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倩钰 王

鑫玲）6 月 19 日、26 日，新时

代高教改革发展政策理论与实

践培训班第十、十一讲分别在

我校一楼报告厅开讲。我校 79

级经济系杰出校友，粤港澳校

友会会长，原深圳大学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陶一桃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党委书记、

理事、协理副校长，我校 84 级

物理系杰出校友李学金教授分

别担任两次培训班主讲人。学

校领导、全校中层干部和机关

正科级干部参加培训。校党委

书记王永清主持培训。

在培训中，陶一桃教授以

“高校改革与深圳大学的发展”

为主题，围绕深圳大学的学科

门类体系发展、高质量人才引

进、科研平台及研究基地建设、

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创新创业、

咨政服务、产学研合作等方面

介绍了深圳大学建校历程和发

展现况。她通过深圳大学的发

展实践同大家分享了自己关于

高校发展与改革的体会。

李学金教授以“大学发展

路径思考”为主题，围绕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的概况、大

学的使命、大学的核心问题三

个方面进行培训。他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诞

生、特色、传统、使命以及专业设置、师资、

教育理念、研究平台和成果、教学建设等方面

情况，指出大学应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面

向国际、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

本报讯 ( 记者 陈乐民 王美真 ) 6 月 28 日，第

二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海峡两岸暨港澳绿色发展青

年论坛在哈尔滨举行。论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科协交流部、中国化学会、黑

龙江省科协和黑龙江大学承办，黑龙江省化学会、港澳

台相关科技机构协办。论坛邀请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

优秀中青年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绿色能源催化等领域的

发展战略及趋势，通过主题报告、研讨会和墙报等形式

展示和分享近年来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

6 月 29 日下午的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候仰龙教授主

持。我校校长付宏刚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期间，我校

付宏刚校长、化学化工与材料学院李光明院长分别代表

学校、学院签署了《澳门科技大学与黑龙江大学的合作

声明》、《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与黑龙江大学化学院的

合作声明》和《新竹清华大学化学系与黑龙江大学化学

院的合作声明》。出席开幕式的有来自台湾、香港、澳

门和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所近 200 名专家学者。我校化

学化工与材料学院党委书记井立强等也参加了开幕式。

随后，海峡两岸及港澳的四位专家就“青年人才培

养计划、青年人才政策与管理机制”主题展开主旨和主

题演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傅尧、澳门科技大学姜志宏、

台湾清华大学林俊成、香港中文大学杨英洋、华东师范

大学姜雪峰等就绿色化学的相关主题开展座谈互动等。

期间，在黑龙江大学有两场学术研讨会同步进行。

包括我校青年教师周卫教授、田春贵教授在内的 30 余

位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就“清洁能

源化学，未来光电材料，生物质循环转化，合成生物学”

等主题开展深入交流。

作为第 21 届中国科协年会重要活动之一，海峡两

岸暨港澳绿色发展青年论坛的成功召开为本次年会进一

步加强学术交流、凝聚科技力量，进而更好地推动海峡

两岸暨港澳科技协同发展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广阔平台。

本次会议充分展示了近年来绿色能源催化领域研究的前

沿成果，彰显了绿色能源催化未来发展动态。本次会议

的圆满召开也必将推动我校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鑫玲）6月

27 日，我校党委书记王永清，

学校办公室、党委宣传部、生命

科学学院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来到郭德栋老师家中看望慰问。

“ 郭 老， 您 的 身 体 挺 好

吧？”“子女在哪儿工作，都什

么时间回来？”“平时谁照顾您

的生活起居？”王永清书记仔细

询问郭老师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

况，并向他介绍了学校及学院近

年来取得的新成就、新发展。王

书记深情地说：“感谢您为学校

做出的突出贡献，感谢您长久以

来对学校建设发展的关心与支

持，请您放心，黑大人定会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书

写好学校未来新篇章！”

88 岁高龄的郭德栋老师对

学校、生物系都有很深感情，

提起当年在校工作的往事如数家

珍。现在，他将个人存款 60 万

元捐赠给生命科学学院，希望能

更好地发挥这些存款的价值和意

义。生命科学学院计划用这笔捐

赠款设立“华基金”，用于奖励

品学兼优、学业优秀的一年级学

生，更好地实现郭德栋老师的个

人意愿。

王永清书记代表学校为郭德

栋老师颁发捐赠证书，向郭老表

达了由衷的敬意，祝福郭老健康

长寿，幸福安康。

郭德栋，1932 年 2 月出生

于黑龙江省瑷珲县。1987 年调

入黑龙江大学生物研究所工作，

任研究所所长，一直进行科研工

作，主要从事植物远缘杂交育

种。他与爱人满玉华老师经过多

年的田间育种，选育出具有耐逆

境、无融合生殖等多种优良性状

的甜菜 M14 品系（二倍体栽培甜

菜和野生白花甜菜的杂交后代），

并于 1999 年召开了以北京大学

胡适宜教授为专家组组长的成果

鉴定会，获得一致好评。该品系

获得了国家专利保护（公开号：

CN1263695A），目前生命科学学

院有一个科研团队继承郭老师的

优良育种材料，继续以甜菜 M14

品系为植物材料进行相关的分子

生物学研究。

1996 年学校在生物研究所

的基础上成立了生物工程系，

郭德栋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

曾主讲过本科生《遗传学》和

硕士研究生《高级遗传学》等

课程，是黑龙江大学首届教学

名师奖获得者。

我校参与承办的海峡两岸暨港澳绿色发展青年论坛在哈举行

本报讯 ( 记者 刘昕语 刘明远 赵萌萌 王美

真 )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祝福伟大

的祖国 70 华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歌颂祖国 70

年的奋斗历程。6 月 22 日，“我和我的祖国”黑

龙江大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合唱

比赛在我校音乐厅举行。

本次比赛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场进行。

上午 8 时 30 分，由学校领导、校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组成的合唱队为本次比赛启幕开场。各参赛

参演队伍以饱满的热情、如虹的气势高歌了《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我

和我的祖国》《保卫黄河》《深海》《走向复兴》

《不忘初心》《红旗飘飘》等 71 首歌曲。

经过一天的角逐，电子工程学院、经济与工

商管理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西语学院、研究生院、机关党委、信息管理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等 8 个代表

队获得比赛一等奖。

据了解，本次比赛自 4 月份启动以来，历时

两个月的时间，全校各二级党组织高度重视、精

心准备，大家拿出排除万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利用业余时间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35 支参赛参

演队伍，每支均在百人以上，总人数达到近3600人，

成员涵盖校领导、中层干部、教师和学生。比赛

在全校师生中了引发了热烈反响，激发了师生的

爱国主义情感，坚定了师生勇做黑大发展建设的

开拓者、奋进者、搏击者的决心与斗志。

本报讯 日前，由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主办，俄

罗斯卡尔梅克国立大学承办的第三届国际奥林匹

克俄语线上竞赛落下帷幕。竞赛共吸引全球近 50

所高校的 400 余名选手参加。

竞赛由初赛（俄语与国情知识）、决赛（命

题演讲）两部分组成。我校高级翻译学院王骊同

学在竞赛中表现突出，取得了《Красота моего 
родного края и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我的家乡和母

语之美）组别一等奖的优异成绩。

 高级翻译学院供稿

本报讯 日前，2019 年 " 新潟杯 " 日语演讲

大赛在佳木斯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日本新潟

県国际交流协会、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外友好

协会主办。全省 13 所高校的优秀选手进入总决

赛。我校东语学院日语专业的张吉童同学在日

语系高芃老师和田中老师的指导下，获得本次

大赛一等奖。

本次比赛分为命题演讲和即兴演讲两个环节。

我校张吉童同学的讲稿主题明确，逻辑鲜明，新

颖的构思吸引了全场的亮点。获得了日方评委和

中方评委的一致好评，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

 东语学院、创业教育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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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力唱响礼赞新中国、奋

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6 月 28 日，“我

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巡回报告活动在

黑龙江大学体育馆举办，这也是全国百

姓宣讲团开始巡回宣讲的首站。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柯勇、我校党

委书记王永清在宣讲报告会上分别致辞。

团省委书记苑芳江，中国青年报社党委

常委、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副主任张健

为，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王东明，

省妇联副主席李大方，团省委副书记王

淑滨、张涛、孙亮、孔德楠，省委宣传

部宣教处处长尚铁权以及黑龙江大学领

导丁宏、张颖春、于文秀、董玉庭、陈

德明和我校师生代表共 3000 人参加宣讲

报告会。

宣讲会上，7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先进

典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

讲述了他们在各自的本职工作岗位上追

梦筑梦、奋斗报国的百姓故事，集中展

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跟党走、建功新

时代的坚定意志品质和昂扬精神风貌，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

“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活动由

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联合主办，是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宣讲活动激励和引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爱

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以良好的

精神风貌和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

 校团委供稿

 摄影 赵春争 车敬楠 罗毅恒

本报讯 近日，第四届常州市大学生创业大

赛东北赛区决赛及颁奖仪式在我校隆重举办。来

自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吉林农业大学

等东北三省高校的 15 支创业团队入围东北赛区

决赛。

经过激烈的比赛，我校 2 支团队喜获佳绩，

分别获得二等奖、三等奖，我校荣获最佳组织

奖。其中我校选派的“孔雀考试身份验证系统”

团队将同此次获奖团队于下月到常州参加全国总

决赛。 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供稿

我校在常州大学生创业大赛
东北赛区决赛中喜获佳绩

我校学子在国际奥林匹克
俄语线上竞赛中喜获一等奖

我校学子荣获
“新潟杯”日语演讲大赛一等奖

我校师生用合唱祝福
祖国70华诞

学校领导看望慰问离退休教师郭德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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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巡回报告活动在我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