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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
新发现的野微小柱齿兽冶化石保存精美袁体

长约 14.7公分袁体重约 5-9 克袁是我国发现的

体型最小的柱齿兽类化石遥它的臼齿形态复杂袁
齿尖和齿脊发育袁 上臼齿横宽袁 下臼齿具假跟
座袁有食虫性兼具杂食性特点遥 下颌式中耳尧T
型间锁骨和带状肩胛骨等特征袁 是哺乳型动物
的特点遥 野微小柱齿兽冶骨骼轻盈袁肢骨长而纤

细袁尺桡骨长于肱骨袁胫腓骨长于股骨袁与其它
树栖哺乳动物相似遥野微小柱齿兽冶的尾巴很长袁
超过体长的一半袁 适于树栖攀援活动的平衡作

用遥
柱齿兽类是中生代时期北方大陆分布较广

的一个哺乳型动物支系遥 过去化石发现多以牙
齿或齿列保存遥近十多年来袁在我国东北部地区

渊包括内蒙古东南部尧 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冤的

侏罗纪燕辽生物群中发现了一些保存精美的骨

架化石袁 呈现出一个分异度较高的柱齿兽生态
类群袁 包括院 半水生游泳的狸尾兽渊Castorocau鄄

da冤袁掘穴生活的挖掘柱齿兽 渊Docofossor冤袁以
及树栖生活的伶巧柱齿兽 渊Agilodocodon冤遥
野微小柱齿兽冶的发现不仅表明了柱齿兽类对
树栖生活适应的多样性袁 也加大了该类群在

体型上的分异遥 例如袁微小柱齿兽的体重仅为
狸尾兽的 2%袁伶巧柱齿兽的 15~25%曰挖掘柱
齿兽的 50%遥 这些突破性的发现袁为我们探究
中生代时期早期哺乳动物的演化提供了重要

契机遥

济南校区电气信息系野微光冶志愿者协会成
立于 2017年 9月袁野微光冶 的寓意取自巴金的

叶灯曳袁野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袁 就是那一点仿佛
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

一段长长的路遥 冶
本着野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步冶的志愿精神

以及野感恩尧公益尧优质冶的服务理念袁电气信息
系野微光冶志愿者协会在 2018至 2019年开展了

100余次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袁 与 9个志
愿服务基地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袁 协会成员
已达 582人袁活动时长约为 900小时袁直接受益
对象达 1000多人遥

微光志愿者协会的服务活动内容形式多

样袁目前已形成依托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尧山东

省血液中心为主要服务阵地的野白色冶助医项目
组曰以济南市二七众义养老院尧济南市十方缘老
人服务中心等敬老院为服务阵地的野红色冶敬老
项目组曰以科普支教为主题袁依托山东港湾公益
学校的野橙色冶支教项目组曰以助力泉城发展袁发

掘泉城文化为主题的野蓝色冶文化项目组曰以文
明出行为主题的野绿色冶环保项目组遥三年来袁协
会的队伍不断走向成熟袁 成为志愿者队伍中的
一股新鲜血液遥

微光志愿者协会充分利用校内尧 校外两个
服务阵地袁以校外服务为主袁提升学生爱国尧爱
社会情怀袁让学生融入社会袁奉献社会曰以校内
服务为辅袁提升学生爱校尧爱家精神遥实现学生尧
服务对象尧社会三方受益的目的遥 一年来袁协会

开展或参与的野科技青年在行动冶科普支教尧党
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志愿先锋服务尧野小丑医生冶
项目尧爱心帮扶新疆孤儿院尧关爱老人尧爱心义
卖尧野笔墨飘香 志愿留痕冶要要要志愿者感言和照

片征集尧 废旧物品兑换绿植尧野与信仰对话要要要
传五四薪火袁展青春风采冶第 20届成长论坛等
活动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评价遥 协会与济南市第
三人民医院合作的野共享医+冶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获 2018年度野济南市志愿者行动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冶的称号曰在叶齐鲁晚报曳主办的野爱心帮
扶新疆孤儿院活动冶 中袁 微光志愿者协会作为

野省级最佳公益团队冶受到了表彰遥
野在这人间袁灯光是不会灭的要要要我想着袁

想着袁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遥 冶一名志愿者就
是一面旗帜袁一次志愿服务就是一次爱的奉献袁
一项志愿活动就是一次为人民服务的充分体

现遥
新时期尧新阶段尧新任务袁伴随着志愿者活

动的蓬勃发展袁 微光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们在平
凡的实践中走出自己人生的华章遥

“微光”志愿者协会用微光点亮青春
阴 姜锦琨

又是一年盛夏时节袁 此时的科大校园风
景独好袁不知不觉间袁我已经邂逅了四个美好
的科大盛夏遥

坐在考研自习室里袁 望着窗外翠绿的柳
枝袁想起了一句话野生如夏花之灿烂冶遥 还好袁
回顾起自己的大学生活袁 由年少无知到沉着
稳定袁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因自己的努力袁给青
春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刚进入大学校门袁 每个人都会对大学生
活有着不同的定义袁 有的人活跃在校园的各
色活动中袁在那里发挥着自己的才艺曰有的人
选择继续埋首苦读袁 在知识的殿堂武装自己
的头脑曰有的人也许暂时迷失袁放松了对自己
的要求遥 无论如何袁亲爱的学弟学妹袁在这独
一无二的四年时光里袁你都要好好把握遥
书山有路勤为径袁学海无涯苦作舟遥作为

学生的我们袁应以学习为主袁任何事情都要以
学习为根本袁才能在其他领域尽情翱翔遥或是
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成就袁 或是在文体活动
中表现突出袁抑或是培养一项业余爱好遥

我深知学习的重要性袁 始终把学习放在
第一位遥大学与高中的学习是不同的袁大学学
习主要靠自学袁重在有适合自己的方法袁过程
中袁要逐渐摸索并总结经验袁争做有心人遥 当
然袁我也不是只会读书袁我充分利用大学的课
余时间发挥特长袁培养兴趣遥 我喜欢篮球袁是
学院篮球队的队员袁曾获得野国家二级篮球裁

判证书冶袁 闲暇时会与同学打篮球放松自己袁
还会给学院比赛当裁判遥吉他也是我的最爱袁
零基础的我经过三年的学习袁 已经可以熟练

地弹奏很多曲子遥 体育和音乐让我的大学生
活多姿多彩袁收获了不同的喜悦遥 所以袁好好
利用大学课余时光袁培养业余爱好吧袁那将是
伴随一生的财富遥

作为一名工科生袁 一名在科研道路上探
索的青年袁在紧张又充实地三年时光中袁我积
极参加了各种科技竞赛袁并取得一定成绩院13
项专利获得受理袁其中 7项国家专利授权曰获
得 1项国家奖尧6项省奖尧1项校特等奖尧1 项
校级科研立项尧1项校级资助专利立项尧3 项
校三等奖曰获得野全国 CAD技能二级尧三级证
书冶袁获得野高级三维数字建模师岗位证书冶遥
在参加竞赛活动中袁 我的体会是 野扎实的基

础袁吃苦的精神袁谦虚的态度袁良好的沟通冶是
必胜的法宝袁四者相辅相成袁融为一体遥 在这
里袁和大家分享一下遥

扎实的基础遥 理论知识是通过无数次实
践活动总结归纳出来的袁 同学们平常一直强
调实践的重要性袁 似乎将其重要的程度掩盖
了理论知识的作用袁这只是片面的想法袁任何
工程问题都需要有理论知识的支撑袁 唯有学
好基础的理论袁才能助力实践活动遥
吃苦的精神遥你可以没有聪明的头脑袁也

可以没有较好的背景袁但你绝不能缺少吃苦尧

肯干的精神袁 这是世世代代伟人所具有的共
性袁勤能补拙遥
谦虚的态度遥 任何事情都是一把双刃剑袁

充分发挥其好的一面袁 更好避免反面的负作
用袁而谦虚的态度就是解决学习浮躁的方法遥
谦虚待人袁谦虚待事袁勇于向比自己优秀的人
学习袁放低姿态袁提高眼界遥
良好的沟通遥 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袁必不

可少的是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袁 良好有效的
沟通是成功的重要一步袁谦虚待人的同时袁也
要让别人感到亲近遥

科大的四年时光里袁 我在各个方面都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遥我的心里充满感激袁我感谢
催我成长的校园袁感谢陪着我的舍友袁感谢一
直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们袁 我的每一

次进步袁都离不开他们的鼓励遥今天取得了一
些成绩袁只是对过往的认可袁也是对未来的鞭
策和激励遥 展望未来袁我坚信院如若为鸟袁就要
做一只搏击长空的苍鹰遥

亲爱的学弟学妹袁 看着校园里充满朝气
的你们袁爽朗的笑声与纯真的笑脸让我动容袁
好好珍惜这美好的时光吧袁 用努力让自己的
大学生活如夏花之灿烂遥

如夏花之灿烂
阴 王玉鹏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袁只是向上走袁不必
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遥 能做事的做事袁能发声的
发声遥有一分热袁发一分光遥就令萤火一般袁也可
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袁不必等候炬火遥 此后如竟
没有炬火袁我便是唯一的光遥

要要要鲁迅叶热风曳

炬火来了遥
2008年至 2018年袁野美丽中国冶支教办了一

场中国农村教育的接力赛袁两年一棒的交替着袁
从寥寥数人的微光成长为熊熊燃烧的炬火遥 来
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光和热袁 点亮了
孩子们的眼睛袁温暖着学生们的心灵遥 其中一位
就是来自山东科技大学的王行政遥

爱心种子，破土发芽

王行政是机电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4-2
班的学生袁家中经济困难袁父亲早年腰椎损坏袁
不能进行体力劳动袁姐姐为了缓解家庭压力袁放
弃了读高中袁选择了高职袁早早毕业为了家庭的

生计而打拼袁 身体不好的母亲用羸弱的肩膀扛
起了家庭的重担遥 看着母亲的身躯一天天变得
佝偻袁 王行政曾哭着对母亲说院野妈妈噎噎谢谢
你浴 我发誓总有一天要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浴 冶

王行政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遥 他成绩优异袁
四年来荣获六次校一等奖学金袁他敢于拼搏袁创
业有为袁 成立了青岛儒匠文化艺术设计有限公
司袁 并在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园成功孵化要要要从

摆路边摊袁到拿到第一个千元订单袁再到万元订
单袁一步一个脚印袁他用辛勤的汗水改变人生尧
回报家庭遥

王行政从来没有忘记过曾经对母亲说的

话袁而且他想要回报的袁不止自己的野小家冶袁还
有社会野大家冶遥 上学期间袁他受过学校很多资
助袁也受到了社会许多人士的帮助袁这些他都从

未忘记遥 王行政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袁他愿意把
曾经接受过的帮助都转化成爱的种子去播撒给

更多的人遥 四年间袁他参与了 400多小时的义工
志愿服务活动袁参加了二十余项志愿服务活动袁
组织了其中的十余项活动袁 受影响人群达到

5000人以上袁 并且在毕业后选择加入 野美丽中
国冶支教袁投身到中国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
中袁去帮助更多的人遥

投身公益，不忘初心

读书时袁王行政是一班之长袁也是一名中共
党员袁他时刻谨记自己作为一名榜样的使命袁怀
着一颗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的责任心袁组织
班级尧党支部参与过敬老院志愿服务尧小学义教
参与爱心助学尧烈士陵园扫墓等公益活动袁课余
时间还经常帮助辅导员老师排忧解难袁 获得了
老师和同学们一致好评遥

他所在的班级贫困生很多袁因为名额有限袁
四年间他从来没有申请过贫困生的助学金袁把
所有的机会都让给了班级的其他同学遥 他常说

一句话院野他们的家庭比我更辛苦袁 名额都给他
们吧浴 冶他曾读着同学们的申请材料读到掩面痛
哭袁因为他从来都想不到袁这些人是经历了何种
困苦才能从那样的地方来到学校上学啊浴

校外天地广阔袁 王行政更加积极地投身公
益遥 他成立了学校梦耀中华服务宣讲团袁先后两
次作为队长到山东青岛尧临沂尧枣庄参与社会实
践活动袁 调查山东的农村现状与红色革命的传
承院他提出野新中华崛起乃吾辈之责冶的口号袁帮
助农民们科技兴农曰 他积极学习老党员的抗战
精神袁为抗战老兵贫苦的生活而心疼曰他为了学
习传承沂蒙精神袁深化革命传统袁在孟良崮战役

纪念馆花了两天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讲解词

噎噎他还加入了新长城山东科技大学自强社袁
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袁 一次次告诉新人应

该抱着一颗怎样的心去做这些事情袁 沉浸于公
益与培育他人的快乐之中遥

王行政还先后两次在甘肃尧 潍坊参加暑期
短期支教活动袁 想帮助那里的小孩看到更宽广
的世界遥

至今王行政还记得在第一次支教时袁 他教
过一个孩子袁 那是班里的孩子王袁 平时非常调
皮遥 有一天小孩子哭着跑了过来袁 对他说院野老

师袁同学买了新衣服袁我也想要新衣服噎噎冶王
行政问他院野那你也买新衣服呀袁哭什么呢钥 冶孩
子告诉他袁爸爸妈妈去外面打工了袁过年也不一
定能够回来袁孩子很想爸爸妈妈袁他想和其他人
一样有新衣服袁可是姥姥不给买噎噎那一刻袁他
的灵魂受到了触动遥 孩子要的不是一件衣服袁而
是想和其他小孩一样袁 有爸爸妈妈的陪伴与关
爱遥 后来袁王行政在去县城的时候给孩子买了一
件新衣服袁孩子看到以后又哭又笑袁他的内心也
是又哭又笑遥 这时他第一次认识到袁 比起 野教
书冶袁老师更重要的是野育人冶袁要野育人冶就要付
出时间和耐心袁带来温暖与爱遥

因表现突出袁 王行政被中国扶贫基金会录
取为实习生遥 在两个月的实习中袁他接触到了一
个又一个令人动容的真实故事袁 一位老奶奶曾
经对他说过十多次的谢谢袁 一位残疾人父亲在
电话里泣不成声噎噎他也看到了同事们是怎样
在为自己的公益梦想而奋斗着袁 这些都让他坚
定了要把公益做成工作的决心遥

两年青春，一种选择

毕业之际袁王行政收到了很多企业的 offer遥
面对多个选择袁他毅然决然投身野美丽中国冶支
教袁 想用两年时间把自己曾经受过的关爱传递

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遥 野让所有中国孩子袁无论
出身袁 都能获得同等优质的教育冶要要要野美丽中
国冶的目标让他的内心产生了共鸣袁是啊袁他想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有优质的教育袁 这才是他
真正想做的事浴

经过一个月的培训袁 王行政来到了广东省
河源市连平县大湖镇罗经小学遥 面对着睡野储物
间冶尧被虫子咬尧回南天以及梅雨季节等诸多生
活上的困难袁他没有退缩袁不仅克服了生活上的
困难袁还在教学工作上积极思考袁先后采用了分
层教学尧激励制度等多种手段辅助教学遥 学校严

重缺乏教师袁 作为新老师的他就承担起四年级
数学尧英语的教学及班主任工作遥

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袁 他还想办法用各种
有趣的方式去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院 他建立了
学校的篮球队袁 每天下午的体育课或活动课上
都能看到他和孩子们训练的身影曰 他申请了性
教育和健康教育的课程袁在资源缺乏的农村袁帮
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袁防止被侵犯袁提高孩
子的身体素质曰他开展情绪管理活动袁每天和学
生一起记录心情袁 帮助孩子们学会排解自己的
情绪噎噎

在工作之余袁 他和队友一起完善了学校的

图书馆并且建立了班级图书角袁通过幕天公益尧
大树下尧担当者行动尧广东狮子会等一系列公益
机构募集到了 6000余本图书袁让孩子能够插上
阅读的翅膀飞向更远的远方遥

野苔花如米小袁也学牡丹开遥 冶付出之后袁成
果斐然遥 当王行政和团队申请到美术和音乐项
目后袁孩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袁创作出一个又
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品袁优秀作品曾被用于野美丽
中国冶香港慈善晚宴的募资工作中袁这样的创造
力令王行政不由得惊叹遥 恰如野美丽中国冶广东
地区的行政总监廖杞南老师所言院野育人袁 遇自
己遥 冶在执教过程中袁王行政遇到了和过去的自

己相似的孩子们袁而在他的陪伴与教育过程中袁
相信孩子们会像王行政一样袁 成为更加美好的
自己遥

采 访 手 记

讲述野美丽中国冶支教十年来的成长故事尧
老师们的支教故事的叶微光窑炬火曳一书作者张
述曾对记者说过袁野支教十年袁耶美丽中国爷 在不
少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果袁 但相对中国农村普遍
存在的教育不均衡问题袁 依然只是杯水之于车
薪遥 耶美丽中国爷是天空中落下的第一滴雨袁想要

变成浩瀚汪洋袁不仅需要时间袁更需要全社会的
认可与支持遥 冶

他采访的支教教师则说袁野农村教育的问题
与困境袁似海浪袁如潮水袁翻腾奔涌袁日夜拍打着
这片土地袁如今我们摇起桅杆袁手牵在一起袁扬
着风帆前行袁沿途汇起点点浮礁袁日复一日袁以
盼筑就一片海岛噎噎终有一天袁这片岛袁将改变
潮水的方向遥 冶

和王行政一样的支教者袁还有很多很多遥 他
或许只是星辰大海中的一颗袁 但是他却能凭自
身光明点亮一方黑暗尧 寂寥的天空遥 当群星汇
集袁便是熊熊炬火袁照亮中国农村教育的前路袁
让孩子们可以奔向一个理想中的未来遥

不要怕袁我们在遥

睡“储物间” 募“图书角”

受助大学生“美丽中国”支教 720 天
阴 徐展 林美玫

7月 12日袁正值三伏天第一天袁也是中医所说的

野冬病夏治冶的最佳时间段遥 我校 20余名中外大学生
走进西海岸新区中医院袁学习体验针灸尧拔罐尧推拿刮
痧尧耳穴压豆尧中药材鉴别尧中医经络检测等中医药项
目袁品尝了具有养生保健功效的中药特色茶饮袁了解

香囊尧中草药的奇特功效袁并亲手制作了中药香囊遥 同
学们对中医的治疗方法十分感兴趣袁 踊跃参与其中袁
由野围观冶到野体验冶袁过了一把中医的野体验瘾冶袁感受
到中医文化的神奇遥 渊韩洪烁/摄影 报道冤

大学生
体验中医文化

今年 7月 8日至 19日为我校小学期遥 小学期里袁各
专业进行实践教学环节渊实验尧实习尧课程设计等冤尧创新

创业教育尧科研实践等遥 图为我校测绘学院测绘工程专业
的学生在校园里进行测量实践袁 成为校园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遥 渊季俊立/摄影 报道冤

小学期：
让学生“走出去”

我国发现侏罗纪化石揭示哺乳动物舌骨的早期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