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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简报 
主办  西安外事学院科研管理办公室  2018年第 4期（总第 68期） 2018年 12月 10日 

********************************************************************                                                           

科研动态 

★我校召开一流专业、申硕工作中期检查工作会 

9月 28日下午，我校在西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流专业、申硕工作中期检

查工作会，董事长、校长黄藤，党委书记闵小平出席会议，各工作部部长、各学

院相关负责人、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共计 3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各专业负责人分别就各自一

流专业建设、申硕工作逐一对标自查汇报，总结了前期已建成的内容，分析查找

了不足，列出了下一步有针对性的建设计划。 

汇报结束后，黄藤董事长对各专业的汇报情况进行了总结讲评，指出了优缺

点，并做了重要指示。 

黄藤指出，一是各学院要在专业建设和发展上做好规划，要树立品牌、持久

发展、适应市场需求。二是要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进一步整合资源，力争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达到高层次、高标准。三是学校要加大投入、提供政策扶持，

切实解决存在的困难，确保专业建设。四是要在科研学术方面广开途径，多研究、

多探索、多思考，调动一切资源，提高我校的科研学术能力，为一流专业建设和

申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我校召开校级科研创新团队评审会 

9月 12日下午，2018年度校级科研创新团队评审会在东楼一层会议室举行。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董事长，评审专家、科研创新团队人员以及财务办、人力办、

科研办相关负责人，会议由教研部部长主持。董事长就科学研究以及科研创新团

队建设的重要性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要求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要明确方向，

打造属于我校的科研特色和科研标杆。在会议开始前由抽签决定各个团队的答辩

次序。在座专家们根据每个团队的项目申报书内容进行了现场提问。经过激烈的

答辩与严格评审，本次科研创新团队评审会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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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项目申报 

★2018 年下半年项目申报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别 数量 

1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8 

2 省教育厅学前教育研究项目 2 

3 省教育厅计划项目 45 

4 校级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12 

5 西安市科技局计划项目 1 

6 省科技厅国际合作基地 1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项目立项 

★我校 24 项课题获陕西省教育厅 2018 年度科学研究项目立项 

10月 15日，陕西省教育厅发布《关于下达 2018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的通知》，我校 24项项目获准立项，其中包括 1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项目和 1 项智库项目共 2项重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以及 22项专项科

学研究计划项目。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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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 2018 年度重点科学研究计划一览表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

经费 

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1 18JZ049 陕西现代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研究 王帅红 3万元 

智库项目 2 18JT011 陕西煤炭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及政策取向研究 贾县民 3万元 

 

陕西省教育厅 2018 年度专项科学研究计划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18JK1114 中国当代战争叙事作品审美文化心理研究 张楠 

2 18JK1115 陕西省民营养老机构融资困境研究 谢文刚 

3 18JK1116 
基于社会融合的陕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方案

设计与实施路径 
胡常健 

4 18JK1117 陕西企业家人文精神培育环境研究 王敦海 

5 18JK1118 陕西省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张红美 

6 18JK1119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电商精准扶贫研究——以陕北子洲

县为例 
胡一波 

7 18JK1120 
“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自贸区税收服务评价及改进

研究 
侯宝珍 

8 18JK1121 TOD 理念下西安地铁 3 号线沿线土地优化利用研究 张晗 

9 18JK1122 创新应用型护理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 张敏利 

10 18JK1123 基于“互联网+”视域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实证研究 李蕊 

11 18JK1124 
多元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以儿童文

学《怪医杜利特》汉译为例 
高璐 

12 18JK1125 跨文化教育背景下高校英语思辨式阅读研究 封杰 

13 18JK1126 
基于“微信矩阵”的陕西主流媒体传播力研究——以

西部网为例 
苗娟 

14 18JK1127 西安民俗旅游网络英文语篇的态度资源评价分析 董小宁 

15 18JK1128 陕西新媒体“一带一路”报道叙事策略研究 庞万红 

16 18JK1129 敦煌出土文献词语源流演变研究 和谦 

17 18JK1130 面向机械臂的迭代学习神经网络控制研究与开发 李曼 

18 18JK1131 
基于深度学习光流特征的公共场所异常行为识别建模

研究 
张立志 

19 18JK1132 秦岭北麓森林火灾无线传感器网络监测技术研究 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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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8JK1133 金樱子 SSR 分子标记开发的研究 靳雅惠 

21 18JK1134 
山地环境下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方案及其算法设

计研究 
苗壮 

22 18JK1135 一种三维肺纤维化微组织模型构建方法及应用研究 王琳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我校 3 项课题获批 2018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 

9月 30日，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关于《2018 年陕西省社会

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我校 3 项项目获准立项，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学科分类 立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1 党史·党建 2018B02 纪法分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  杨永庚 

2 经济学 2018D49 自贸区背景下陕西门户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张慧文 

3 语言学 2018M34 关中西府贾逵、马融经训注释整理与致用研究 姚柏舟 

据悉，2018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共批准立项 380 项，立项率为

17.3%，每项资助研究经费 2万元。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2018 年度陕西省“十三五”规划项目立项一览表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公布陕西省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 2018年度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确定了陕西省“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课题立项计划。经组织专家评估后，此次共有 1146项课题成功立项，我校

获批立项 20项。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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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我校陕西省“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课题立项一览表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课题为省级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我

校将会按照相关要求，切实加强课题管理，确保课题研究方向正确，为课题组提

供相应保障条件，督促课题组按时完成研究任务，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我省

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项目结题 

★省教育厅项目结题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15JK2131 碳纤维导电砂浆中长期性能研究 魏建强 

2 16JK2174 基于 PLC、人机界面及变频器的锚杆钻机智能可视化控制系统应用研究 张改莲 

3 16JK2169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跨文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大学英

语教学为例 
刘杨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6 

★省科技厅项目结题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2016KRM077 
国际化视阈下陕西省城市新兴先导型服务业竞争评价体系构建

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杨勇岩 

2 2016JM1036 具有交叉耦合的非局部源及边界流抛物方程组解的渐近性态 薛应珍 

3 2017KRM094 激励科技人员创新的柔性化管理研究 张萌物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省社科联项目结题一览表 

序号 结项证书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2017[079] 基于推进丝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欧亚经济论坛 张鹏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省社科基金项目结题一览表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号 

1 徐德洪 三星项目对陕西国际物流发展影响研究 13D246 

2 梁承姬 无水港建设及绩效评价研究 2015D060 

3 张爱辉 陕西省农村土地抵押融资模式的路径研究 2015D024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西安市社科基金外事专项项目结题一览表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2017IN01 丝路经济带西安能源金融中心的优势测度及发展策略 张培 

2 2017IN02 西安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实证研究 牛文博 

3 2017IN03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安企业自媒体问题与对策研究 朱妍 

4 2017IN04 西安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质量评价研究 苏惠明 

5 2017IN05 
新经济地理理论视角下构建西安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影响因素研

究 
罗宁 

6 2017IN06 西安市科技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 王燕 

7 2017IN07 西安自贸区贸易便利化建设的机制创新研究 张慧文 

8 2017IN08 物联网时代下西安智慧城市与协同创新建设路径研究 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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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IN09 基于云物流的云仓储模型及分布策略研究 马丽娟 

10 2017IN10 基于电子商务的西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杨玉娥 

11 2017IN11 
西安市养老机构不同年龄阶段老人生活心理满意度及其相关因

素分析 
富爽 

12 2017IN12 民办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方法创新研究 王璐 

13 2017IN13 西安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法律保护研究 马彬 

14 2017IN14 国际主流英文网络媒体中的西安旅游传播形象研究 王蕾 

15 2017IN15 西安广电小镇产业化开发研究 张莹 

16 2017IN16 
学前教育行业的现状分析及发展研究——以西安市经济开发区

为例 
吴红 

17 2017IN17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大学生文化自信缺失及教育对策

研究 
胡建华 

18 2017IN18 西安市大学生文化自信培养路径研究 赵翔 

19 2017IN19 西安民办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问题研究 张志敏 

20 2017IN20 西安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需求路径的研究 杨玲 

21 2016IN02 利用众筹模式促进西安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融资问题解决研究 王斌 

22 2016IN03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公益化与社会化发展道路研究 陈涛 

23 2016IN06 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西安生态承载力研究 辛宇 

24 2016IN10 产业融合下会展业和旅游业联动发展的路径研究 李艳 

25 2016IN11 西安周边新农村规划建设的思考和研究——以上王村为例 罗琪 

26 2016IN15 大学生赴中亚国家研学旅行行为模式研究 霍佳颖 

27 2016IN17 护理礼仪在优质服务中供需程度调查研究 徐靖 

28 2016IN19 民办高校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时效性研究 郑洁 

29 2016IN20 西安伊斯兰建筑装饰纹样艺术特征研究 李一清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2018 年度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结题一览表 

序号 编号 课题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等级 

1.  18J179 朱彦 
会展产业与城市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以

西安市为例 
重点 

2.  18J183 李艳红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地方中小型企业风控模型的

构建研究 
自筹 

3.  17Z45 韩玲冰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国际货运交通枢纽布局研

究 
一般 

4.  17F52 原朝阳 
“众创”视域下西安市小微企业融资法律风险防

范研究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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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X60 武怡华 西安市雾霾天气应急响应中的沟通策略研究 自筹 

6.  16S73 陈宁宁 西安地铁与常规公交衔接优化研究 重点 

7.  16X82 刘毅菲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西安农产品品牌推广研究 自筹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成果获奖 

★西安市人民政府通报表彰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我校

1 项成果获奖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表彰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通

报》（市政办函[2018]284 号）对获奖成果予以通报表彰。我校商学院教师徐德

洪等申报的研究报告《西安与西部大城市物流优劣势比较与对策研究》喜获三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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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件同时希望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能立时代之潮流，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努力开展全局性、前瞻性

和针对性问题研究，不断推出代表市哲学社会科学水平、具有全国影响、经得起

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成果，为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我校三篇论文获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二届（2018）学术年汇优秀

论文表彰 

12 月 7日，由陕西省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联合主办的陕西省社科界第十

二届(2018)学术年汇主场活动在西安天域凯莱大饭店举行。会上省社科联党组成

员、副巡视员苗锐军宣读《关于表彰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二届（2018）学术年汇优

秀论文的决定》（陕社科联[2018]79号），我校 3篇论文获学术年汇优秀论文

表彰。这是我校首次获得此类奖项，也是所有获奖单位中唯一一所民办院校。 

 

表：我校获得陕西省社科界学术年汇优秀论文列表 

据悉，以“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为主题的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二届（2018）

学术年汇征文活动，从 2018年 3月开始，截止 10月 31日，共收到 257篇。经

分、专场推荐、专家评审，最终 50篇论文被评为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二届（2018）

学术年汇优秀论文。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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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活动  

★李春旺博士为我校教师做国家级项目申报专题培训交流会 

11月 21日下午 2点，在西楼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国家级项目申报培训专题会，

我校各个部门共 60 余位老师参加了此次专题培训会。李春旺博士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申请书撰写心得体会交流汇报》为题，根据自己申请项目的丰富经验，

向我校老师分享了自己在项目申请过程中逐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本次会议旨在为

我校教师在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上积累经验，提升我校教师在项目申报上的成功

率。 

 

（供稿/科研管理办公室） 

★清华大学与西安外事学院联合主办世界本原文化高峰论坛 

11 月 11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西安外事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本原

文化高峰论坛在外事学院雨花听隆重启幕。全国哲学界、史学界、教育界十几名

资深专家学者从不同专业角度深入研讨世界本原文化这一主题，特别是如何理解

华夏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使命，为师生带来了一场内涵深刻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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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得到省厅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

副厅长王紫贵，陕西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郝利生出席活动。 

 

图：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紫贵讲话 

论坛汇聚全国资深专家学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

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黄裕生，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校长、中

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黄藤，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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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部主任李文堂，西安外事学院党委书记闵小平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

学、贵州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

高校的专家学者莅临现场。《南风窗》、澎湃社等媒体代表，西安外事学院各工

作部、各学院相关负责人，正蒙导师，学生代表一同参加活动。 

 

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黄裕生讲话 

开幕式上，黄藤董事长、黄裕生教授、王紫贵副厅长围绕本届论坛的举办初

衷、背景和重要意义先后发表讲话。 

黄藤董事长结合教育实践与理论深刻阐述了探讨世界本原文化对“育人”

的非凡意义，他分析指出高等教育始终围绕“育人”这个中心，外事学院注重以

德育人，以文化人。本次论坛正是对思想文化“原点”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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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校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黄藤讲话 

黄裕生教授阐释了世界本原文化的学术背景。近现代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

中，如何重新定位中国文化，需要我们探讨研究中国文化的本质、分析四大本原

文化的差异。本次论坛在千年古都里一所承载未来希望的高校——西安外事学

院举办，意义重大。 

王紫贵厅长指出，论坛对提升大学文化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外事学院在实

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和教书育人全过程的新时代文

化育人新路径。论坛必将对外事学院及我省高校创新文化育人方式产生积极影

响。希望大家深入探讨华夏文化，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学习、传承、弘扬

中华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多位专家学者基于各自专业领域深厚的文史研究功底，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视

野宏阔、见解独到的主题演讲，进行了真挚激烈的交流研讨，不时碰撞出思想火

花。其中，黄裕生教授以孔子思想的超越性维度和普遍主义诉求为主题，生动阐

释了孔子思想的几大突破，溯本清源；李文堂教授结合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深入

研究阐述了道德生命信仰的形成，解读本原文化……与会学者分别就本原文化展

开的历史维度、中华文化的新命、本原文化内在结构发微、《论语》的超越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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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及仁爱精神的位置、不同文化的相遇等多个主题展开演讲与研讨，聚焦华夏文

化。 

 

论坛还在西安外事学院西楼举行了圆桌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如何办好西

安外事学院《原点》杂志的内容与思路”进行了有益探索，围绕西安外事学院校

本通识课程建设和教材编订等问题展开了丰富讨论。 

专家学者在高度认可外事学院已经取得的办学成果上，依据自己专长为研讨

会贡献了诸多有益思考，产生了丰硕成果。其中，圆桌研讨确定在西安外事学院

成立“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成为诸多成果中最令人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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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武凡 李浩 赵媛媛 摄影/雷鸣 林诚 周伶 王帅） 

★钟勇博士应邀来我校作学术报告 

9月 12日上午，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院研究员钟勇博士应我校教学与研究

部邀请在西楼五楼会议室作了主题为“2.0 课程环境下的学习效果考核模式及其

策略”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教学与研究部部长潘君主持，各教学单位相关负

责人及骨干教师 60 余人聆听了报告。 

在报告中，钟勇博士将“云”、“众”两个字作为报告切入点，逐步引导现

场教师从“1.0课程环境下”进入“2.0课程环境”，并通过几组关键词的内涵

对比，分享了自己对学习效果考核模式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传统的 1.0课程环

境下教师中心教学法存在向心、收缩、标准化等特点，会导致学生同一化、个性

化损失等问题。2.0 课程具有“众、个性化、多媒体、拓展和外向”的特点，以

“全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内容”和“内容切割”，促进了同伴学习和共享

学习。同时他还用“百果园”这样具体形象的事例来剖析学习内容、学教内容和

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方案评估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实施。 

讲座中，钟勇博士运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和我校教师进行了有效的探讨和交

流，让教师在学习中思考，在交流中提高，增强了教师对 2.0课程环境下开展教

学改革的信心。 

西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姚聪莉教授也特邀

参加本次报告，并对本场报告做了深入分析，她认为：钟博士的研究成果和报告

内容具有前瞻性，启发性，尤其是评估方法的创新，产生了“众造”，将学生的

学习内容、教师的教学内容变得更加丰富，生成了课程资源库，这一点是 2.0

课程的最大特点。同时也真正地做到了“学生中心”，让学生成为了学习任务的

缔造者，学习过程以及课程评估的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让学生有了二次提

升，改变了学生考试“一次性考试，结果性评价”的传统模式，既是课程的评估

革命，更是带来了我们教学和学习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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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教学与研究部部长潘君对本次报告做了总结，也对我校教师提出了要

求：一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必须转变角色，全力投入教学改革，在“教无定

法”的理念中，思考和探索如何根据学生特点去设计教学内容，做好课程管理和

考核，并将自己的教学资料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应用于教学；二是教学研是相长

的过程，“如何上好一堂课”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需要教师不断学习研究，在育

人教书的过程中寻找到作为一名教师的职业成就感；三是教研部将从政策和制度

层面上，为教师在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学校的教育教学

质量得到更大的提升。 

（作者/教师发展中心） 

★工学院特邀澳洲物联网工程学科创始人向维教授作学术交流 

9月 13日上午，在工学院 2号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议，工

学院特邀澳洲物联网工程学科创始人向维教授就物联网工程专业的发展前景，研

究热点等问题进行交流研讨。会议由工学院院长贺亚茹主持，物联网工程系和电

子信息工程系全体教师参加了会议。 

 

向教授通过对詹姆斯库克大学凯恩斯校园的介绍，展示了该校在澳大利亚物

联网建设方面的优势和巨大成就。在谈及物联网工程在澳创建过程时，向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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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讲述了他与华为公司谈判的经历，以此阐释物联网工程在当今世界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他还特别强调“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变革而不是延伸”，进一步阐明

了物联网对未来人类生活将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随后，向维教授用交通、居

家、医疗等方面的例子，具体展示了物联网工程对人类社会的实际意义。 

会上，物联网工程系教师就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结合，物联网农业等方向

的学术问题展开交流和探讨。通过本次研讨会，提升了教师们对物联网的认知，

开拓了我校教师的国际视野，扩充了知识面，使大家受益匪浅。 

向维教授是澳洲物联网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于 2016年受聘成为詹姆斯库克

大学时任最年轻的创建讲席教授和系主任，被任命负责组建詹姆斯库克大学物联

网工程系，并领导和创建澳洲高等教育中第一个物联网工程学科。向教授是北京

市教委“北京市特聘教授”，北京市“海聚工程专家”，天津市“千人计划专家”

（短期），上海市“海外名师”，湖北省“楚天学者讲座教授”。现为澳洲工程

师协会会士和英国 IET会士。2016年 5月入选为澳洲科学院智库专家，同年 11

月获得澳洲“北昆地区创新大奖（TNQ Innovation Award）”，2017年 10月荣

获“昆州皮尔斯创新大奖（Queensland Pearcey Entrepreneur Award）”,同月

荣获“凯恩斯地区 2017 年度工程师（Cairns Regional Engineer of the Year）”。 

（供稿：工学院） 

★省社科界学术年汇暨自贸区与口岸经济发展论坛在我校隆重

举办 

9月 29日，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年汇专场活动暨第二届自贸区与口

岸经济发展论坛在雨花听隆重召开，论坛研讨主题为“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

旨在通过学术探讨和思想交流，以陕西自贸区及口岸经济建设为主线，深入探索

向西开放需要的国际化、应用型商科人才的培养途径和方法，以人才优势助力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地方经济发展和一流学院建设。此次论坛由西安外事学院、

陕西自贸区研究院承办，得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陕西省口岸协会、

陕西省经济学会、陕西省物流学会、西安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西安市现代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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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应链联合会、珠海天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自贸区研究

院等十余家政府部门、研究机构、行业组织的大力支持。它是继第一届自贸区与

口岸经济发展论坛成功举办后，围绕“一带一路”经济圈发展，在大物流背景下

加强自贸区和口岸经济发展探索实践的又一盛举。 

 

论坛分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论坛开幕仪式和专题报告。西安外事学院董

事长、校长黄藤，陕西省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副主任张东升、陕西省社科联学会

部部长杜牧为开幕式致辞，他们肯定了陕西省自贸区研究院成立两年来的工作成

绩，并对今后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展望和愿景。黄藤董事长强调，希望陕西

自贸区研究院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广泛听取各位专家意见，在国家“一带一路”、

西咸一体化战略指导下，立足自身学科、专业特色，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及创新能

力等方面优势，找准研究的着力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为振兴陕西地

方经济发展和助力内陆地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智力支持和服务。 

开幕式后，西安交通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冯宗宪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

济学院卢奇教授、长安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所长董千里教授、陕西行政学院

白山稳教授分别就“中国内陆自贸试验区发展与评价”、“新经济范式、产业创

新与人才培养”、“‘一带一路’背景下集成场理论对国际陆港在网链绿色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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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认识”、“深化改革、提升陕西营商环境”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交流，

向与会代表会和师生做了深入浅出、解析深刻、全面系统、生动务实的专题报告。

论坛第一部分由西安外事学院校长助理、商学院院长韩玲冰主持。 

论坛第二部分围绕物流学科开展专题研讨，大会结合“开利运输冷冻 2018

冷链物流校园行”活动，重点研讨冷链物流，助推我国冷链物流产业发展。党委

书记闵小平出席活动，西安外事学院校长助理、商学院院长韩玲冰博士，西安市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贾磊会长致辞，就物流学科的发展对于自贸区和口岸经济建设

的作用与意义谈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委执行副秘书

长李胜、开利运输冷冻（中国）市场部经理陈易明、西安佳思特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肖新鹏、陕西速必达冷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白立军分别就《冷

链物流现状与人才需求特点》、《食品安全与冷藏运输》、《缘起冷链，笑（肖）

看人生》、《陕西冷链物流行业发展方向及人才需求特点》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对冷链物流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次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务实、圆满，全体与会师生表示一定不辜负学校

的期望，以认真务实、只争朝夕的工作态度，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发挥优质大

商科的专业优势，培养高质量的商科人才，以这次论坛为契机，再次起航，在未

来的发展中围绕一流学院、一流专业建设，上下求索，砥砺奋斗，为外事学院创

百年名校的愿景，为助力“一带一路”和陕西地方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作出贡献。 

（作者/商学院） 

★张军贤导演为我校师生做纪录片实战拍摄经验分享讲座 

10 月 10日下午 2：00，在 1号教学楼 315融媒体中央厨房实验室，张军贤

导演为我校人文艺术学院师生进行了纪录片拍摄分享讲座。参加讲座的有人文艺

术学院广电艺术系主任杨艳、副主任刘维付及相关专业课老师和热爱纪录片创作

的同学们，此次讲座由杨艳老师主持。 

张军贤导演，西北大学新闻系毕业。从 199年开始服务于陕西电视台、中国

教育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曾经为 CCTV2、CCTV9制作节目，跟随 CCTV10导演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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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制作长篇纪录片《一方水土》。最近几年涉足商业纪录片领域，为 CCTV发现

之旅频道《匠心制造》栏目，制作超过 30 部纪录片。 

讲座以张军贤导演的纪录片作品——《遇见大师·金属錾雕》开始，给在场

的老师、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作品展示。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张军贤导演的

一番讲话让在场的各位师生受益匪浅。他说到：“我们主要做纪录片、微电影的

拍摄，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有机结合，致力于开掘深厚的人文意蕴，讲好

中国故事，宣扬优秀传统精神、传播精髓文化。” 

讲座尾声阶段开展了问答环节，现场的老师及同学提出自己对于有关纪录片

创作的疑惑，张导逐一进行了细致解答。希望通过这次交流，同学们能将张军贤

导演的纪录片制作心得实践到学习与生活中，此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

束。 

（供稿：人文艺术学院） 

★工学院举行“YALE”造字问题研究与输入技术分享讲座 

10月 10日下午，工学院全体老师和部分学生在学术苑第一报告厅参加了一

场技术分享讲座。讲座由工学院大数据系沈明华老师主讲，讲座的主题是：

“ ”造字问题研究与输入技术分享。 

” ”二字源自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所提出的“知行合一，乐于有用”，学

校黄藤董事长将两句话凝练成“ ”二字，勉励全体外事师生，致光明之心，

成“ ”之人。 

为便于“ ”文化传播，工学院主动站位，院领导高度重视，发挥专业

优势。前期通过相关研究，目前已经解决了“”的造字问题，并将其成功放入到

了计算机常用字库文件中。今天这次讲座，旨在面向师生系统介绍“”造字过程

和汉字输入方法，这将有利于更大范围的推广“ ”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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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师首先介绍了“ ”造字问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过程；然后详细介

绍了“ ”汉字使用中涉及的新字库安装、系统默认字体修改和输入法配制

等具体问题；最后现场演示了“ ”汉字输入方法，参会师生均较好的掌握

了“ ”汉字的使用方法，达到了预期的讲座目的，起到了较好的推广效果。 

（供稿：工学院） 

★人文艺术大讲堂举办《大数据与设计》学术报告 

由我校人文艺术学院环境景观系承办的第二十四期人文艺术大讲堂在学术

苑二号报告厅举行。本次报告会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学博士习佳宁，为大家

带来题为《大数据与设计》的学术分享。我校人文艺术学院院长王冠，环境景观

系的系主任胡文以及环境景观系全体师生聆听报告。 

习佳宁运用 00 后新同学们非常熟悉的 QQ空间进行举例：在这个页面中，女

生会去进行人物服装的切换，而男同学们则会对建设性的游戏予以青睐。这都是

虚拟世界中的设计。并以此提出，大家不应将自己只置身于现实社会中的设计，

虚拟世界的领域也值得关注。 

习佳宁讲述了道格·鲍曼（Google2006-2009年首席视觉设计师）——这位

VR界专家的一段惊人的过往。他曾任职于谷歌的首席设计师，但后来竟辞职，

原因则是自己的专职工作被虚拟的电脑数据所代替。习佳宁提出，代表着数据驱

动人工智能的平面设计，也就是大数据时代到来了。 

在之后的互动交流环节中，习佳宁博士与师生们进行了畅谈，就同学们提出

的问题回答自己的看法，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人文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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