们在熟悉的旋律中回首青春岁月，虽

走过千里万里，金珠璀璨般的花样年华历历

在目，报国荣校的行动誓言长记心中。 

 

 

与国同行 70 载，继往开来。一座座标

志性建筑拔地而起、一处处树繁叶茂花艳草

绿的新景观围绕校园，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懈

努力和奋斗，学校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母校要闻  12 



 

 

 

 

《玉兰花开》，逢盛世绽放。中流击水，奋

楫者进。在《我们的新时代》，大工人以践

行“四个服务”作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新时

代表达，胸怀《天下一家》之志，在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砥砺奋进。“学在大工、

创新在大工”，新时代大工学子仍是《青春

追梦人》，《选择》奉献、忠诚、热忱、自

强、挑战，“让血脉中的红色基因迸发无穷

力量，让青春之花在每一个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绽放”的壮志豪情 70年来从未改变。《我

爱你大工，我爱你中国》，晚会高潮时同学

们奋力起舞，颂歌大工改革创新、继往开来

的奋斗步伐，全场同祝大工生日快乐、祖国

繁荣昌盛。 

本次晚会是纪念大连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师生和校友 

 

 

 

 

 

 

 

 

 

 

用形式丰富、寓意深刻的节目，以情感和故

事两条主线艺术地展示了大工 70 年辉煌征

程，凝聚师生校友们心中共同的大工情怀，

抒发大工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与祖

国改革发展同频共振、与新时代同步奋进的

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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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荣誉

 

近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全国高

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2012-2018）”，

大连理工大学以获奖数量 101项、获奖总分

94.63分的成绩高居全国高校第二。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涵盖

2012-2018年度举办的 39个教师竞赛项目，

涉及 900 多所本科院校，数据量 19060 条。

竞赛包括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水利

类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全国高等学校物

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全国高等学

校青年教师电子技术基础、电子线路课程授

课竞赛、“外研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

赛等。该项目自 2017 年 2 月启动以来，共

发布两次竞赛评估结果，大连理工大学排名

均高居全国高校第二。 

全面提高高等学校教师质量，建设一支

高素质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是当前我国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教师教学竞赛在

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坚持“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的重要手段。我校教师教

学全发展中心本着“以赛代训、以赛促练、

赛评结合、发展教学”的原则，组织开展教

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以及教学创新大赛，搭建

教师交流教学经验、展示教学风采、提升教

学水平、促进教学发展的平台，引领教师树

立“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改变

传统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运用现代教

育技术，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青

年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工作，通过讲课竞赛相

互切磋、共同进步。一批批优秀的“教学之

星”脱颖而出，从学校走向全国，充分展示

出我校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风采，为

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坚

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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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学子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辽宁赛区斩获两项特等奖

6 月 7日-9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

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九届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以下简称三创赛）辽宁赛区总决赛

在东北财经大学隆重举行。此次竞赛共有省

内 43所高校参加，3000余支团队提交作品，

共动员了两万余名在校学生，三百余支队伍

参加了此次省赛的现场赛，我校两个项目获

得特等奖。 

 

经过激烈角逐，我校“‘一亩茶园’互

联网+新农业”项目和“AdChain-基于区块

链和大数据的创意广告一站式服务平台”

项目荣获辽宁省赛区特等奖。另有四支团队

荣获辽宁省赛区二等奖，一支团队荣获三等

奖。“‘一亩茶园’互联网+新农业”项目

是一个场景式体验电商平台，作为互联网+

新农业认购项目，强调 F2C从源头到个人的

场景式体验，旨在打造属于顾客的专属茶园。

“AdChain”项目通过全流程的服务，为小

微企业提供文创贷款服务，将企业需求与设

计创意直接对接，提高了文创广告的质量，

同时提供区块链版权保护与过程确权机制，

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保障，整体上形成了一

个互惠互利的广告创新生态线与金融支持 

平台。 

 

我校第九届三创赛工作于 2019 年 3 月

正式启动，围绕本届大赛，创新创业学院积

极组织学生开展了为期6周的创业理论与实

践应用培训，来自全校各院系的 150余位本

科生参与了相关培训学习，接受赛前指导，

学生的就业意识、创业技能及创业实践应用

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校级选拔赛于今年 5

月在我校创新创业学院举办，共 39 支队伍

参与了校级初选的激烈角逐，最终 8支团队

脱颖而出，代表我校参加省级决赛。 

三创赛是面向全国高校（含港澳台地区）

举办的大学生实践与技能综合性竞赛项目，

是教育部、财政部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重点支持项目，获得高

教司、商务部、科技部、团中央等多个部委

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以及广大事业单位的积

极响应。此次三创赛旨在深化培养大学生对

于创新实践与创业能力的认知和了解，提升

大学生网络商务运用水平，建立起高校教学

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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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 26 个专业入选辽宁省第二批一流本科示范专业 

 

 

6 月 21 日，辽宁省教育厅公布了辽宁

省普通高等学校第二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

专业 294个，我校 26个本科专业成功入选。

这是继去年我校 22 个专业入选辽宁省首批

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之后，我校入选的专

业数量再次位居辽宁省各高校之首，在辽宁

省内各高校中遥遥领先。截至目前，全省共

评选省级一流专业 447 个，我校入选辽宁省

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的数量已达 48 个，

占我校本科招生专业总数的 60%以上，涵盖

理、工、经、管、文、艺术等学科门类，这

既是我校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专业

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也凸显了我校已经形成

以理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良好专业布

局，有力地支撑了学校一流大学和一流本科

建设。当前，教育部正在实施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双万计划”，将在 2019-2021年，建

设 1万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 1万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本次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申报圆满完成后，学校还将紧锣密

鼓地组织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申 

 

 

 

 

 

 

报工作，力争通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以

优异的成绩为学校建校 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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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6 月 11日上午，在 70周年校庆之际，

大连理工大学大数据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在主楼第二报告厅举行。党委常委、

副校长姚山，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巡视员王

向阳出席仪式并致辞，研究中心发起人王众

托院士,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科学技

术研究院、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经济管

理学院、软件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师生代表参加仪式。 

 

姚山向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中国工

程院院士陈晓红（荣莉莉教代），中国科学

院大学石勇教授（王建军教授代），哈尔滨

工业大学叶强教授，清华大学陈国青教授

（李文立教授代），东北财经大学唐加福教

授，大连理工大学党延忠教授、胡祥培教授、

张强教授（杨志豪教授代）颁发研究中心学

术委员会委员聘任证书。 

姚山在致辞中表示，学校成立大数据与

智能决策研究中心是响应国家及地方在大 

数据、人工智能与智能决策研究领域重大发

展需求的重要举措，研究中心的建设将进一

步促进我校优势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大数据

新兴学科的建设及“新工科”发展。 

 

王向阳表示，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工作，将为研究中心开展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相关科技创新工作提供支持和保

障。 

为推动我校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前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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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大数据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揭牌 



 

 

 

新、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需求的能力、促进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

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2019年 1月，学校成

立大数据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开展大数据

与智能决策交叉学科重大项目研究，分为智

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环保、

智能交通、智能商务、经济安全、科技创新

八个课题组，首期投入 1000万元。 

 

 

 

 

 

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郭崇

慧作中心简介，杨善林院士、叶强教授作主

题报告。随后召开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 

  

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选手巡讲系列活动 

（辽宁大连站）在我校举行 

 
6 月 19 日上午，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

会主办、辽宁省教科文卫体工会承办、大连

市教育科研文化工会和我校协办的全国高

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选手巡讲系列活

动（辽宁大连站）在国际会议中心报告厅举

行。我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姜德学，中国教科

文卫体工会副主席钱磊、辽宁省教科文卫体

工会主席滕丽波、大连市总工会副主席赵宏

出席启动仪式。来自大连各高校的 300多名

教师参加活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教育工

作部部长刘飞主持活动。 

 

钱磊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教科文卫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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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连续举办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旨在引导广大高校和教师重视教学、热

爱教学、研究教学，不断增强教学能力，提

升教学水平，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希望大家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锤炼师德、塑造

良好师风，进一步磨砺技艺、提高教学能力，

争做“四有好老师”，追逐伟大“教育梦”。 

滕丽波在致辞中表示，宣讲团成员既有

厚实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为辽宁高校广大教师树立了新的标杆。全省

高校教师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学习、努力钻

研，不断提高教学技能和综合素质。各级教

工委和工会要关心重视青年教师工作，支持

青年教师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 

赵宏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参加活动的高

校教师们抓住此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向全国

教学竞赛的优胜者对标看齐，切实提高师德

师风和教学水平，共同推动学校教学科研水

平进一步提升，为大连市教学科研工作的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活动期间，2018年全国高

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清华大

学副教授彭建敏、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储继

迅、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韩志引，二等 

 

 

奖获得者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常葆荣，分别

讲授了获奖示范课，并围绕教育理念、教学

方法、教案设计、课堂互动等方面分享了成

功经验。清华大学工会主席助理冀静平介绍

了清华大学开展教学竞赛活动、团队辅导等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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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动态 

 

七秩芳华 雁归大工 “家·年华”校友返校日圆满举行

弦歌七秩时，静候儿女归。6月 15日、

16日，我校 2019年校庆校友返校日如期举

行。本次返校日以“家·年华”为主题，围

绕“薪火七秩，教泽八方”返校签名仪式、

“连理·我们的故事”70 对校友伉俪返校

活动、“恰同学少年”校友学位服及微景观

留念、“书香七十载，桃李满盈门”图书馆

开放日、“知校史，感校情，树远志”校史

馆开放日、“舌尖上的记忆”食堂怀旧午餐、

“欢歌起，雁归来”学部（学院）特色活动，

“我为母校发红包”校庆捐赠活动以及

“校庆杯”系列体育比赛展开。活动当天，

8000余名海内外校友重回母校，欢庆母校七

十华诞，共忆凌水同窗情谊。 

 

 

 

 

16日上午 10:38分，“连理·我们的故

事”70 对校友伉俪返校活动在音乐喷泉南

侧的草坪上如期举行。当熟悉的校歌响起，

70 对大工伉俪共同携手登上舞台。他们中，

有建国初始即相守一生的耄耋伉俪，也有和

谐发展年代携手共进的年轻夫妻。7对伉俪

代表为我们讲述了从校服到礼服的浪漫，用

他们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大工人与国连理勇

担重任、与校连理同心同行、与尔连理携手

一生的大工品格。活动由我校教师伉俪代表，

05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校友赵玉鹏和 05

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校友李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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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级土木系校友范素兰和 56级土木系

校友张廷芳在大工相识相恋，毕业后一同留

校任教，在大工土木系讲台上携手耕耘了大

半辈子，连理彼此，连理大工。62级无机物

工学专业校友苏绍云和 63 级自动控制专业

校友楚瑞芬伉俪动情地说到，“缘分让我们

一同走进大工，成为夫妻。毕业后，一起来

到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携手并肩，为国家建

设做贡献。”14级城乡规划专业校友冯帆和

14 级安全工程专业校友张师哲告诉我们，

“感谢母校让我们遇见彼此，连理携手，努

力追梦，四年时光，初心永恒。我们相信，

我们和母校的明天都会更好。” 

 

活动的最后，伉俪代表为母校赠送《连

理故事》画册，感恩母校培养，记录连理美

好。毕明树副校长为伉俪代表送上连理对戒，

祝福他们相亲相爱，连理一生。 

在音乐喷泉广场，校友工作处特设校友 

 

 

 

接待展位，为前来报道的校友发放校庆“大

礼包”，包括校庆定制文化衫、手提袋、《返

校校友服务指南》、免费午餐券和《校友通

讯》杂志，让校友们第一时间感受到“家”

的温暖。特色互动礼品《Duter Go》小游戏

明信片，让校友们在轻松的游戏过后温校史、

忆青春。《大工校友双创联盟》宣传册，则

向校友们介绍了校友工作处服务校友创新

创业的各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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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恰同学少年”校友学位服及微景

观留念区，校友们纷纷穿上绣有大工Logo的

学位服，重温当年毕业时的情景。63级校友

马尚洪、于会君夫妇拿出了当年上学时的老

照片，回忆到，“我们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学

位服，这次有机会穿上这身衣服，我们很感

动。”话语中满是喜悦与感恩之情。 

 

暖心助力，为母校庆生，许多校友以实

际行动为母校献上温暖支持。由学校基金会

发起的小额捐赠项目“我为母校发红包”，

于 2019年 6月 10日正式上线，引来众多校

友的关注和支持。截至 6 月 16 日，共收到

4283人次捐赠 47.91 万元，所筹款项用于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援梦专列”

新生入学交通费、“援梦助学金”等。当天，

捐赠完成后，可在 LED屏幕上生成个人专属

捐赠纪念海报，校友们纷纷在海报前合影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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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时分，校友们纷纷走进令希图书馆

和修葺一新的伯川图书馆，坐在当年读书时

常坐的位置，与身边的同窗一同品读书香。

在崭新的校史馆里，校友们徐徐走过前厅、

序厅、沿革厅，了解母校栉风沐雨的发展历

程；走过屈伯川、钱令希专展厅，深切感悟

老一辈大工人所铸就的“海纳百川、自强不

息、厚德笃学、知行合一”的大工精神。07

级科技管理专业校友杨莹和她的父亲 77 级

化工机械专业校友杨文家一同来到校史馆，

两代大工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大工记忆，感叹

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寄语学校越办越好，早

日成为世界知名一流大学。 

 

中午，校友们走进中心食堂，一同品尝

食堂怀旧午餐。随后携手参加了“欢歌

起·雁归来”等一系列院系特色活动。 

返校日期间，“校庆杯”系列体育比赛 

 

 

 

精彩上演。“校庆杯”足球赛，共有来自北

京、天津等 9个城市的 8 支校友球队，近 200

名校友参与。经过一天的小组赛、交叉淘汰

赛共 16 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北京校友

足球队获得冠军。“校庆杯”篮球赛，共有

4支队伍、60名校友参与。经过交叉淘汰赛，

最终大连校友会篮球队获得冠军。作为全国

高校校友“翰林杯”选拔赛，“校庆杯”高

尔夫球赛共吸引了全国各地 50 余名校友参

加，比赛从 14 日起持续三天，经过激烈角

逐，92级船舶专业校友潘海涛获得净杆冠军。

通过各类体育比赛的开展，充分彰显了大工

校友积极、健康、阳光的生活状态，也充分

展示了各地校友会体育队伍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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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校友风采 激励大工学子奋发成才 

 

为庆祝大连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年，深

入挖掘学校“三全育人”重要成果，发挥校

友榜样的引领示范作用，激发大工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助力民族复

兴，6月 15日下午，《大工校友画像》首发

仪式在校史馆三楼放映厅举行。党委书记王

寒松，党委常委、副校长毕明树出席仪式，

历届杰出校友、校友年度人物获奖代表及各

地校友代表等参加了仪式。仪式由校友工作

处处长杨克旭主持。 

 

 

王寒松与我校首届毕业生、1949级校友

鲁谆共同为《大工校友画像》新书揭幕。 

 

王寒松为与会的杰出校友、校友年度人

物依次赠书。 

1980级校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胡建华代表与会校友发言，祝

贺母校 70 华诞。他深情地说道，母校的每

一次成长、每一个进步都是伟大祖国发展壮

大的缩影。大工人始终秉承大工精神，坚守 

 

学校举行《大工校友画像》新书首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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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使命，努力用自己的智慧、汗水报效祖

国，为母校增光。胡建华号召广大校友努力

奋斗，为母校增光添彩。 

 

 

毕明树在讲话中向返校校友表示欢迎。

他强调，70年来，大工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培养了一批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涌现出一批批治国栋梁、学术大师、

业界翘楚。《大工校友画像》描绘的是 25万 

 

 

 

优秀校友群像，呈现的是精彩靓丽的大工名

片，凸显的是守正创新的大工元素，展现了

大工立德树人的丰硕成果，凝练了大工宝贵

的精神财富，传承了大工持续流淌的红色基

因，彰显了人才培养的初心、哺育英才的自

信和红色办学的魅力。举行新书首发仪式，

意在汇集校友情，凝聚母校情，蓄力再出发。 

《大工校友画像》对获奖的 125名校友

事迹进行了集中的编撰与补采，累计逾21万

字。他们当中，既有潜心钻研执着一生的专

家学者，也有创业开拓勇于担当的时代精英，

既有拼搏青春挥洒热血的年轻力量，也有一

生感恩情牵母校的老大工人，特质突出、品

格鲜明，呈现了精彩的大工校友画像。 

 

仪式结束后，与会校友合影留念并参观

了校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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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的故事”校友专场联欢会圆满举行 

6 月 15 日晚，“光阴的故事”校友专

场联欢会在电力国网大连培训中心华彩拉

开帷幕，共有来自海内外 50 余个地方校友

会的代表及校友，近400人从五湖四海赶来，

赴大工 70 周年华诞之约，共同呈现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校友联欢盛宴。我校党委书记王

寒松，党委常委、副校长毕明树来到联欢会

现场，与校友们欢聚一堂，共话爱校深情。 

 

毕明树副校长对再回大连、重返母校

的各位校友致以热烈的欢迎。他表示，一

直以来各地校友“凭心”用情、“凝心”

做事，在承担繁重日常工作的同时，不计

报酬得失，用心组织，倾心投入心血与精

力。广大校友工作者“暖心”服务，以热

情和母校深情温暖每一位大工人。他大力

肯定了各位校友工作者及广大校友的辛勤

付出和无私奉献，正是大家的情怀和热忱

使得校友力量日益凝聚、校友热情持续点

燃。 

 

 

会场入口，“时光照相馆”和“时光长

廊”首先映入眼帘，校友们伴着悠扬的校歌

钢琴曲踏进记忆的红毯，老照片将学校的历

史光影一一重现。校友们纷纷在相片前驻足，

细数建校以来母校经历过的荣耀时刻。舞台

上，播放着“我们都是追梦人——大工校友

全球 70城助跑”精彩视频，6000多位校友

在世界各地，以 4.15 公里的跑步路线、76

座城市的大工人脚步，庆祝母校七十周岁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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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霜校友演唱的一首《美丽的心情》，

拉开了联欢会的序幕，清脆动人的歌声，将

对母校、祖国和校友们的祝福传递到每一位

在场校友的心中。 

 

回家，就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各地校友

会纷纷用歌声表达母校深情。厦门校友会的

张霞校友带来《前门情思大碗茶》，沈阳校

友会的赵东阳校友带来大工版《南山南》， 

 

 

 

北京校友会的马泽文校友带来《 Lose  

Yourself》，大连校友会的肖天斌校友带来

《大工妈妈》，南加州校友会的王爱萍校友

带来《梨花又开放》。 

 

 

 

“援梦专列”优秀学子张远远登台，向

校友们讲述了这趟温暖 “列车”怎样带领

自己穿越寒冬，走进希望。那张承载着校友

关怀的小小火车票，不仅缓解了他的经济压

力，更在他心中埋下了立志向学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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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董柏琪、柳宗楠、唐天宇和贺彩为

大家带来三句半《年轻校友的那些事儿》，

与校友们一同在笑声中回忆了校园趣事，也

数尽了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青春”、“活力”、“奋斗”是箐箐

校园永恒的主题。沈阳校友会的年轻校友们

带来了充满活动力的舞蹈《Forever Young》，

将青春的热血纵情表达。曾经的校友合唱团

成员们带来年代歌曲串烧，一曲《绒花》， 

 

 

 

唱尽青春，热血难凉的壮志；70年代的《我

只在乎你》，诉说着大工伉俪依依不舍的浓

情；80年代的《月半小夜曲》，表达对往日

人与事的挂念；00年代的《老男孩》，唱出

以梦为马，自强不息的品格；90年代的《光

阴的故事》，诠释了每一位大工人的恋恋深

情。 

 

 

 

历史需要铭记，感恩常在心中。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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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主持人带领现场观众以轻松欢乐的问

答，感恩老一辈教育先驱对学校的贡献，也

一同展望学校发展未来。 

 

戴宗刚乐队为大家带来原创歌曲《走出

来吧》，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在台下校

友的欢呼声中，“阿戴学长”与乐队重现当

年校园英姿，燃动校友激情。 

 

上海校友会为大家带来诗朗诵《学子

情》。14名大工校友将绿叶对根的情谊谱写

成诗，献礼母校华诞，感恩母校培养，为母

校未来发展送上美好希冀。 

在深邃的天空下，北京青年校友会舞出

了一抹绚丽的大工《蓝》。宝蓝色的装束如

天空中闪烁的星辰，有力的舞姿将学子心中

的母校情、同窗情尽力挥洒。 

 

 

 

 

 

联欢会的最后，校友工作处全体成员为

大家带来《常回家看看（校友会版）》小合

唱。他们用歌声表达愿做母校与校友间的纽

带，服务校友各项事业，欢迎校友们常回家

看看。 

 

联欢会在歌声和笑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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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校友力量 共庆七十华诞 

大连理工大学举行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及 2018校友年度人

物访谈活动 

 

滨城孟夏，雁归大工。6月 16日下午，

来自全球各地、祖国四面八方的校友们，汇

聚在新大学生活动服务中心音乐厅，举行校

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及

2018校友年度人物访谈活动，共同庆贺大连

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年。校长郭东明出席会

议并致辞，党委常委、副校长毕明树出席会

议，会议由校友工作处处长杨克旭主持。 

 

郭东明代表学校对前来参加校庆活动

的校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对各地校友会工作

作出了肯定，对心系母校、支持母校发展的

校友们致以衷心感谢。郭东明表示，在建校

70周年、也是建国 7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

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全体大

工人的共同参与，希望广大校友能够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母校建设发展，在各自的岗

位上再立新功，为国家及社会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在母校70周年华诞之际,山东校友会联

盟（青岛校友会、烟台校友会、潍坊校友会、 

济南校友会、淄博校友会）、香港校友会、

沈阳校友会、海南校友会、大连校友会、四

川校友会理事会及海内外部分学生干部等

代表向母校进行捐赠，并献上诚挚的祝福。

郭东明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为校友会捐赠

代表颁发纪念证书，毕明树为个人捐赠代表

颁发纪念证书。 

 

 

1952级校友、香港元盛行有限公司及威佳

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国怀代表捐赠者发

言，他表达了对母校的热爱及感谢，并呼吁

校友们凝心聚力，一起为学校发展作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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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为表彰支持学校发展建设、积极组织校

友会活动，并热心帮助校友的各地校友会工

作者，进一步弘扬大工精神，会上对地方校

友组织进行了表彰，评出了“我为大工助跑”

优秀组织奖和 70 年校庆优秀组织奖。毕明

树为获奖组织代表颁发获奖证书。 

1986级校友、青岛校友会理事长、青岛

佑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松代表获奖单

位发言,介绍了“泰山奖助学金”的成立初 

 

 

衷，鼓励校友们不忘初心，不断助力大工发

展,让大工精神薪火相传。 

 

 

杨克旭向大会作校友会校庆工作报告

并盘点了校友会 7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简

况。 

会前，进行了 2018校友年度人物访谈

活动。访谈中,校友与现场师大工校友对事

业的执着开拓，对家国的赤子初心和涌动

不息的大工精神深深感动、激励在场每一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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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 

  

山东校友邀您接力泰山基金捐赠 献礼母校 70 华诞 

 

 

山东校友联盟泰山助学基金是为迎接

母校 70 华诞，由山东校友联席会发起的，

面向全球校友募集的基金。基金严格按照基

金会管理章程运作，资金交由母校基金会托

管，大工山东校友联席会各校友会代表组成

的基金管委会为决策机构。本金用于安全性

银行理财，利息用于当年助学和奖学，资助

山东籍大工在校生。 

基金将做成百年基金，永续有效，捐赠

金额、次数、年度不限，系统将自动合并统

计到同一捐赠人名下。基金自 5月 10日正 

式启动以来，已募捐到 95万余元资金，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距校庆不到 1 周的时间，

山东校友联席会邀请全球山东籍校友积极

参与，并在各地校友群和朋友圈广为传播。 

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伸出援助之手，让我

们一起展齐鲁风韵，叙大工友情，致敬母校

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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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0 日到 6 月 16 日，我为母校发红包本周获得捐赠 189,808.42 元;累计获得捐赠

475,492.83 元;“雁归大工”捐赠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242,788.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624,557.00

元;学生关爱本周获得捐赠 1,17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36,888.73 元;优秀寒门学子海外交流计

划本周获得捐赠 821.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5,659.01 元;屈伯川奖学金本周获得捐赠 1,240.00

元 ;累计获得捐赠 17,077.10 元 ;校史馆雕塑本周获得捐赠 1,000.00 元 ;累计获得捐赠

404,528.55 元; 伯川书案捐赠认购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5,0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90,070.01 元;

大连理工大学体育事业发展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7923.70 元;累计获得捐赠 9921.70 元; “921”

关爱失智教职工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7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7060.00 元; 大工人的外语情本周

获得捐赠 292.93 元;累计获得捐赠 572.93 元;【能动学院】胡国栋内燃机专业奖学金本周获

得捐赠 5,008.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28,448.00 元;【能动学院】涡轮学子奖学金本周获得捐赠

28,1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24,947.20 元;【能动学院】能动发展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11,696.65

元;累计获得捐赠 15,194.65 元;【建工学部】水木骄荣·二馆情本周获得捐赠 515,124.00 元;

累计获得捐赠 631,452.20 元;【运载学部】“全球胜任力”——运载优秀寒门学子海外交流项

目本周获得捐赠 1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567.00 元;【机械学院】我爱机械本周获得捐赠

108,347.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18,787.00 元;【人文学部】贫困学子实践励学金本周获得捐赠

35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084.50 元;【人文学部】振兴大工人文学科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10,21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1,854.50 元;【化工学院】“思源”传统文化讲堂项目本周获得捐

赠 7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3,926.00 元;【化工学院】舞剧《侯毓汾》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7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01,240.00 元;【经管学院】树人计划本周获得捐赠 388,155.99 元;累计获得

捐赠 2,233,076.99 元;【软件学院】软心聚本周获得捐赠 7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5,916.00 元;

【外语学院】“语”你同行本周获得捐赠 2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590.00 元;【物理学院】优

秀学生标兵奖学金本周获得捐赠 2,3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21,727.77 元;【物理学院】实践

育人奖助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3,187.77 元;累计获得捐赠 7,916.77 元;【生物学院】IGEM 国际

遗传工程机器大赛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40,161.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45,998.00 元;【数学学院】

“连理树”捐赠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4,038.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78,741.00 元;【材料学院】“有

你‘材’好”捐赠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429.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672.66 元; 

 其余捐赠项目： 

大连金科精密合金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0 日，大连金科精密合金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捐赠 200,000.00 元 

营口义隆兴缝制品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1 日，营口义隆兴缝制品有限公司捐赠 200,000.00 元 

中国海洋大学 

2019 年 6 月 12 日，中国海洋大学捐赠 5,000.00 元 

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2 日，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捐赠 15,000.00 元 

捐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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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忠  2019 年 6 月 13 日，吴为忠捐赠 100,000.00 元 

王克  2019 年 6 月 13 日，王克捐赠 100,000.00 元 

乔坤 2019 年 6 月 13 日，乔坤捐赠 10,000.00 元大连远东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4 日，大连远东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捐赠 200,000.00 元 

大连美视办公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4 日，大连美视办公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0 元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19 年 6 月 14 日，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捐赠 5,000.00 元 

 

2019 年 6 月 17 日到 2019 年 6 月 23 日，我为母校发红包本周获得捐赠 5,523.00 元;累计获

得捐赠 481,015.83 元;学生关爱本周获得捐赠 2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37,088.73 元;大连理

工大学体育事业发展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1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0,021.70 元;【经管学院】

树人计划本周获得捐赠 61,759.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2,314,835.99 元;【电气工程学院】电信校

友奖助学金本周获得捐赠 55,471.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55,471.00 元;【建工学部】水木骄荣·二

馆情本周获得捐赠 17,05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648,502.20 元;【能动学院】涡轮学子奖学金 

本周获得捐赠 2,0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26,947.20 元;【能动学院】能动发展项目本周获得

捐赠 8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15,994.65 元;【机械学院】我爱机械本周获得捐赠 200.00 元;累

计获得捐赠 118,987.00 元;【生物学院】IGEM 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1,3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47,298.00 元;【能动学院】胡国栋内燃机专业奖学金本周获得捐赠

700.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29,148.00 元;【材料学院】“有你‘材’好”捐赠项目本周获得捐赠

14.00 元;累计获得捐赠 686.66 元;  

其余捐赠项目： 

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7 日，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500,000.00 元 

水田宗子  2019 年 6 月 18 日，水田宗子捐赠 30,968.50 元 

李华军  2019 年 6 月 18 日，李华军捐赠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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