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7 日-8 日袁 中国国
家博物馆研究员尧 书法家晁岱双应邀
来我校讲学遥 在校期间袁 他与我区部
分书法家王廼欣尧 朝洛蒙尧 霍如涛进
行了座谈袁 并为我校 叶书法艺术曳 通
识教育课学生讲授了课程内容遥 各位
专家就书法通识课教学的有关问题尧
书法对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等
发表了各自看法袁 尤其是对我校作为野211 工程冶 重点建设院校在书法教
育和书法文化发展方面提出了宝贵意
见遥 各位专家来到 叶书法艺术曳 课的
延伸课堂要要要习字课现场对正在临摹

碑帖的学生进行了指导袁 并现场泼墨
挥毫袁 展示了深厚的书法功力和文化
功底袁 起到了良好的言传身教作用遥5月 8日全天袁 晁岱双老师按照 叶书
法艺术曳 课的教学计划袁 根据课程进
度袁 从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高
度袁 联系当前书法现象袁 为选修该门
课程的学生讲授了书法技法尧 书法创
作的有关内容袁 并在课堂上展纸提笔
进行了创作示范袁 教育学生正确认识
书法袁 鼓励学生热爱书法和我国传统
文化尧 提高书写水平袁 收到了良好效
果遥

喜 讯

本报讯 渊本报记者方怡鹏冤 中国科学院院
士尧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副主席袁
原北京大学校长尧 中国著名化学家尧 教育家周
其凤先生近日应邀来我校进行访问讲学遥

来访期间袁 学校党委书记朱炳文亲切会
见周其凤院士并进行了交流袁 对周其凤院士
多年来对内蒙古大学的鼎力支持表示诚挚的
谢意袁 希望在我校全面启动 野双一流冶 建设
的新时期袁 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指导遥12日上午袁 周其凤院士参观了我校化学
化工学院袁 并出席了学院举办的座谈会袁 与
学院领导班子及教师代表共同探讨交流了一
流学科建设尧 教育教学改革尧 科研能力提升
等问题遥 座谈会上袁 周其凤院士以其丰厚的
高等教育管理经验袁 以及国际化尧 前瞻性的
视野袁 就化学化工学院如何主动因应发展新
环境尧 新形势和新要求袁 进一步提升人才培
养尧 科学研究尧 社会服务等工作品质提出了
宝贵建议遥

同日下午袁 周其凤院士前往南校区图书
馆学术中心报告厅袁 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叶野浏阳花鼓冶 要要要在内蒙古大学与青年朋友
交流人生感悟曳 的精彩讲座遥 副校长张吉维
出席并主持讲座袁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和师生 600 余人一起听取了讲座遥 周其凤院
士在讲座的开篇回顾了内大与北大的历史渊
源袁 对我校 野双一流冶 建设发展表达了衷心
祝愿袁 希望内大与北大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
交流袁 携手前进袁 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遥 讲座中袁 周其凤
院士结合自己 69载自强不息尧 浓墨重彩的人
生历程袁 与学子们畅谈了立学为民尧 治学报
国的人生感悟袁 分享了为人处世尧 潜心治学
的体会遥 他以长者的慈爱教诲同学袁 成功从
来没有捷径袁 只有自己不断努力才能走向成
功袁 希望大家懂得尊重尧 渴望改变尧 堪受荣
辱尧 珍重既有尧 知道感恩袁 懂得 野人皆知有
用之用袁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冶 的道理遥 他以
学者的谨严告诫学子们袁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
研究者必须从培养兴趣和勇于执着做起袁 学
术研究的大忌就是迷信和跟风袁 希望内大学
子筑牢学术基础袁 学会适应环境袁 善于发挥
自身优势尧 创造条件遥 讲座的最后袁 周其凤
院士与同学们进行了互动问答袁 就大家关心
的创新创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遥 在长
达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袁 讲座现场时而安静
凝重袁 发人深省的话语把听众带入深深的沉
思中曰 时而轻松欢快袁 生动幽默的语言不时
引发全场的掌声和笑声遥 在亲切真诚的氛围
中袁 内大学子追随大师的思绪袁 共同感受了
关于生命意义尧 关于生活追求的深刻领悟遥

本报讯 5 月 9 日下午袁
内蒙古大学欧美同学会窑归国
留学人员联谊会正式成立遥
这是自治区高校成立的首家
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遥
会上袁 学校党委组织部渊统战部冤 部长杜晓东做了联

谊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遥 会议
审议表决通过 叶内蒙古大学欧
美同学会窑归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选举办法 渊草案冤曳 及内蒙
古大学欧美同学会窑归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首届领导机构组成
人员建议名单遥

首届领导机构由 1 名会
长袁 6 名副会长袁 29 名理事
成员组成遥 学校副校长赵吉
教授当选为首届联谊会会长遥

会上袁 副校长赵吉教授
作为首届联谊会会长做了发
言袁 表示将在学校党委和内
蒙古欧美同学会窑内蒙古留学

人员联谊会的直接指导下袁
努力把联谊会建成促进人才
交流合作的新平台袁 学校事
业发展的新阵地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
部副部长奇锦玉代表自治区
党委统战部对我校归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的成立表示祝贺袁
并对我校在归国人才工作方
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遥
他希望内蒙古大学归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袁 坚持正确发展
方向袁 坚持群众性尧 高知性尧
统战性的定位袁 切实把职能
作用发挥好袁 为推动内蒙古
大学和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会上袁 学校党委书记朱
炳文做了讲话遥 他首先代表
学校党委对自治区党委统战
部尧 自治区侨联和内蒙古欧

美同学会窑内蒙古留学人员联
谊会的支持表示感谢袁 向当
选的会长尧 副会长和各位理
事表示热烈的祝贺遥 同时袁
他对联谊会提出殷切希望和
具体要求遥 一是继承优良传
统袁 发挥人才强校作用遥 二
是积极创新发展袁 带头创业袁
自觉投入到教学科研管理工
作中袁 自觉肩负起学校创新
发展的重任遥 三是促进对外
交流袁 大力引才荐才袁 做好
桥梁纽带 袁 联谊会要当好野民间大使冶袁 加强留学人员
之间的联谊遥

成立大会前袁 召开了成
立大会的预备会袁 对首届领
导机构的建议人选名单进行
了讨论袁 并讨论通过了 叶内
蒙古大学归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工作细则曳遥

渊党委组织部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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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袁
自治区总工会下发了关于表彰自治
区五一劳动奖的决定院 授予 57个单
位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尧 159
名职工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袁
189 个集体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
号遥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包玉英教授
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遥
包玉英教授从事教学工作以来袁 积
极参与我校植物学尧 生态学和微生
物学学科建设及本科实验教学中心
的建设袁 负责植物学博士学位点的
建设及相关工作遥 指导培养硕士尧
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等 26人袁 其中
留学生 3人袁 目前指导在读研究生
11人 渊留学生 2人冤遥

包玉英教授积极开展内蒙古草
原与荒漠区丛枝菌根真菌生物多样
性与资源保护利用的研究遥 至今主
持完成了科技部 野十二五冶 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 1 项袁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袁 1 项教育

部春晖项目以及 3项内蒙古自治区
自然科学基金 渊其中 1 项重点冤尧 2
项自治区科技计划和 2项教育厅高
校科研项目遥 参加完成了 1 项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渊973
前期项目冤尧 1 项科技部攻关项目尧
1 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以
及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遥 完成学
术论文 30多篇袁 参编科研成果专著
1 部遥 2004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
技进步一等奖遥 目前袁 包玉英教授
在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尧 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项遥 并积极参与科技部 野十三五冶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申请工作袁
以及大型能源企业生态环境修复与
建设的科研项目的申报遥 在教学工
作的同时袁 致力于内蒙古草原生态
建设与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中袁 为恢
复草原蓝天白云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遥

渊工会供稿冤

本报讯 我校校友尧 中国科
学院院士尧 激光等离子体物理
学家尧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
杰袁 由于他及他所带领的团队
在快点火激光聚变研究和在强
激光实验室天体物理研究上的
重要贡献袁 近日在西雅图被美
国核学会授予 2015 年度爱德
华窑泰勒奖遥 这是我国科学家
首次荣获这个激光聚变领域的
国际最高奖项袁 为我国的相关
研究领域赢得了荣誉遥

爱德华泰勒奖是美国核物
理学会设立尧 以 野氢弹之父冶
爱德华泰勒命名的聚变能源领
域最高奖项袁 每两年在国际惯
性聚变科学与应用大会上颁
发袁 每次授予两名杰出科学
家袁 奖励他们在运用激光和离
子粒子束产生高温高强物质来
进行科学研究及可控热能核聚
变上的前沿研究和领导力遥

张杰校友 1977 年至 1982
年在内蒙古大学物理系半导体
物理专业学习袁 获学士学位袁1982 年至 1985 年在内蒙古大
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学习袁
获硕士学位遥 张杰教授领导的
国际联合研究团队在国内开创
了实验室天体物理研究的新领
域袁 在对黑洞周围的光电离尧
太阳表面的磁重联和喷流尧 超
新星爆发导致的无碰撞冲击波
等重要天体物理前沿问题的研
究中袁 取得了多项重要突破袁
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遥 鉴
于他的学术成就袁 张杰教授于200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袁 2007年当选为德国科学院
院士袁 2008年当选为第三世界
科学院院士袁 2011年当选皇家
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袁 2012年
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遥

渊宣传部供稿冤

5月 10日上午袁 组织部 渊统战部冤 党支部开展了 野两学一做冶 支部学习
活动遥 围绕学习党章尧 遵守党章这一主题袁 支部党员谈认识和体会袁 进行了
充分讨论遥 我校党委书记朱炳文以普通党员身份参
加袁 与支部党员一起学习讨论袁 切实做到在 野两学
一做冶 学习教育中走在前面袁 当好表率遥

本报讯 (记者 王文鑫) 敦品励学袁
成才圆梦遥 在 野五窑四冶 青年节之际袁
为发挥榜样力量袁 提高内大青年责任
意识和创新能力袁 由我校团委主办尧
学生会承办的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优
秀事迹报告会于 5月 4日举行遥野责任奉献标兵冶 中华全国联合会
副主席尧 自治区学生联合会主席尧 我
校学生会第三十二届主席尧 计算机学
院 2012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伊日桂袁 野学生服务标兵冶 我校学
生社区团工委专职副书记尧 法学院2013 级法学专业刘晨雨袁 野团队合
作标兵冶 我校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团队野创新之家冶 负责人刘明宇袁 野体育
标兵冶 国家一级运动员尧 我校女子足

球队队长尧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第八
届团总支学生会主席尧 2012级孙琪袁野科技创新标兵冶 数学科学学院党支
部宣传委员尧 2013级数学基地班班长
许涛袁 野学术标兵冶 经济管理学院2012 级金融学专业白静袁 野创新团
队标兵冶 隶属我校计算机学院 渊软件
学院冤 的精英学生开发者联盟负责人
李沛然袁 野创业标兵冶 创业学院白杨
等十位杰出青年就各自的优秀事迹作
了报告遥 野现在袁 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曰 将来袁 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遥冶 青
年一代的大学生袁 应以榜样为精神力
量袁 肯吃苦袁 多实践袁 勤努力袁 不放
弃袁 让绚丽多彩的青春在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进程中绽放遥

我校召开内蒙古大学欧美同学会·
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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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校 包 玉 英 教 授 被 授 予
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晁岱双来我校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