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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丹心铸魂——
吴为山雕塑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是当代著名雕
塑家、南京大学教授吴为山近三十
年来以中华历史杰出人物为主要创
作题材、倡导和践行写意雕塑理论
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展示。作为中国
国家博物馆全新策划的学术展览序
列“开篇”之作，本次展览将展至
6 月份。展览闭幕后，吴为山将向
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其雕塑代表
作品。

本次展览分为四个单元，共展
出雕塑作品 179 件套，内容有以马
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为代表的伟
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以焦裕禄、
雷锋、孔繁森、南仁东等为代表的
英雄劳模、时代楷模，以炎帝、黄帝、
孔子及诸子百家直至现当代中华历
史文化名人系列，以达 •芬奇、马可 •
波罗、顾拜旦等为代表的世界名人，
以《睡童》《春风》为代表的生活
系列等。

近三十年来，吴为山创作了
五百余件雕塑，立于中国及世界多
个国家，为当代中国雕塑艺术根植
传统、吸收外来、锐意创新开辟了
新境，被季羡林誉为“扬中华之文化，
开塑像之新天”，被国际评论家认
为“是中国雕塑新精神的代表”，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吴
为山雕塑表现了全人类的灵魂。”

据悉，展览开幕后得到人民日
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光
明日报、央广国际在线等中央级主
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

吴为山教授于 1998 年进入南京
大学工作，创建雕塑艺术研究所、
美术研究院，于 2008 年调任中国艺
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
塑院院长，2014 年任中国美术馆馆
长。2018 年，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通

讯院士，成为继著名画家吴冠中之后当选为该
院通讯院士的第二位中国艺术家。

                （新闻中心  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

本报讯  5 月 30 日，南京中超百
货超市有限公司捐赠签约仪式在我校
仙林校区举行。南京中超百货超市有
限公司董事长邱中超、总经理钱春梅，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以及教育
发展基金会、房产处等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捐赠仪式。仪式由发展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方嘉主持。

仪式上，房地产管理处处长方文
晖介绍了南京中超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捐赠的有关情况，教育发展基金会秘
书长张晓东与邱中超董事长签署捐赠
协议。薛海林向邱中超颁发感谢状。

邱中超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南京大
学这所百年名校的赞赏之情。他介绍
了南京中超百货超市有限公司近几年

的发展状况和未来愿景，并强调本次
捐赠支持南京大学是他一直以来的心
愿。他表示，能够参与到“第一个南大”
的建设事业中来，能够为南京大学的
广大师生员工提供优质的服务，并将
中超百货超市的战略发展与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一件令中
超百货感到自豪的大事。下一步将会
为南大学子提供更多的实习及勤工助
学的机会，为南大学子的成长成才贡
献一份力量。

薛海林代表学校对南京中超百货
超市有限公司慷慨捐资支持我校教育
事业发展的举措表示诚挚的感谢。他
表示，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各项办学
指标能够名列全国高校前列，离不开

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支持。南京大学按
照习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
始终谨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正着力于打造“三全育人”的长效机制，
而“育人”的主体不仅仅是在校老师，
还包括学校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广
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与此同时，学校
还十分重视“环境育人”的重要作用，
为此专门设有“南京大学美丽校园建
设基金”。本次南京中超百货超市有
限公司为该基金注入了第一笔善款，
将起到很好的带动效应，拓展校企合
作新模式。最后，他表达了对南京中
超百货超市有限公司的美好祝愿，祝
愿未来双方能够合作得更加紧密更加
深入。                       （发展委  强银萍）

本报讯  为迎接第 69 个国际儿童
节，6 月 1 日，校工会、校女教职工
委员会、校计划生育办公室联合举办
“勤动手 • 爱科学——全能南小宝”
教职工亲子系列活动。亲子活动分为
“勤动手”技能小比拼、“勤动手”
亲子包水饺、“爱科学”走进实验室
三个环节，近 400 名教职工子女参加
活动。

上午 9 点半，300 多名南小宝在
家长的陪同下来到炜华运动场，参加
“勤动手”技能小比拼的游戏项目。
在教职工风筝协会老师们的耐心指导
下，南小宝们拿着自己绘制的风筝，
在操场上快乐地放飞。运动场的上空
飞舞着五颜六色的风筝，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也随着风筝在上空飘扬。运动
场的另一侧，“鱼乐无限”“充气飞镖”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渔网捞鱼是小
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项游戏，哨声一响
南小宝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捞鱼，鱼
池边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充气飞镖”

和“百击百中”都属于投掷类游戏，
锻炼小朋友的手臂力量和全身运动的
协调性，南小宝们在欢乐有趣的游戏
中锻炼了身体，收获了快乐。

中午 11 点，“勤动手”亲子包水
饺活动在仙林校区教工餐厅举行。后
勤服务集团的面点师傅耐心讲解包水
饺的技巧，近百名南小宝在家长的指
导下共同参与活动。孩子们有模有样
地自己动手包馅、捏边，虽然做出来
的饺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但亲手
制作美食的乐趣不言而喻。

午餐过后，下午的“爱科学”走
进实验室环节开启。孩子们根据自己
的兴趣分别前往生命科学学院、物理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探索科学的奥秘。
生命科学学院为孩子们准备了兼具知
识性和趣味性的科普讲座《你好，精
灵》，讲解蝴蝶和飞蛾的区别。讲座
之后，南小宝们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
亲自动手在显微镜下观察植物和动物
的细胞以及组织切片，体验“生命奥

秘大揭秘”。物理学院组织孩子们参
观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科技馆），
通过力学、热学、光学、电学的实验
把科学知识生动化、形象化地展示出
来，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力热光电
的奇妙世界”。

化学化工学院带领孩子们“走进
化学魔法小讲堂”，通过“给米饭点
颜色”、“变色吧！紫甘蓝”、“鸡
蛋壳的秘密”三个有趣的实验展现了
化学世界的奇妙与神奇。

一天的六一亲子活动欢乐而充实，
参加活动的教职工纷纷表示，“全能
南小宝”的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走向
操场、走进生活、走进科学的宝贵机会，
家长和孩子都在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
幸福感。

据悉，校工会将继续坚持以提升教
职工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目标，
最大限度地为教职工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为教职工打造幸福家园，为建
设“第一个南大”提供有力保障。（工会）

本报讯  6 月 1 日，第五届江苏省“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启动仪式在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
省委统战部、省委网信办、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
工信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商务厅、团省委、省科协、省扶贫办等单位联合主
办。我校积极响应号召，并推荐两个“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学生创业项目团队参加。

启动仪式上，我校“亿利耐雀——沙漠生态循环
经济助力器”、“家书 app”两个项目参加了项目展示，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成斌等领导参观并听取了我校
两个项目的介绍，充分肯定项目取得的成绩及社会意
义。之后，我校“家书 app”项目团队接受了江苏卫
视等媒体的采访。

启动仪式结束后，江苏大学生“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联盟成立仪式、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项目对接签
约、大学生红旅和涉农创新创业优秀项目路演、主旨
论坛等系列活动在南农举行。活动现场，我校“亿利
耐雀——沙漠生态循环经济助力器”项目入围“大
学生优秀红旅和涉农创新创业项目路演”环节，并
作为第一个路演项目进行展示，现场反响热烈。路
演结束后，我校项目团队接受了南京电视台等媒体
的采访。

据介绍，全省 110 余所高校 800 余名师生共同
参加启动仪式。江苏“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自
2018 年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 91 所高校 4 万余名师
生先后深入淮安、徐州、盐城等革命老区，用创新创
业成果服务乡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推动创新创业
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在大学生群体中打造了
规模最大、最生动的思政课堂。          （双创办  高珊）

本报讯  5 月 30 日，2019 南京大学软件学院 EL
程序设计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仙林校区举行。苏州
乐米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软件学院
2012 届校友滑立栋受邀担任大赛评委并致辞，软件
学院院长助理冯桂焕、邵栋与专业教师李传艺共同担
任大赛评委，100 余名参赛同学共同与会。软件学院
2018 级本科生李淳担任主持。

本次大赛主要面向软件学院 2018 级本科生，共
有 50 支团队近 200 名同学报名参赛。比赛分人机交
互组和算法组两个组别进行。人机交互组通过开发一
个⼿机 APP、微信⼩程序或 Web⽹站等科普一个科
技小知识，其最终产品必须正式发布并在⽹上传播。
最终，每个团队进行 5 分钟现场产品展示与答辩，
评委根据产品的教学效果、⼈机交互、创意等进行评
分。算法组则实行多轮积分赛，先后于 4 月 20 日、

4 月 27 日、5 月 11 日、5 月 18 日晚进行了 4 场积分
赛，每场比赛 3 小时。参赛团队使用 C、C++、Java
或 Python 等编程语言完成编码，成绩测评通过在线
测评系统完成。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人机交互组和算法组分别决
出一、二、三等奖。人机交互组一等奖由柴绮带领的团
队斩获，二等奖由戴祺佳、黄晨分别带领的两支团队获
得，三等奖由苗轶轩、李俊杰、陆张驰分别带领的三支
团队获得。算法组一等奖由李淳带领的团队斩获，二等
奖由秦锐鑫、王晶分别带领的两支团队获得，三等奖
由杨胜涛、苗轶轩、蔡尚达分别带领的三支团队获得。

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南京大学“乐米科技奖学金”
捐赠仪式。计算机系与软件学院党委副书记陈琳与苏
州乐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乐米科技奖学金”捐
赠协议。                                      （软件学院  张田田）

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举行LOGO设计
征集暨微信公众号启动仪式

5 月 29 日，“铭记大爱，守护和平”——南京大学拉
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LOGO 设计征集暨微信公众号启动
仪式在拉贝纪念馆举行。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
以及来自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
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扬子石化—巴
斯夫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出席仪式，仪式由南京大学档案
馆、拉贝纪念馆馆长吴玫主持。启动仪式上，杨忠、易堂
铭、盖尔克、罗征峥、薛敉乐五位嘉宾共同开启启动球，
标志着拉贝纪念馆 logo 征集和微信公众号正式对外发布。
此次活动与腾讯公司合作全程进行直播，在线人数达到
114373，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拉贝纪念馆  王红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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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超百货超市向我校捐资助学

我校举办“勤动手 •  爱科学—全能南小宝”教职工亲子活动

2019 南京大学软件学院 EL 程序设计大赛落幕

我校师生代表参加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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