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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用 60 年时间在赛艇这
个有 300 年历史的欧洲传统项目上
分一杯羹，展现的是中国实力。”近
日，里约奥运会女子赛艇轻量级双
人双桨铜牌获得者黄文仪与汕头大
学师生分享了奖牌背后的故事，并
为即将参加海洋划艇项目的成员讲
解划艇知识。

海洋划艇(Ocean Rowing)是
汕头大学高级户外拓展的最新项
目，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启动，共
选拔 20 名普通本科生于 2017 年 2 月
从汕头划艇至香港，划行长约 640
公里，预计需要8天的时间。在海上
的8天里，学生要面临从白天到黑夜
的连续长时间划船的体能与意志挑
战，同时通过运用导航、通讯等航
海知识与技能经受天气、水流、风
浪、潮汐、风向等大自然所带来的
考验，是一次真正的极限挑战。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沿途开展海洋
科考项目，并组织保护海洋动物公
益募捐活动。

课堂无边界，育人无止境

学校自 2009 年以来，在李嘉诚
基金会的支持下，按照 《自主办学
综合改革试点纲要》 关于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的要求，开展“香格里拉
高级训练营”“2011 叱咤峰云-希夏
邦马峰”“2012 由你做主-可可西里
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2014 极地
学府-南极科考”等一系列高级户外
拓展项目。

在高级户外拓展的背后是汕头
大学的“全人教育”理念。学校提
倡人之卓越不仅限于其与时俱进的
知识技能，更在于培养其卓越的人
格魅力，而体育精神正是人格魅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户外拓

展项目来提升学生的道德、身体和
心理素质以及团队精神和领导才能。

陈华超曾参加 2011 年汕头大学
高级户外拓展“叱咤峰云”希夏邦
马峰科考登山项目，并因此获得汕
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攀登希夏
邦马峰的经历对陈华超来说，是一
段人生新旅程的开始。大一期间她
通过体能测试报名参加了“希夏邦
马峰科考登山项目”，当看到香格里
拉纯净的原始森林和从未见过的高
山湖泊，陈超华内心由最初的浮躁
变得宽阔而平静。在持续9天的希夏
邦马峰攀登，缺氧、高原反应让她
忘却了杂念，一步一步坚持完成了
全程。“攀登希夏邦马峰之行我最大
收获就是学会了不给人生设限，尝
试过会发现凡事皆有可能。”陈超华
说。随后，她还参加了珠海半程马
拉松、厦门全程马拉松，在一次次
的体育运动中践行汕大“建立自
我，追求无我”的理念，通过高级
户外拓展一步步完成自我的蜕变。

如果说“希夏邦马项目”见证
了汕大学子的高度，南极科考就是
对学生深度和广度的考验。2014
年，师生从汕头大学出发，经过香
港、迪拜、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达
阿根廷乌斯怀亚港口，搭乘考察船
穿越德雷德海峡，进入南极圈。在
船上聆听了 17 场由驻船科学家主讲
的关于海洋学、地理学、自然科
学、鸟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题
讲座。在南极进行了 8 次登陆活动，
考察了南极半岛和附近岛屿，近距
离接触南极美丽纯净的大自然，邂
逅了南极的冰山、企鹅、海豹、鲸
鱼。完成了在南极圈零下一度的海
水游泳与极地雪地露营的自我挑
战，学会对大自然的敬畏。其间，
实地考察了南极的废弃科考站和现

代科考站，包括中国南极长城站，
并在极地及旅途中开展科学环保、
极地生态、商业旅游、人文历史等
方面的科考探险活动。南极归来
后，科考队师生担当南极使者，赴
近 40 所中小学，向中小学生、普通
市民宣传极地与环保，逾 4 万人受
益。高原、雪山、峡谷、极地、海
洋间，汕大学子不仅留下脚印，更
留下成长和感悟。

成长，是最好的答卷

南极之行的成员们都完成了各
自的蜕变。“一路走来，培养了我以
谦卑和好奇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
和事物，也学会了以更深远地目光
去看待世界，跳出自己思维的圈
子，以发展的眼光去与世界接触，
真正具备世界性的视野。”项目成员
容子豪认为，南极之行对自己人生
观的塑造至关重要。成员胡凯文则
更深刻地理解了尊重一词，“尊重不
再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尊重自
然，尊重其他的生命。探索的旅程
不在于发现新大陆，而是在于培养
新视角。”成员林泉认为，南极之行
让他得以在最纯粹的地方进行最纯
粹的思考，“回归本心，兼济天下”
成为他此后的人生信条。

“公益理念”作为汕头大学的传
统，也在高级户外拓展中一次次得到
践行。南极科考中的环保小组对《南
极条约》的执行情况以及极端环境下
的环保措施进行了调查。海洋划艇
项目开展了保护海龟的公益筹款，所
筹款项将捐赠给广东惠东海龟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南澳南澎列岛国家
级海洋生态保护区，以支持他们开展
海龟保护与研究工作。这些行动与
汕头大学的必修公益课程一脉相承，

提醒着汕大人不论行至世界哪个角
落，都谨记“学习是为了奉献，才无愧
于春秋”，做一个俯仰无愧的人。

认可，是前行的动力

对于学生“用脚步量丈世界之
浩瀚，用身心探索人类的挑战”，李
嘉诚提出“寻真问道，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与学生共勉。

成长是自我的洗礼，荣誉是外
部的认可。2013 年 3 月，汕头大学

“高级户外拓展项目”被评为广东省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精品项目。2015
年1月，南极科考队艺术摄影小组李
俊杰等作品——纪录片 《极地学府-
汕大学子南极行》 获广东省“我的
中国梦—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主
题拍客大赛一等奖。3 月，“2014 极
地学府—南极科考”科普讲堂进校

园系列活动被评为 2014 年广东省
“全国科普日”优秀特色活动。2015
年6月，南极科考队环保科学小组王
小亮等学生作品 《南极环保措施的
约束力和影响力》 获广东省第十三
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特等奖。

近年来，汕头大学已构建起以
高级户外拓展为主，初、中级户外
拓展为辅的多元化户外教育体系，
以雪豹户外协会为载体，由学生主
导，积极推进学校户外教育的发
展，每年组织校内外户外活动近 30
场，受益师生近 3000 人次。户外拓
展作为课堂的延伸，不仅是对身体
的考验，更是对心智的挑战，汕头
大学学生在一次次挑战中感悟天地
之辽阔、自身之渺小，学习做人的
谦逊、做事的专注，为踏出校门后
的人生积累丰厚的精神财富。

用脚步丈量青春与梦想
——汕头大学“高级户外拓展项目”发展纪实

通讯员 雒琪珊

校园动态

你是否有过坐公交车没带零钱
的尴尬经历？近日，江西理工大学的
学生研发了一款“公交投币全能助
手”，不仅可以实现纸币找零，还能帮
助公交公司“保姆式”整理和清点钱
币。

“公交投币全能助手”由该校五
名在校大学生发明，并凭借其功能全
面、实用性强的特点使得该作品在刚
刚结束的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中，从 4000 多个发明中
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谈及作品的设计灵感，团队队长
黎业钲显得有些无奈。一次出门坐
车忘带零钱，无奈之下只能投了 10
元的纸币，这次尴尬的经历使他萌生
了创作的灵感：“为什么不能设计一
个可以找零的投币机呢？”黎业钲的
想法正好契合了当时第七届全国大
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命题，在导
师徐广红教授的建议下，与同在机器
人协会的朋友一起递交了报名表。

要克服现有投币机的缺陷，首先
需要了解现有投币机的使用情况。
黎业钲和队友来到赣州公交总公司
调研，其所辖公交车日均投币总额达

到 16 万之多，其中一元硬币约为 6.5
万元，占总数的 40.62%；一元纸币约
为 7.8 万元，占总数的 48.75%。公交
公司每天要对混杂在一起的各种纸
币、硬币进行分类清点，需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且长期大量接触钱币
也会对员工健康带来潜在的危险。

“所以我们想要设计一个不仅方便
‘公交族’，更方便公交公司的投币
机。”黎业钲说。

研发初期，身边很多同学质疑黎
业钲他们，认为现在是信息化时代，
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类似于二维码付
款的方式，为何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研发这款公交助手。面对质疑声，
黎业钲认为：“在很多人眼中，这款机
器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但是它的出现
并不是没有意义。考虑到二三线城
市很多先进设备并没有普及，对于外
出旅游又不方便办理公交卡的游客
和习惯投币的老年人群体来说，公交
投币助手的研发还是有设计的必
要。我们设计的投币助手集分类、计
数、消毒、找零等功能于一体，比现有
智能公交投币机更具优势。”

在该校机器人实验室里，记者注

意到，黎业钲团队设计的这款投币助
手有纸币和硬币入口、未识别币出口
和找零出口，一个显示屏即时为乘客
显示投币信息，还装有一个刷卡机和
二维码，以此来方便不同乘客的消费
习惯；同时专门为司机配备了一个显
示屏即时显示投币情况并进行统计，
方便了后续的清点工作。

黎业钲介绍，投币助手主要由硬
币部分、纸币部分和控制部分所组
成：硬币部分根据硬币直径、材质、重
量等不同的特性进行识别分类整理；
纸币部分则通过对纸币的荧光特性、
磁性、幅面大小等进行检测识别分
类；而对纸币识别的反馈，控制系统
及时协调实现找零。

由于面临考研和就业的压力，在
距离比赛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有两名
队员相继退出了团队。秉着对作品
的信心，黎业钲说服了同在机器人协
会的田亮和徐文浩加入。徐文浩接
替了电控部分的任务，“电控是整个
设计的重中之重，由于机械电控用的
是不同的核心，核心的芯片不同，所
以最后一个月，我们又重新做了一套
程序。”换人带来的“后遗症”使比赛

的进度变得特别紧张，通宵成了家常
便饭。“那几天，我们每天只能睡一两
个小时，体重骤减不说，眼睛都快熬
成了‘熊猫眼’。一起熬夜就是一种
相互鼓励，团队一起做事是最好的强
心剂。”田亮说。

由于五个成员性格都比较鲜明，
关于作品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当时
在控制部分，我的意见是将投币分离
的功能同时进行，但是文浩坚持按照
投币分离顺序一步一步设计结构和
控制单元，我们两个就这个问题产生
了较大的分歧。”徐文浩的方案虽然
比较费时，但是能够极大减少容错
率，也最终在作品中呈现了出来。这
个争辨的过程，让黎业钲印象深刻，

“我觉得这样的争论很有必要，它可
以让大家各抒己见，碰撞出新的火
花。”

失 败 和 成 功 其 实 只 有 一 墙 之
隔。“找纸币的盒子是我设计的，在三
维图上画出来后，发现从网上买回来
的材料太软了。在市场上找了好久
没有合适的配件。没办法，我们只能
再次进行设计改造，最后是用自己拼
装制作的 3D 打印机做出来。”朱雪礼

回忆道。无数次的错误，无数次的修
改，最终，耗时半年之久、经过 30 多
次的试验和更改，第二代投币助手终
于成功制成。

“很难想象，奔赴火车站的前几
分钟，我们还在实验室里进行调试，
差点误了火车。”用小车推着这个“大
家伙”在火车出发前几分钟才赶上。

“由于体积太大，我们只能把它放在
车厢的过道里，导致其他乘客进出非
常不方便。”由于机器要保持竖直状
态，但是火车有时比较颠簸，他们担
心机器会倒下，所以轮流在过道守护
着他们的“宝贝”。黎业钲说。

“过就过得有滋有味，活就活得
神采飞扬”是黎业钲的座右铭。兴
趣、性格、爱动手这些特点使得黎业
钲一进入大学就加入机器人协会投
身于科研。大学迄今，他一共参与和
完成近 10 个项目作品，获得 20 多项
荣誉。黎业钲坦言，在大学，最宝贵
的除了学习专业技能知识，更重要的
是学习一种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
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领导能力。对于
剩余的大学时间，他希望可以研究出
ABB机器人来做3D打印。

“保姆式”公交投币助手
通讯员 石杰锋 潘晨

500辆摩拜单车
首进同济大学

本报讯 （江平） 经过 8 天的试运营后，近
日，同济大学、摩拜单车联合举行校园发布会，
500 辆摩拜单车正式入驻同济大学，方便师生
校园绿色出行。同济大学也成为摩拜单车入驻
的首家沪上高校。

只需在手机上下载“摩拜单车”APP，完
成注册后即可看到自己附近的单车图标；找到
离自己最近的那辆单车，通过扫描车身上的二
维码，即可开锁骑行；到达目的地后，将红色
锁扣下压、合上锁环，即可完成还车，结束计
费；还有其黑色车身、橘黄色轮毂的时尚造
型，采用防爆车胎、无需给内胎充气带来的便
利⋯⋯摩拜单车在同济校园一亮相，就吸引了
众多同济师生纷纷试乘体验。

同济大学副校长吕培明表示，这种新型、
时尚的单车投放同济校园，面向同济师生倡导可
持续发展理念，方便师生以绿色出行方式解决校
园“最后一公里”问题，可为同济大学建设以可持
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做出积极贡献。

北京建筑大学明清官式
建筑彩画艺术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徐倩）日前，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环境设计艺委会、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建筑
大学联合主办的“明清官式建筑彩画艺术展”开
幕仪式在北京建筑大学艺术馆举行。据悉，此
次展览的展品汇集了来自故宫博物院、北京建
筑大学等单位的古建彩画复原作品80余幅。

北京建筑大学党委书记王建中介绍，此次
展览是 2016 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学术
活动之一，同时也是北京建筑大学艺术馆落成
以来举办的首次展览。着力打造学校师生文化
艺术教育和实习展示基地，力争开创国际文化
艺术交流和服务社会的窗口，以学校文化品牌
为辐射，提升社会影响力。

李沙教授表示，把古建彩画引入高校教学
体系是必要而紧迫的。依然健在的彩画老匠人
年事已高，将他们的经验绝活继承下来是当务
之急。大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古建彩画工艺，
感悟传统建筑美学规律，才能将古建彩画艺术
完整地传承下去。

山东财经大学华尔街
设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本报讯 （张子萱）近日，山东财经大学艺术
学院与华尔街中美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共建教育
实践基地合作签约仪式在山东财经大学举行。

副校长胡文波表示，山东财经大学大学生
实践基地在华尔街挂牌，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
见。艺术学院要抓住这不可多得的机遇，为学
生创造更广阔的国际平台，为华人在国际舞台
上增加强有力的话语权。

艺术学院院长范正红表示，与华尔街中美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合作签约，在艺术学院的发
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尤其对艺术品投资
与鉴定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
艺术学院的国际化。艺术学院会珍惜机会，加
强双方的合作交流，提升师生的国际化视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打造熟人APP

本报讯（郑钰琪）近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创业团队打造的“忆年”APP 荣获第二届中
国青年 APP 大赛（第三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大赛APP专项赛）金奖。

“忆年”APP 是一款基于亲密关系的共享
相册，产品界面清新整洁，自带幸福感，用户可
以通过它与最亲密的人在互联网上记录、分享
生活，将美好记忆永久储存。创始团队主要来
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均为 95 后在
校大学生，致使“忆年”对高校学生需求具有真
实的敏感度，从根本上服务目标用户。在泛社
交的陌生人时代，人们可以经由移动互联网构
筑起复杂的社交网络，不断扩大自身的人际面
积，却在虚拟的现实中被孤独所捆绑。“忆年”则
在陌生人社交的洪流中反其道而行，坚持做亲
密社交，力图让网络趋近现实，为现代人搭建仅
属于亲密伙伴的线上私属空间。

安徽农大研究发现
黄大茶具有显著降血糖功效

本报讯（曹雷）近日，安徽农业大学茶树生
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宛晓春教授、
张劲松教授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与绿茶、
红茶相比，黄大茶具有显著的降血糖功效。

研究组以小鼠为实验对象，对黄大茶、绿
茶、红茶样品进行了抗高血糖作用的研究，观察
比较茶汤的摄入对小鼠糖脂代谢以及体重、饮
水量和摄食量的影响，分别在组织、基因、蛋白
等分子水平上对动物的血液、肝脏中相关指标进
行了表征。研究发现，小鼠连续25天摄入高脂饲
料，并同时饮用黄大茶、红茶和绿茶茶汤，对比结
果表明，饮用黄大茶的小鼠空腹血糖显著降低，
而饮用绿茶和红茶的小鼠空腹血糖无明显变化，
且小鼠对黄大茶茶汤耐受性更好，这表明黄大茶
具有很好的降血糖效应。研究同时发现，黄大茶
降糖的机理可能与早期抑制小鼠肝脏中“硫氧还
蛋白互作蛋白”（Txnip）表达有关。该研究成果
不仅为开发以降血糖为健康导向的功能性茶产
品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进一步促进夏秋
茶资源的高效深度利用提供了思路。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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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

近日，东北大学国际文化体
验季活动拉开帷幕。此次体验季
共分中国展区、美洲展区、大洋
洲展区、亚洲展区、欧洲展区、
非洲展区等十余个展区，各展区
通过民俗体验、美食品尝、语言
交流、服饰展示等互动环节，让
参与者身临其境，学生在校园广
场里走一圈，就能体验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

图为德国展区的狂欢节传统
活动项目“脸绘”，吸引了大批
学生排队参与其中。

王钰慧 图/文

东北大学
国际文化体验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