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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位与目标

（一）学院定位

2009 年，为了培养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基础学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着眼于创新

人才的基础性培养和超前开发，按照国家人才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的部署，中组

部、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开始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简称“拔尖计划”）。

2010 年 8 月，兰州大学结合自身基础学科优势，以及多年来通过“基地班”、

“隆基班”等形式在拔尖学生培养方面进行的长期探索，专门成立萃英学院，负责实

施“拔尖计划”。学院定位为：兰州大学探索本科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荣誉学院；拔尖

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发展和创新培养的重要基地；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

区”和“示范区”。学院除承担国家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拔尖计划任务以

外，配套进行人文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

（二）培养目标

按照“拔尖计划”的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注重养成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注重增强学生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坚持“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的原则，建立拔尖人才

重点培养体制机制，吸引最优秀、有志趣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形成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良好氛围，努力使受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

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

（三）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1. 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政策与措施

学院成立以来，注重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打破常规，在体制机制和教

育教学上大胆改革、努力创新，在选拔拔尖学生、开展因材施教、吸引高水平师资参

与以及加强国际化培养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机制，引起了社会和国际一流大学

的广泛关注。先后制定一系列有关教师聘任、学生选拔、经费管理、培养过程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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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件。2015 年，学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章立制，修订《萃英学院本

科生综合测评实施办法》、《兰州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荣誉毕业

生评定实施办法》、《兰州大学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学生退转规定

（试行）》和《兰州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学生选拔与管理办法

（试行）》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制度遵循拔尖人才成长规律，覆盖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成为兰州大学具体落实“拔尖计划”要求、确保其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2.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体现与效果

以“领跑者”的理念建立拔尖学生培养试验区。让“拔尖计划”为人才培养改革

领跑，让拔尖学生为全体学生领跑，带动各类创新人才培养。萃英学院由校长兼任院

长、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兼任常务副院长，由知名教授担任执行院长。成立了学院党总

支。学院下设党政办公室、学生事务办公室（团委）、国际教育合作办公室、教学管

理办公室。构建起由萃英学院牵头、相关学院协同、职能部门支持配合的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

以“志向、兴趣、能力”为导向，探索拔尖学生选拔方式。把好选才关，遴选有

志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优秀学生；观察鉴别，动态进出，建立科学的和人性化的退

出机制；选才与鉴才结合，实现进出渠道畅通，保持计划的活力和竞争力。在选拔标

准上注重多方面考察，综合考虑学生的兴趣志向、学科潜力、综合能力、心理素质等

因素，科学地看待“偏才”“怪才”。在选拔方式上采取多途径遴选，通过自主招

生、二次选拔、与高中衔接等渠道，避免依靠应试，注重平常考察。实行动态进出，

对进入计划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对不适应的学生重新定位、慎重分流。

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减少功利、重在长远。截至目前，共选拔 496 名学生，在读

255 名，退转 7 名。已毕业 238 名学生，其中 61 名学生赴国外一流大学或科研院所

攻读研究生，170 名学生在国内一流大学或科研院所攻读研究生，7 名学生就业。

以“一制三化”为主要内容，探索因材施教模式。即通过导师制、小班化、个性

化、国际化培养，探索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培养机制，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

兴趣专长和开发优势潜能。实行导师制，设立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在课程学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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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生涯规划等方面对学生给予指导。计划吸引聚集了一批校内外名师、优秀青

年教师参与人才培养，初步形成了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生动局

面。教学小班化，更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等研究性师生互动教学方法，开

设新生研讨课、跨学科交叉课、科学前沿课、创新性实验课，组织学术沙龙、读书报

告、兴趣讨论、科研小组等，让学生在创新文化氛围中受到熏陶。注重个性化培养，

根据学生学习兴趣和发展潜力，量身定做培养方案，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导师、自主选

择方向、自主选择课程。开展科研训练，让学生自主进行课题研究和学术探索，点燃

创新激情。注重国际化培养，精选国外高端资源，分期分批将学生送到国外一流大学

学习，进入一流实验室接触科学前沿。拓展本土国际化办学能力，营造国际化学习氛

围，搭建国际化教学平台。2010 年至 2016 年，邀请 157 名国内外知名学者来访讲学

225 场次。参加国（境）外交流项目学生达到 284 人，占学生总数的 70.8%。学生分

赴美国国家高能物理实验室、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剑

桥大学、伦敦大学皇家霍罗威学院、利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渥

太华大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蒙纳什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新西兰奥塔古大学、德

国马普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等 40 余所海外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交流学习或参与科研项

目。

通过“拔尖计划”先行先试，带动全校本科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计划不仅吸引了

一批有热情、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以崇尚科学、追求学术为人生理想，更激发了我

校教师培养创新人才的热情，带动了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相关学科借鉴“萃英

班”的成功经验，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进学生管理办法，促进

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提高。“拔尖计划”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多方面提升了本科生教

育质量。截至目前，参与“拔尖计划”培养的一流名师 27 名，其中 4 名担任学业导

师，19 名担任科研导师。聘请 7 名外教承担我院通识课、口语课及英美文化课。

选拔培养了一批未来基础学科研究领域的可造之才。截至目前，已有近 500 名优

秀学生进入计划支持，三届 238 名毕业生中 97.5%以上进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继续深

造。拔尖学生普遍展现出既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的精神风貌，在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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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整合能力、相互协作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部分学生已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学

院学生 322 人次主持或者参加学院“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参加各类创新创业计

划共计 201 人次。发表 SCI 论文 23 篇，其中以第一、第二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1 篇；

核心期刊 5 篇。

3. 学院领导对本科教学的重视情况

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本科教学质量，严格教学过程管理。一是建立高标准的教学管

理制度体系。按照“拔尖计划”的特殊要求和“一制三化”培养模式，制定、修订了

一系列学院教学管理制度，实行高标准全面质量管理。二是通过不定期召开教师座谈

会、教学改革沙龙等形式，组织教师经常性地沟通教学信息、研讨教学改革，引导教

师将更多精力投入拔尖人才培养。三是建立领导听课制度。每位院领导每学期听课不

少于 6 次。党政领导通过教学检查了解教师授课和教学管理情况，督促教师重视课堂

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每学期第一、二周，学院领导亲自检查教师上课情

况。每学期期末考试，院领导亲自参与考试巡考和检查工作。同时学院领导也通过不

定期随堂听课、教学中期检查、与学生交谈等方式深入教学课堂，发现问题后及时与

教师沟通并着手解决问题。

二、教学队伍

学院成立以来，为保证专家教授治理，学校以两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杰出青年

科研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和海外著名大学教授等

知名专家为主，组建了专家委员会，指导和协调项目的实施工作。同时分别成立了数

学、物理学、化学、数学、人文学科培养小组，具体负责学生培养的各项工作。

（一）组成与职责

1. 教师队伍的组成与职责

根据《兰州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教师聘任管理办法（试

行）》（校教字〔2012〕62 号）规定，“拔尖计划”教师包括授课教师、科研导

师、学业导师、讲座教授四个类别，面向校内外进行聘任。（附表 1 至表 4，罗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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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高层次人才承担萃英班培养情况、校外高层次人才承担萃英班培养情况、.国

内外知名专家教授讲学情况以及历届学业导师的基本情况）

授课教师。授课教师按照培养方案，以课程为单位进行聘任，按课程组或方向组

成教学团队，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共同组成。负责课程教学、实习、答疑和相应课

程的科研训练，以及选定教材、推荐参考书目等。

科研导师。科研导师按照学科专业方向成立导师小组，每个导师小组由 2-4 名国

内外知名教授、副教授组成，每 2-4 名学生组成一个学生小组，每个学生小组配备一

个导师小组。导师小组负责学生的学术引导、兴趣培养、科研训练，推荐学生参加学

术会议、出国交流等。文科则主要采取“导师+学生”制度。

学业导师（班主任）。学业导师一般按班级聘任。主要负责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指导学生课外能力建设（每周 2 课时），指导学生班级日常工作，指导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向学院提出学生培养和管理方面的建议等。

讲座教授。讲座教授根据需要，围绕学科和主题邀请，负责开展学术讲座或座谈

交流，为学生的学科导读、生涯规划、素质拓展、出国留学等提供帮助。

附表 1.兰州大学高层次人才承担萃英班培养情况

附表 2.校外高层次人才承担萃英班培养情况

附表 3.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讲学情况

附表 4.历届学业导师情况

2. 教师队伍建设规划

建院以来，学院通过施行“专家教授治理，特区先行先试；配备一流教师，名师

带高徒；采用教师激励措施，吸引优秀教师来院工作”等举措，吸引聚集了一批校内

外名师、优秀青年教师参与人才培养，初步形成了由一流师资培养未来拔尖创新人才

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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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优化导师队伍，推动教法、学法、考法改

革。基本思路是以学校高水平师资队伍为基础，充分利用校外导师资源，充实“拔尖

计划”优秀导师队伍；集中优秀导师资源，建立科研导师资源库；以提高学生学习能

力为中心，推动教师积极改进教法与考法。根据教学计划聘请若干擅长上讨论课、擅

长启发学生的国际一流大学优秀教师（或国内名师），讲授重点课程，并组织校内教

师观摩学习，以提高讨论课水平。

（二）教育教学水平

1.专任教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

学院以学校拔尖优秀教师为重点，提高待遇、改进机制，让他们更多参与拔尖学

生培养。注重建设好固定的基础课教师队伍、学业导师与科研导师队伍，部分课程聘

请全国教学名师、知名教授来校讲授。专兼结合，加强外籍教师队伍建设。2016 年，

学院聘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潘光文教授、国内教学名师郭聿琦教授、教学名师杨孔庆

教授讲授专业基础课程，聘请国家教学名师王希隆教授讲授《中华杰出人物》通识课

程。聘请美籍外教 Fiona Luke 和 Gary、德籍外教 Ulrich Fordeaer 开设了英语和德

语提高课程，以巩固外语基础，增强口语交流能力；聘请了加拿大籍外教 Pierre 开设

《政治哲学》课程，拓宽国际化专业知识。

吸收优秀科研导师，建立科研导师库。坚持以学校高水平师资队伍为基础，充分

利用校外一流导师资源，充实“拔尖计划”科研导师队伍。2015 年，学院从中科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吸收包括两院院士、资深研究员在内的优秀科研导师 3 名。

2. 师德师风建设措施与效果

学院注重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教

师队伍，积极发挥骨干教师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着力培养未来的国

际学术大师。

通过召开教师座谈会、教学改革沙龙等形式，组织教师经常性地沟通教学信息、

研讨教学改革，促使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拔尖人才培养。定期及时向教师反馈课程评

价结果，特别是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统筹推进教法、学法、考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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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兰州大学构建师德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实行

师德一票否决制，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三）教师教学投入

2016 年，主讲本科生课程的教师共 154 人。其中，春季学期 46 名教授承担本科

教学任务主讲课程 49 门；24 名副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主讲课程 24 门。秋季学期

42 名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主讲课程 43 门；25 名副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主讲课程

26 门。2016 年度，由教授、副教授主讲的课程比例达到 57.1%、31.8%。

（四）教师发展与服务

1. 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政策措施

要顺利实施“拔尖计划”，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关键在于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

师队伍。2016 年，学院认真思考“如何立足本校，放眼全球，吸引一流师资来学院讲

授专业课程”这个问题，提出以学校拔尖优秀教师为重点，提高待遇、改进机制，进

一步吸引海内外高水平专家学者投入到拔尖计划学生培养工作中。目前，学院一方面

根据《兰州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教师聘任管理办法（试行）》

（校教字〔2012〕62 号）规定，对校内教师承担的萃英班人才培养任务，按照学校

有关办法计算教育教学工作量，并给予额外的补贴。校外教师参照国际惯例，承担来

往交通费，提供住宿，按照工作量给予酬金。对相关专业的高端引进人才，在其岗位

职责明确，要为“拔尖计划”学生授课、作学术报告、担任学业导师和科研导师等。

完善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学院通过问卷调查、教务处评教系统、教学督导组等

渠道获得教学评价信息，并根据反馈信息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形成整改措施。

通过座谈、走访、问卷等形式不定期地调查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开展对教学质量的

监控工作，加强教学管理的针对性。

2. 服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政策措施

没有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本科教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院注重教师

队伍建设，在多方举措延揽高水平教师的同时，也通过制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



9

划，选派优秀青年教师赴国（境）外一流大学本科生课堂听课，进行课程设计、教学

方式和方法、考试测评与效果检验等教学方法的研修。按计划每年每个学科选派 2-3

名优秀青年教师进修学习。

三、教学资源

（一）教学经费

根据教育部《关于转发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教高

司函〔2012〕2 号），中央财政设立“大学生优选计划”专项资金。经费主要用于聘

请国内外高水平教师，资助学生国际交流、科研训练和创新实践，开展学术交流和社

会实践活动，提供奖学金等。中央财政每年拨付学校该专项资金 1600 万元，学校按

照学院年度预算下达经费。

（二）教学设施

1. 教学设施满足教学需要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学院建设，2013 年 3 月，专门将新建的观云楼 8 楼总面积 1200 平

方米用于学院的独立办学空间。目前设有教室 10 间，包括报告厅、讨论室、全球视频

室等，同时设有师生休闲阅读区 2 个。近 300 平米的中厅作为开放区域，供师生开展

自习、研讨、演讲等活动。相关学院的教学设施亦同时向“萃英班”学生开放。

2. 教学、科研设施的开放程度及利用情况

在相关学院的教学科研设施全部向“萃英班”学生开放的基础上，萃英学院另外

拥有 2 个图书资料室、1 个学术报告厅和 1 个小型会议室，设备投资 331.8 万元，藏

书量 2378 册，各类期刊杂志 63 种。所有资料室等教学科研设施专人专管，向全院师

生免费开放，保证了日常教学科研的正常开展。

3. 教学信息化条件及资源建设

2015 年，学院投入近 150 万元，建设了“兰州大学萃英学院全球视频教学实验

系统建设项目”。该项目的建成，一是实现了异地师生同堂上课，二是为学生利用



10

“慕课”资源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平台三是为教师利用网络资源开展教学提供了更加

便利的平台。根据实验学科的特殊需求，学院还投入经费，依托生命科学学院、物理

科学与技术学院，正在本部校园内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学综合创新开放实验室”和

“物理学综合创新开放实验室”。

（三）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

1. 学科设置与招生规模

学院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四个萃英班，每年招生 15 人；另设有人文学

科萃英班，文史哲轮流招生，每年招生 20 人。。2015 年，学院在总结人才培养经验

的基础上，决定适当扩大入选“拔尖计划”学生数量，并对《兰州大学“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学生选拔与管理办法（试行）》（校教字〔2012〕3 号）部分

内容做了修订，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人文（文学、历史、哲学）五个“萃英

班“，每班招 20 人左右，合计招生达到 100 人左右。

2. 培养方案的修订

2016 年，学院对“拔尖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新一轮修订，本次修订旨在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先学

做人再学做事，把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进一步加强“拔尖计划”内涵建设，构建覆

盖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制度体系，发挥好“试点学院”的创新与引领作用，实现学生在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群育、劳育、乐育”七个方面全面发展，为学校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做出贡献。。总体思路是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以课程体系

为核心，通过加强主干基础课程夯实基础，强化通识课程与浓缩精炼专业课程，提高

选修课程比例拓宽知识面；在学业导师与科研导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依据兴趣自主选

择课程、真正实现个性化培养。同时，注重在教学中体现和贯彻国际化的教育思想，

采取引进来和送出去的方式，有效利用国(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在课程设置上，真正体

现“厚基础与宽口径”的切实融合，强化核心课程建设，减少必修环节，扩大学生的

自主选择空间。另外，积极改革课程评价方式，更加关注学习过程评价，杜绝仅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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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期末考试的评价方式；除《核心课程》采取 100 分制评价外，其余课程均采取

A+、A、B、C、D 五个档级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避免学生过度竞争、分分计

较。

（四）课程体系结构及课程设置

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按照一制三化的要求，即导师制、小班化、国际化和个

性化，通过分学科论证、校内专家论证和校外专家送审等环节的凝练把关，完善和制

定了适应学分制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了通识教育的内容，突出了专业核心课程，加

强了实践教学，凸显了因材施教的理念。课程体系的整体结构体现了科学性、系统

性、完整性、先进性和可行性。课程体系结构主要包括《通识与公选课程模块》（含

公共基础课、思政、体育与计算机等）、《核心课程模块》（主干基础课等）、《实

验、实践与科研创新模块》（相关学科）和《兴趣与选修课程模块》（包括现在的专

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专业特色方向课）四个部分。《通识与公选课程模

块》由萃英学院统一组织设计；《核心课程模块》、《实验、实践与科研创新模块》

（相关学科）和《兴趣与选修课程模块》由相关学院组织专家论证确定。

《通识与公选课程模块》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外语、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大

学语文、信息与网络技术基础、体育和军政课程等。此部分除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外，

还充分体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群育、劳育与乐育”结合的特点，由萃英学

院统一进行了修订。

《核心课程模块》，各学院以学科建设发展为依据，以培养学科研究领域的未来

领军人物为目标，设置体现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专业基础课和专

业方向的核心课程，这个模块的学分与学时依据各专业的具体情况确定，这是“厚基

础”的关键。《实验、实践与科研创新模块》加强了实验教学环节、整合了实验课程

内容，主要安排培养学生基础操作能力及创新能力训练的实验。同时，要求每位学生

毕业前均应有一项独立主持的国家、学校或萃英学院的创新创业项目，结项后有正式

论文发表或撰写格式比较规范的科研论文。同时，推进本科生进入重点实验室等研究

基地进行科研训练，建立学习与研究并进的教学框架和二、三年级学生参与导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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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度。各专业均设置了科研创新学分，最高 3 学分。《兴趣与选修课程模块》遵

循必要性、整体性、时代性、前沿性的原则，与必修课紧密结合，顺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和趋势，注重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以有利于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高。每

个专业均设置了若干个特色方向供学生进行自主选择。学生在选《兴趣与选修课程模

块》时，除了本专业原有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专业特色方向课以及

研究生的相关基础课程（研究生课程必须是课堂讲授的课程）外，也可选其他专业的

《核心课程》、《兴趣与选修课程》，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

四、培养过程

学院作为全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试验区，充分利用国家和学校给予的

制度和资源保障，发挥国家试点项目在学校教学改革方向上的引领作用，强化在教学

改革项目建设上的示范作用。

（一）教学改革

1. 三学期制改革

自 2011 年秋季起，学院将全年两学期制，改为三学期制，夏季增设 4-8 周的小

学期，主要用于学生出国、出境交流、参加暑期学校，以及主办暑期学校。三学期制

的实施使学院教学模式与国外多数著名大学接轨，为学生和教师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

台。利用第三个学期，我们已经选送了 95 名学生分赴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地进

行英语集训及文化体验；对 255 名学生实施托福集训；166 名学生参加了国内名校包

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香港科技大学等主办的夏令营或暑期

学校；与台湾东海大学共同组织了“2013 海峡两岸学子人文行走”活动；组织赴云南

石屏支教及社会考察实践活动；承办“第四届世界发展中国家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大

会”(SAADC)，近 40 名学生作为大会志愿者积极参与，与来自世界 24 个国家的 200

多名专家学者近距离接触和交流，得到锻炼和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 年，学

院组织 23 名学生参加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 6 周的暑期学校，学生圆满完

成学习任务，GPA 排名为国内高校在伯克利分校暑期学校的第二名。为此，伯克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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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负责海外交流项目的 Leslie Harlson 女士于 10 月 22 日来学院进行交流访问，并与

学校国际交流处进行协商，伯克利分校暑期项目已从学校层面签署协议。

2. 课程体系改革

加强通识教育。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通识课程分为通识核心课程和公选课程。通

识核心课程注重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表述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多学科视角和批判性思

维的培养，一般采取小班教学。公选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思政、体育等，辅助采取

大班教学、在线教学和实践教学等，通过各种形式，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提升学生

的内在修养。

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根据中宣部、教育部有关精神，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以

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模式，改为“课堂+实践基地”模式。在学校现有的实习基地的基

础上，新建“会宁（革命老区-农区）-传统与传承”、“临夏（多民族半农半牧区）-

民族与民俗”、“天祝（高寒藏族牧区）-生态与生活”三个不同主题、不同文化风格

的思政教育基地。2017 年，拟新增青海原子城作为“信仰与信念”主题教育基地。学

生赴基地参观体验，以及回校后汇报实习收获，都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随队讲解或

点评，学生欢迎，效果良好。

提升英语应用能力。更多聘请外籍教师授课，入学后第一个暑期，集中进行 4 周

英语强化培训，以达到海外大学插班学习和海外教师来院授课对学生英语的要求。成

立中英文写作与演讲指导小组，帮助学生提高文字写作、口头发言和演讲报告等能

力。

其他公共课改革。根据学生的作息时间，调整体育课的授课时间与方式。通过体

育课的教学，让每个学生根据自身体质特点，学会一项体育技能，终生锻炼，终生受

益。在信息技术课方面，根据学科特点、学生实际水平，减少原理和理论、强化操作

与应用，开设常用计算机软件 9 个课程模块供学生选择，学生可以任选四个模块，完

成相应的考核即可获得学分。另外，特别加强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生命教育，建立

起日常心理救助机制。

http://baike.so.com/doc/7534824-7808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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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考法改革。采用启发式教学、研究性教学、联合式教学、导读式教学等，推

动教学方式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向“以提升能力为中心”转变。改考法、促学

法。加强过程性评价，期中与期末考试的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不超过 40%。少教多

考多学，灵活采用如面试、小论文、演讲、研究报告等考试方法，经常性检验学生知

识增长与能力提高的程度，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探究式学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二）教学管理改革

1. 班级管理与导师制结合。注重建立导师、专业教师、学业导师与学院管理干部

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的机制。为每个班级配备了 1 名思想上积极上

进、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青年教师担任班级学业导师，同时承担班主任的职责。发放

师生联系卡，建立学院领导、行政人员、普通教师与每个学生的直接联系通道。

2. 课程选修、免修和缓修制度。鼓励学生按照自身的兴趣和发展目标，免修和缓

修部分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制定学习计划。允许英语

雅思 6.5 分、托福 95 分以上可申请英语免修；计算机通过四级可申请免修；专业课已

经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通过任课教师考核或发表 SCI 论文可以申请

免修；海外插班学习实行学分互认，并允许缓修有关课程。

3. 学业评价改革。鼓励每一门课程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考试改革，考试方式灵活，

如开卷考试、面试、小论文、演讲、研究报告等；考试频度增加，有周考、月考、中

考、末考等，以此掌握学生在学习课程时的“弱项和强项”，并在教学过程中随时改

进。

4．建立学业评估与预警制度。每学年末，分不同学科，组织不少于 11 人的校内

外专家小组，对学生进行学业评估。学生逐个汇报学业情况、科研探索、综合表现以

及下一步的学习生活计划，评估专家在听取学生汇报的同时，进行点评辅导，为每位

学生提出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平时针对学生出现的学业问题，提出学业预警。每一名

学生的学业进展和课程评价等情况均收入成长档案。

（三）学生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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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国际交流。以 3+1 模式(3 年国内+海外 1 年)为主，辅以 2+2 模式(国内

2 年+海外 2 年，获两校学士学位)和 3+2 模式(国内 3 年+海外 2 年，获本校学士学位

和海外硕士学位)。设立了“萃英海外交流奖学金“，专门用于资助学生参加国际交

流，如参加学术会议、参与科研实习、联合培养、参加名校暑期学校等。我们总的要

求是：每位学生至少有一次参加国际交流的经历。

附录 1：摘录三位毕业生海外交流心得

2．注重早期科研训练。二年级开始，理科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始轮转，文科学生确

定导师。学院设立的“萃英学生创新基金”资助每位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科研探

索，鼓励数理化生文史哲不同背景的同学组成团队，联合申请科研项目，以发挥学科

交叉融合优势，培养团队精神。

截至目前，已有 322 人次主持或者参加学院“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 201 人

次参加各类创新创业计划。发表 SCI 论文 23 篇，其中以第一、第二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1 篇；核心期刊 5 篇。

附表 5. 2013-2015 年学生发表论文稿一览表

附表 6. 2013-2016 年学生科研创新项目一览表

（四）科研训练的条件建设

校内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实验室、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向参与“拔尖计

划”的学生全面开放。在“导师小组+学生小组”模式下，所有拔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进入导师小组实验室，并自由轮转。导师组织的“科研组会”、seminar 等，均对

拔尖学生开放。

在科研实验教学方面，专门为“拔尖计划”学生开设实验讲座、仪器分析实验课

程等。学生进入基础实验室，需“单人单桌”独立完成实验内容，以提高动手能力，

确保熟练掌握实验内容。同时尝试建立“图书馆式”24 小时开放实验室，如化学萃英

班基础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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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院文化及育人效果

学院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学院独立的办学空间，教室与

办公室设立在同一层，方便师生随时随地沟通交流，学生在遇到疑惑和问题时可以随

时到办公室寻找学院老师和领导的帮助。学院领导和职工还实行节假日值班，师生朝

夕相处、随时交流，形成了温馨和谐、教学相长的书院式管理与育人环境。

院徽：

院徽设计的部分艺术元素，源于兰州大学校徽，象征萃英学院的创立，是对百年

兰大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喻意：①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理念；②中西跨文化的培养模

式；③ 国际一流科学家和领军人才的培养目标；④全球视野与本土情怀相结合的宗

旨；⑤献身科学事业的素质与责任。

院训：我有世界，世界有我

学院始终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同时部署，同时检

查，同时评估，做到年初有计划、期中有检查、年终有总结。学院在重要节庆日开展

各类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等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如：在

清明节开展以“缅怀先烈，清明祭扫”为主题的清明祭扫党支部活动，学生党员面对

英烈纪念碑进行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雷锋日、五·四青年节、一二·九运动纪念

日等，都有主题不同的集体活动。组织学生赴甘肃省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担任发

展中国家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大会（SAADC）志愿者。此外，学院老师还与各班学生一

起，定期对学院办公、学习场所进行保洁工作，维护学院卫生和氛围，促进师生交

流，提高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主动保持所在环境的清洁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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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定期并多次举办社会实践先进典型经验交流会，鼓励学生以报告的形式与师

生分享经验，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自身综合能力。如定期组织赴国外学习的小组回国

后开展在外学习经验交流报告会，将在外的所见、所闻、所感传达给国内的师生，使

尚未出国交流的同学能够感同身受，并在心理和行程上均做好相关准备。此外，学院

还组织在某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个人开展交流会或座谈会，将自己成功的经验分享给

其他学生，如请学院申请到耶鲁、剑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机

会的学生，就自己的申请过程、材料准备、申请技巧、选课要求、考试形式、学分转

换等方面的经验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其他同学们交流，解答大家的疑惑。

学院成立了以院党政领导为组长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小组，还有以各班学业导师

为组长的班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从院级、班级两个层面上，构筑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安全网，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保证其健康、正常成长。如为萃英班学生开设了心

理健康课程，进行集中辅导，排解学生平时学习中的压力，同时建立心理健康咨询公

共邮箱 cymentor@126.com, 供学生通过邮件的形式单独咨询。

2013 年 6 月，兰州大学教育学院孙冬梅教授课题组，采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与清

华大学改进和汉化的 NSSE-China 调查工具，针对学院全体 237 名学生和榆中校区

1600 名抽样本科生进行了全方位和多角度的独立调查和对比分析，提交了“兰州大学

萃英学院本科教育学情调查报告”。通过对比萃英学院与兰州大学其他学院五大指标

体系比较可知，萃英学院学生在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生师互动水平、教

育经验丰富度、校园环境支持度五大指标得分总体显著高于兰州大学其他学院，表明

萃英学院的整体表现为兰州大学其他学院做出了引领示范。。

五、学生发展

（一）招生及生源情况

建院以来，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招生宣传工作。多次赴榆中校区宣讲，向全校本科

生介绍“拔尖计划”项目背景和实施情况，讲解学院规章制度，选拔方式等，帮助学

生了解国家的拔尖计划。学院专门制作了三学期制院历、中英文简介折页、师生联系

卡、学生出国交流和寒暑期活动双语 Newsletter 等材料，以及有学院统一标识的记事

mailto:同时建立心理健康咨询公共邮箱cymentor@126.com
mailto:同时建立心理健康咨询公共邮箱cymentor@126.com


18

日历本、笔记本、笔、布袋、雨伞等，集中强化宣传我院办学的理念与特色。承接甘

肃省青少年英才培养计划，向全社会广泛宣传了拔尖计划，使萃英学院的美誉度进一

步提高。校内外各方面人士在了解拔尖计划的基础上，也加深了对拔尖计划的理解和

支持。

1.学院总体生源状况

（1）录取人数

2010 年至 2015 年，每年招生约 80 人左右。2016 年，规模适度扩大，录取了

2015 级的 95 名学生进入五个萃英班学习。

（2）年龄与性别比

萃英班从一年级末的大学生中招生，年龄均处于 18—23 岁之间，以男生居多，

男女生比例约为 2:1。

（3）考生来源

萃英班每年只有五个专业，但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学生招生。全体学生中，约 94%

为省外生源，东部沿海地区居多，约 6%为甘肃省生源。近年，在中学阶段参加过中学

生英才计划的学生，以及通过兰州大学自主招生考试进入兰大的学生有所增加。

（二）学生成长与跟踪

（1）学生成长档案

根据《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学生成长档案管理办法》，学

院为每一位同学建立了“成长档案”，学生事务办公室专门设有档案柜，为每一位同

学建立档案夹，将同学们的日常学习档案收集起来，另外，学生也可自行提供需要放

入档案的音像、视频资料。学生毕业后，学院档案管理人员主要依托“校友会”、

“院友会”等资源主动了解毕业学生的情况，或通过 QQ 群、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已毕

业的学生保持联系，及时更新毕业学生的档案。

（三）毕业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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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以来，共选拔 496 名学生，在读 255 名，退转 7 名。毕业 238 名学生，其中 61

名学生赴国外一流大学或科研院所攻读研究生，占毕业生总数的 25.6%；170 名学生

在国内一流大学或科研院所攻读研究生，占毕业生总数的 71.4%；7 名学生择业，占

毕业生总数的 2.9%。目前，学院在总结学生培养过程经验基础上，尝试建立相关机

制，创造机会和条件，向毕业生去向“三个三分之一” 努力，即毕业生出国深造人

数、国内一流高校深造人数、本校继续深造人数分别约占毕业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附表 7. 历届毕业生一览表

六、NSSE-China 评估结果

2013 年 6 月，兰州大学教育学院孙冬梅教授课题组，采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与清

华大学改进和汉化的 NSSE-China 调查工具，针对校本部萃英学院全体 237 名学生和

榆中校区 1600 名抽样本科生进行了全方位和多角度的独立调查和对比分析，提交了

“兰州大学萃英学院本科教育学情调查报告”。报告结论如下：

通过对比萃英学院与兰州大学其他学院五大指标体系比较可知，萃英学院学生在

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生师互动水平、教育经验丰富度、校园环境支持度

五大指标得分总体显著高于兰州大学其他学院，表明萃英学院的整体表现优于兰州大

学其他学院。

1．萃英学院在教育认知目标方面强调记忆、分析、综合、判断和运用的全面发

展；而非偏向于简单的记忆和分析，且将学习内容扩展至综合、判断与发展的各个阶

段，促使学生高标准、高水平发展。

2．萃英学院课程的严格要求程度相对较高，例如对于论文的论证、讨论以及深入

引证方面均处于中上水平。

3．萃英学院学生的阅读量与写作量处在中上水平。

4．从课堂学习行为的 13 种不同行为表现来看，萃英学院的学生选择“从未”的

比例很少，大多集中在“经常”和“有时”范围内。



20

5．在课外拓展学习方面，萃英学院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打算做”各种不同课外

实践任务的学生比例较大。

6．萃英学院学生的学习动力较强，向学倾向明显，具有厌学情绪的学生比例很

小。

7．萃英学院学生对于自我教育获得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认同感，选择有提高（包括

有点提高、较大提高和极大提高）的学生占绝大多数。

综上所述，萃英学院与兰州大学各学院的比较结果可以说明，萃英学院改革了传

统的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吸取国外经验，将实验、实践以及

自主学习引入课堂，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空间，全方位多角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动力，为打造顶尖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做出了不懈努力。从各

方面调查研究的结果来看，萃英学院的学生确实做到了与众不同和出类拔萃。

七、具体建议

1．建议从国家层面继续为“拔尖计划”的实施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在经费投

入、学生选拔、研究生推免、本科生公派项目等方面，给予“特区”支持。

2．加强实施高校之间的交流，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评估，避免过早固化指标体系，

继续鼓励各个高校进行多样化探索。

3．引导和组织大学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拔尖计划”，为“拔尖计划”

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4. 适当考虑西部地区条件相对艰苦、办学成本更高的实际，给予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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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兰州大学高层次人才承担萃英班培养情况

学科 姓名 称号 承担课程

数学 孙春友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测度论初步》 《文献宣读与科

研训练》《泛函分析》《泛函分析

专题讲座》

物理

罗洪刚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热力学统计物理》

黄 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力学》

刘玉孝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宇宙学》

化学

涂永强

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化学前沿讲座》《化学发展史》

王 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入选者

《创新思维与能力培养》 《化学

前沿讲座》

翟宏斌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化学发展史》

厍学功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综合科研练与创新》

张浩力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纳米化学》《有机化学》《药物

化学》

刘伟生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配位化学》

魏华 青年千人计划 《超分子化学》

生物
刘建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生态与进化生物学》

黎 家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千

人计划
《植物生理学》《生命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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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黎哲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植物生物学》

龙瑞军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高级科研轮转实训 C》

邱 强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生态与进化生物学》

赵长明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高级科研轮转实训 C》

历史 王希隆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

者
《中华杰出人物》

附表 2.校外高层次人才承担萃英班培养情况

姓名 单位 职称 承担课程情况

郭聿琦
西南大学数统学院数学

所所长
教授 《代数学选讲》

夏佳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 学业导师

杨孔庆 集美大学 教授 《数学物理方法》

潘光文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教授 《计算电磁学》

阮士贵 美国迈阿密大学 教授 《生物数学引论》

赵士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教授 《植被的类型、区划及保育》

蒋凡 复旦大学 教授 《周易》

Jean-Marie

Dupret
巴黎第七大学 教授 《独立生物化学》

Fernando

Rodrigues-Lima
巴黎第七大学 教授 《独立生物化学》

附表 3.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讲学情况

2010-2011 年

序号 主讲 讲座题目 职称 单位

1 顾沛 数学文化 教授 南开大学

2 陈世卿
以云计算推动可持续的科技生态文

明新社区发展
院士

北京科为民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3 童庆炳 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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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曙光 中国六十年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研究员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5 梁照珣
Molecular Mechanism of Cyclic-

di-GMP Signaling
助理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6 孙守恒

Rational Synthesis of Metallic

Nanoparticles for Catalytic

Applications

教授 美国布朗大学

7 于波

Hybrid Divide-and-Conquer

Methods for Solving Polynomial

Systems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8 刘永辉

Hermitian-type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with statistical

and financial applications

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9
Tomasz

Dlotko

Global Attractors in Abstract

Parabolic Problems
教授 波兰 Silesian 大学

10
Maria

Kania

A modified Swift – Hohenberg

equation
教授 波兰 Silesian 大学

11
Tomasz

Dlotko
The Global Attractors 教授 波兰 Silesian 大学

12
Tomasz

Dlotko

Generalized Korteweg-de Vries-

Burgers equation
教授 波兰 Silesian 大学

13 谢永钦教

Attractors for semilinear

reaction-diffusion equations

in unbounded domain

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

14 徐茂超
Excess Wealth Plot— A useful

tool for data analysis
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15 徐茂超 Capital Allocation Principles 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16 徐茂超

Efficiency of Linear

Estimators from Light-

tailedness to Heavy-tailedness

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17

Ying-

Yeung

YEUNG

Novel Bromination Reactions in

organic Synthesis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18

Ying-

Yeung

YEUNG

新加坡的化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19
Thomas

Meagher

The ecological and genomic

basis of floral evolution in

Silene (Sex, flowers and LTR-

教授 英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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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transposons

20
Thomas

Meagher

Landscape level processes in

plant conservation
教授 英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

21 李皓

Degrees and Neighborhoods of

Vertices and Hamiltonicity of

Graphs

教授 兰州大学

22 胡文平 有机场效应晶体管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机

固体实验室

23 王朝晖 高性能有机半导体功能分子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机

固体实验室

24 王智诚

Nonplanar traveling wave

solutions in bistable

reaction-diffusion systems

教授 兰州大学

25 霍海峰 抗生素耐药性模型的动力学行为 教授 兰州理工大学

2012 年

序号 主讲 讲座题目 职称 单位

1
Lee R.

Krumholz

利用厌氧细菌治理环境污染的研究

现状与应用前景
教授 俄克拉荷马大学

2 朱玉贤
乙烯通路调控棉纤维细胞伸长的实

验证据和分子机制研究
教授 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

3 达道安 关于我国航天工程发展情况 研究员 中国航天集团

4 唐仲伟

Multibump solutions of

nonlinear Schrodinger

equations with steep potential

well and indefinite potential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5 本村昌文 当代日本文学 教授 日本东北大学

6 本村昌文 日本文学的研究方向 教授 日本东北大学

7 本村昌文 日本文学经典 教授 日本东北大学

8 本村昌文 日本文学入门 教授 日本东北大学

9 王志恩

Advancing atmospheric remote

sensing capability by

combining multiple remote

sensors

教授 美国怀俄明大学大气科学系

10
Lee

Krumholz

“Anaerobic Microorganisms and

their Roles in Environmental

Processes”/“厌氧微生物在环境

教授 美国俄克荷玛大学



25

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11 袁洪庚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Anglo-American

Detective Fiction（英美侦探小

说的起源与演变）

教授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12 柯杨 民俗学趣谈 教授 兰州大学文学院

13 王维平 客观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教授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14

Caleb

Hwasoon

KWON

韩美间文化差异 原美国驻首尔大使馆区

15 李皓
A new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Hamiltonian graphs
教授 兰州大学

16 来颖诚

Complex Networks:

Controllability and Control of

Catastrophic Dynamics

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7 来颖诚 Chaos-Based Quantum Control 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8

Herbert

Fleischn

er

What is the Chinese postman

doing in the mazes of the

imperial gardens of

Vienna/Paris/Beijing?

教授 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

19
Dr.

Ramila

An Introduction of public

policy
教授 Nehru University

20
Dr.

Ramila

Policy implementation ：

content，process，power
教授 Nehru University

21
Pro.Saxe

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
教授 Nehru University

22
Pro.Saxe

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tershed perspective
教授 Nehru University

23
mike

unobas

Self-image: Am I Who Others

Say I Am
教授

wasconsin

milakeeUniversity

24 白治中

On Hermitian and Skew-

Hermitian Splitting Iteration

Methods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

2013 年

序号 主讲 讲座题目 职称 单位

1
Nolan

Virgo

How to Write an Application to

a Foreign University
英语外教 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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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R.TUO How to Film a Video Clip 兰州大学

3 纪宗安 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 教授 暨南大学

4 董翔 信息素养与科研创新
副研究馆

员

兰州大学图书馆教育部科技

查新工作站

5 刘轼波
Green 公式，重积分换元公式和

Brouwer 不动点定理
授来 厦门大学数学系

6
钱 致

榕
21 世纪的人才培养——谈博雅教育 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

7

Roger

Lindegr

en

分析化学 教授 Halmstad University

8 武昕原
High Impact Learning

Experiences
教授 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

9 霍巍 西藏考古新发现与藏族古代史研究 教授 臧缅-阿尔泰研究所

10 霍巍 亚洲文明视野的吐槽 教授 臧缅-阿尔泰研究所

11 霍巍 吐蕃与它周围的文明 教授 臧缅-阿尔泰研究所

12 王仁其
Chromatography - Modern

Separation Technology
副教授 兰州大学

13

Markus

Rosenkr

anz

This mini-course discusses

computer algebra, symbolic

methods for boundary problems,

differential algebra, Rota-

Baxter algebra, integro-

differential algebra and their

applications.

教授 英国 Kent 大学

14

Markus

Rosenkr

anz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教授 英国 Kent 大学

15 张福基 谈谈算法复杂性 教授 厦门大学数学系

16 叶永南 我的科研生涯 研究员 台湾中研院数学所

17

Reinhol

d

Schuch

Trapping Ions at Rest in Space 教授 瑞典皇家科学院

18 郑志明 中国传统“道”文化 教授 任辅仁大学宗教研究所

19
Peter

Young
Do bacteria have species? 教授 英国 York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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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eter

Young

Evolutionary trees from

molecular data
教授 英国 York 大学

21 田长富
Nitrogen-fixing microsymbionts

of legumes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22

Nancy

Collins

Johnson

Microbial Ecology 教授 美国北亚利桑纳大学

23 王顺金
科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兼谈物理

学前沿问题
教授 四川大学

24
Edward

Aust
创新—助你走向未来成功之路 教授

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国际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讲

座教授，

25 杨孔庆 漫谈波动 教授 集美大学

26 沈惠如
从唐传奇到明传奇——谈唐代文学

对明清戏曲的滋养
副教授 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

27
林 宜

陵

台湾古典文学教育及李白与苏轼教

学与研究
副教授 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

28 魏益民 矩阵方程的有效条件数 教授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

29 乔三正 科学计算漫谈 教授 加拿大 McMaster 大学

30
Jerome

William

Elliptic Curves, Modular Forms

and Taniyama-Shimura-Weil
教授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31
Jerome

William

Hoffman

Counting points modulo p. Here

I explain, with examples, how

to compute the zeta function of

a variety

教授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32
Jerome

William

Hoffman

Modular forms. Again, after the

definitions, lots of examples.
教授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33
Jerome

William

Hoffman

Taniyama-Shimura-Weil. Expla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zeta

functions of elliptic curves

and modular forms

教授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34 张兴华 管窥生命科学之美 博士 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

35

Dr.

Eric A

Wong,

“ Expression of nutrient

transporters in the intestine

of chickens”.

教授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36 Dr. Biotechnology approaches to 教授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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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

th Gr

abau

peanut crop improvement”.

37 张继平 指标与图 教授 北京大学

38 王熙逵 生物统计前沿问题（一） 教授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统计学

系

39 王熙逵 生物统计前沿问题（二） 教授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统计学

系

40 李元章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

revealing facts from data
教授 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

41 李元章

To be a statistician, the call

from 2013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year

教授 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

42 李元章 Fundamentals of Statistics 教授 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

43 李元章
Continues data: Linear

regression and development
教授 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

44 李元章
Discrete response: Logistic

regression
教授 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

45 李元章
Incomplete data: survival

analysis
教授 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

2014 年

序号 主讲 讲座题目 职称 单位

1
Timothy

Sluckin

From carrots to flat screens:

liquid crystals from their

invention to the present day

教授 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2
Timothy

Sluckin

Game Theory, Evolution and

Physical Attraction
教授 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3
Timothy

Sluckin

Mathematics and medicine: using

equations to fight disease
教授 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4
Timothy

Sluckin

Computational archaeology:

using mathematics to

investigate prehistory

教授 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5 苑举正 大学教育的发展与创造力之培育 教授 台湾大学文学院

6 苑举正 哲学就是批判理性的发扬 教授 台湾大学文学院

7 Jerzy

Leszczy

Nanomaterials: Vital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by
教授

美国杰克逊州立大学交叉学

科纳米毒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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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ki Computational Studies

8 曹则贤 什么是物理学？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9 曹则贤 科学家是怎样学习和工作的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10 杨林坤 临夏地区历史与文化综述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1

Kumar

S.

Sharma

Studying exotic nuclei with

trapped ions
教授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物理与

天文系

12

Kumar

S.

Sharma

A brief history of mass

spectrometry
教授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物理与

天文系

13

Kumar

S.

Sharma

Management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Physics and

Astron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教授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物理与

天文系

14

Daniel

L?wenbo

rg

Western Archaeology – some

current topics on social change
教授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15 武昕原

Building your e-Portfolio for

successful entry to graduate

school

教授 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

16 武昕原

Engaging honors students with

active and inquiry-based

learning

教授 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

17 于玉国 大脑尺寸进化理论模型 教授 复旦大学

18
Bernard

FAYE

A camel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教授 法国国际农业发展研究中心

19
Allan

Degen

Pastoralism among the Bedouin

in the Negev Desert
教授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

20 陆一
中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启

示

助理研究

员
复旦大学

21 南发俊

Natural Product Inspired Lead

Discovery: A Novel Non-

nucleoside Hepatitis B Virus

Inhibitor W28

研究员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

22 徐俊明
Advance in Bondage Numbers of

Graphs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 徐俊明
Feedback Numbers with Related

Problems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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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徐俊明 浅谈组合学与图论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5 屈直敏 从叙事到科学——历史界说之演进 教授 历史文化学院

26 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存在的几个问题 教授 历史文化学院

27 施议
天分与学力──诗词欣赏与写作问

题
教授 澳门大学

28 施议 唐宋词读法总说 教授 澳门大学

29 沈波
从 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看氮化物

宽禁带半导体的发展
教授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30 卞东波
谁是陶渊明，谁的陶渊明--陶渊明

与魏晋文化新论
教授 南京大学

2015 年

1 主讲 讲座题目 职称 单位

2 刘俐俐
故事问题视域中的“法律与文学”

研究
教授 南开大学

3 赵士洞 植被的类型、区划及保育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

4

Magnus.

Willand

er

Some Mechanical Energy-

Harvesto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教授 林雪平大学

5 赵山
Tips on getting into US

graduate school
教授 Alabama 大学

6 赵山

A pseudo-time coupled nonlinear

model for biomolecular

solvation simulations.

教授 Alabama 大学

7 叶军
汉语音节的结构与韵律属性——兼

谈语言研究的国际视野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8 巩雄
Printable Polymer “ Flexible”

Electronics
教授 阿克隆大学

9 王学森 纳米材料为什么特别有用?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10 陈炎 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家 教授
山东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

院长

11 李浩 经典阅读四题 教授 西北大学

12 朱自强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13 杨玲
Regulation of organelle stress

in obesity
博士 美国爱荷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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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健康
植物逆境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研究进

展
教授 美国科学院院士

15 江怡 何谓哲学与哲学何为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16 江怡 哲学的限度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17 江怡 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18 江怡 重新评价德国古典哲学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19

Markus

Rosenkr

anz

Boundary Problems via Integro-

Differential Algebra
教授 英国肯特大学

20

Markus

Rosenkr

anz

Operator Rings for Integro-

Differential Algebras
教授 英国肯特大学

21 马新文 重离子物理科学前沿研究 研究员 中科院近物所

22
William

Sit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Differential Algebra
教授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23
William

Sit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Differential Algebra
教授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24 王珠银 发明，发现与创新漫谈 教授 河海大学

25 王珠银 仿生学及其应用 教授 河海大学

26 郭文彬
探索数学世界的奥秘－－数学问题

的发现与解决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7

Scott

A.

Snyder

如何做好赴美留学的各方面准备 教授 芝加哥大学

28 乔治忠 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 教授 南开大学

29 石友国
锇体系新材料探索和功能材料单晶

生长
副研究员 中科院物理所

30 李泓 电池的现在和未来 教授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31 郑东宁 超导量子器件和量子电路 教授 中科院物理所

32 莫尊理
关于大学创新教学与学生成才培养

的探索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33 徐龙飞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历史哲学 教授 北京大学

34 石建金
How can we sense infection ？

Helping to treat sepsis
博士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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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赵越

NAIPs: the

NLRC4 inflammasome receptors

for bacterial flagellin and

type III secretion apparatus

博士 北京协和医学院

36 刘世平 大数据及其应用 教授
科院大学金融科技中心首席

科学家

37 谢政谕
当代西方文化的问题与儒家社群主

义的反思
教授 台湾东吴大学

38 钟正道 现代小说的电影感 教授 台湾东吴大学

2016 年

序号 主讲 讲座题目 职称 单位

1 王希隆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历史依据

与前景展望
教授 兰州大学

2 王希隆
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前景展望

（一）
教授 兰州大学

3
Peter

Kloeden
数学与统计学院讲座一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外专千人

4 李恒滨 中国书法简史 研究员 兰州大学

5 孙阳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孙阳学术报告
研究员 中科院物理所

6 王希隆
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前景展望

（二）
教授 兰州大学

7 李恒滨 中国书法欣赏(第二讲） 研究员 兰州大学

8 金元浦
创客时代：互联网+与我国文创的发

展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9 李万同
From maximal matchings to

packings
院长 兰州大学

10 王希隆
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前景展望

（三）
教授 兰州大学

11 李恒滨 中国书法欣赏（第三讲） 研究员 兰州大学

12 王亚敏
环境中的氧化锌纳米结构：能量收

集，气体传感和水净化
教授 法国东巴黎大学

13 涂永强
2015 诺奖解读——青蒿素和阿维菌

素
院士 兰州大学

14 栾升 30 years of US experience 教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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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恒滨 中国书法欣赏（第四讲） 研究员 兰州大学

16 刘轼波
Green 公式, m 重积分换元公式和

Brouwer 不动点定理
教授 厦门大学

17 李恒滨 中国书法欣赏（第五讲） 研究员 兰州大学

18 陈化
Regularity of Solutions for

Some Degenerate Equations
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院院长

19 王宏

Fractional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Model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教授

美国南卡罗莱大学数学系终

身教授、山东大学长江讲座

教授

20 许跃生 Mathematics in Data Analysis 教授 中山大学教授

21 赵学勇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影

响及其反思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

22 李恒滨 中国书法欣赏（第六讲） 研究员 兰州大学

23 蒋凡 周易的基本知识 教授 复旦大学

24 王江波
癌症治疗的新方向：靶向治疗到免

疫治疗
博士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

25 李效虎

On Optimal Allocation of Policy

Deductibles for Stochastically

Arrangement Increasing Risks

教授 美国史蒂文森理工学院

26 丁彦恒 非线性 Dirac 方程研究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

27 王希隆
百年前柯兹洛夫在蒙古与安多的考

察及其意义
教授 兰州大学

28 陈引驰 中古文人的思想世界 教授 复旦大学

29 朱立元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实践存在论美学 教授 复旦大学

30 谭好哲 学术争鸣与文艺理论的发展 教授 山东大学

31 李朝军 绿色化学专题系列讲座（共五讲） 教授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美

国科学促进会院士

32 陈嘉明 哲学如何使人深刻 教授 厦门大学

33 陈嘉明 中国的“力行”知识论与文化传统 教授 厦门大学

34 蔡淑月 电子显微镜下的奇妙世界 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

35 杜正恭 材料科技与人类文明 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

36 Tomisla Counting maximal matchings in 教授 University of Zag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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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oslic

linear

37

Damir

Vukicev

ic

Bond Additive Modeling 院士 University of Zagrab

38 白中治
互补问题的快速数值计算与模系迭

代法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39 江怡 分析哲学（一、二）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40 江怡 分析哲学（三、四）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41 江怡 分析哲学（五）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42

Alexand

er

Kirillo

v

Coordination Polymers

And Metal-Organic

Frameworks:Synthetic Methods,

Structures,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教授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

43 王珠银 合成生物应用现状和前景（一） 教授 河海大学（千人计划）

44 王珠银 合成生物应用现状和前景（二） 教授 河海大学

45 王珠银 合成生物应用现状和前景（三） 教授 河海大学

46 李朝东 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47 李朝东 怨恨与羞感的现象学分析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48 孙明君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思想 教授 清华大学

49 孙明君 曹氏父子与建安诗歌 教授 清华大学

50 孙明君 陶渊明诗歌中的欢欣与悲凄 教授 清华大学

51 陈泽华

Model selection criteria for

sparse high-dimensional models:

extended BIC and others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52 陈泽华

Model selection procedures for

sparse high-dimensional models:

sequential Lasso and others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53 陈泽华

Applications of the SLasso-cum-

EBIC approach: edge detection

in Gaussian graphical models,

outlier detection in regression

models, change point detection

in multiple regression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54 刘广应 Volatility of volatility:

estimation and tests based on
副教授 南京审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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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y high frequency data

55 乔健 “文化”的定义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56 乔健 “传统”的价值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57 乔健 “传统”与“创新”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58 乔健 “文化”、“传统”与“大学”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59 乔健 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孔子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0 乔健 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老子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1 乔健 中国古诗词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2 乔健 中国古诗词——杜甫《秋兴八首》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3 乔健
中国古诗词——李商隐的无题诗、

李煜的诗词
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4
Andrew

Karplus

History of Structural Biology；

The thermodynamics of protein

folding

教授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65 邓建明 植物呼吸代谢的一般性规律 教授 兰州大学生命与科技学院

66 苟小平 受体激酶调控拟南芥的生长发育 教授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67 贺金生
高寒草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

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教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68 廉永善 种子植物第三极系器官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69 岳明
秦岭及黄土高原森林群落构建机制

的研究
教授 西北大学

70

James

M.

Tiedje

Omics of the Rhizosphere 教授 美国密歇根州大学

71 钟寅
拓扑和凝聚态物理的故事--2016 年

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解读
教授

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

院

72 蒋争凡 天然免疫及其相关细胞信号转导 教授 北京大学

73 张浩力
2016 年诺贝尔化学奖解读——分子

机器的设计与合成
教授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74
Mayda

Velasco
Experiments in Particle Physics 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物理系

75
Mayda

Velasco
Higgs and its discovery 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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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Mayda

Velasco
LHC and future collider 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物理系

附表 4.历届学业导师情况

姓名 职称 所带班级 主要留学经历

孙春友 教授 2010 级数学萃英班

2008.5-2008.7 由 DAAD 资助访问德国 Frankfurt

大学；2009.4-2010.3 访问美国 Chicago 大学；

2010.12-2011.1 访 问 波 兰 Silesia 大 学 和

Wroclaw 大学；2011 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计

划。

黄亮 教授 2010 级物理学萃英班

2008 年 10 月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电子工

程系博士学位，师从来颖诚教授，并获得该年度

Palais’优秀博士生奖。之后留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电子工程系继续博士后研究。2009 年 8 月起被

聘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电子、计算机和能源工程

学院研究助理教授。

王强 副教授 2010 级化学萃英班

2002 年 8 月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

位，师从 Rosina Georgiadis 教授进行基于表面

等离子体共振的无需标记检测方法研究。2004 年

8 月转入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学习，师从

TorstenFiebig 教授进行超快时间分辨光谱的研

究，主要课题是飞秒级别的 DNA 光子学，对 DNA

受到光激发后的电荷与能量转移现象进行研究，

于 2008 年 5 月获博士学位。

李祥锴 教授 2010 级生物学萃英班

2001-2008: 美国俄克拉荷玛大学植物与微生物

系，微生物专业，硕士、博士 2008－2010：美国

贝勒医学院儿童营养学院，博士后

权绘锦 副教授 2010 级人文萃英班

2000 至 2003 年，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获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3 至 2006

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获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博士学位；2006 至 2008 年，在复旦大学中

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9 年至今，任教于兰

州大学文学院，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教

授

邓伟华 教授 2011 级数学萃英班

出生于 1977 年 10 月 10 日，安徽涡阳人，数学

与统计学院党委委员、计算数学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科学计算、分数阶微积分在统计

物理学中的应用（反常扩散）、非线性动力学。

2012 年 6 月任博士生导师，2010 年 5 月被破格

聘任为教授；2009 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

号；2008 年 12 月任硕士生导师，2007 年 7 月被

破格聘任为副教授。2007 年 6 月在上海大学获理

学博士学位；1996 年 9 月至 2003 年 6 在兰州大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2451490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217811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6238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6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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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别获得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先后访问过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色列巴伊兰

大学、美国布朗大学、德国德累斯顿市马克斯•

普朗克复杂物理系统研究所、美国阿拉巴马大

学、澳门大学、湘潭大学、中科院卡弗里理论物

理研究所

彭勇 教授 2011 级物理学萃英班

2005 年 1 月于英国 Salford 大学焦耳实验室获博

士学位。2005 年 3 月至 2010 年 5 月间，于英国

Sheffield 大学工程材料和电子与电器工程系做

博士后。2009 年 12 月被聘为兰州大学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院萃英特聘教授，2010 年 5 月到岗。

2010 年 9 月起担任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分辨率透射电镜主管。

梁永民 教授 2011 级化学萃英班

1989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1992

年 6 月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获硕士学位，同年

留有机化学教研室任教，1998 年 12 月获得理学

博士学位。2001 年至 2002 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化

工系进行合作研究，2002 年 6 月至 2006 年 2 月

受聘中科院兰州物理化学研究所“百人计划”特

聘研究员。现任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大学化学

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国家“有机化学创新群体”

学术骨干成员。

张胜祥 教授 2011 级生物学萃英班

2007-2009 美国纽约大学, Skirball 生物

分子医学研究所，博士后

2007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脑研

究中心，博士

梁波 讲师 2011 级人文萃英班

孙红蕊 教授 2012 级数学萃英班

2004 年 7 月作为兰州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留校工

作,并被试聘为副教授，2004 年 9 月被聘为硕

导。2007 年 4 月被聘为副教授。2005 年 5 月至

2007 年 9 月兰州大学物理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0 月在 Miami 大学数学

系作访问学者。2010 年 1 月被聘为博导。2012

年 5 月晋升为教授。2012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任继荣 副教授 2012 级物理学萃英班

任继荣，男，1973 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1997 年、2000 年、2003 年在兰州大学理

论物理专业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期

间先后师从赵书城教授和段一士教授攻读研究

生。2004 年作为兰州大学“萃英人才建设计划”

引进人员留兰大工作，继承赵书城教授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宇宙弦、暗能量、黑洞、

p-膜拓扑规范场论、Φ-映射拓扑流理论应用等

科研领域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主讲研究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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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量子场论》、物理隆基班《微分几何与

拓扑》、材料物理专业《量子力学》等课程。作

为会议秘书，成功主办 2006 年北京弦理论大会

兰州分会、2007 年兰州大学理论物理前沿研讨

会、2008 年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年

会。荣获兰州大学 2007 年度优秀班主任。2010

年 10 月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

惠新平 教授 2012 级化学萃英班

200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获理学博

士学位；2002—2004 年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化学系

博士后研究；2012 年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国化学会会

员，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编委，《Chinese

Chemical Letters》青年编委，甘肃省化学会青

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化学化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有机化学课程组组长。

马晓军
教授 2012 级生物学萃英班

1993 年毕业于陇东学院生物系 2001 年毕业于兰

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专业，获理学硕士

2004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及

分子生物学专业，获理学博士 1993-至今 兰州

大 学 生 命 科 学 学 院 2006/10-2007/10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访问学

者 2006/10-2009/11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

程研究所 博士后

刘文江 副教授 2012 级人文萃英班

刘文江，男，汉族，1973 年生。2002 年毕业

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11 年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得文

学博士学位。2004--2009 年，先后担任文学院工

会副主席、主席。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现为文学院戏剧影视文

学研究所副教授。

林国 教授 2013 级数学萃英班

1998.9-2002.6 兰州大学 应用数学 本

2006.9-2008.12 兰州大学 基础数学 研究生

其中：2002.9-2004.6 硕士阶段指导教师为钟

承奎教授 2004.7-2008.12 博士阶段指导教师为

李万同教授 2007.10-2008.10 在美国迈阿密大学

参加 CSC 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指导教

师为 Shigui Ruan 教授

杨德政 副教授 2013 级物理学萃英班

1999 年 7 月-2003 年 7 月东南大学物理系本科。

2003 年 7 月-2007 年 7 月复旦大学物理系凝聚态

物理硕博连读。2007 年 8 月-2009 年 8 月赴挪威

科技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09 年 8 月-2010 年

7 月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做研究员。2010 年 8 月-

至今受聘为兰州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在 AFM，

PRL，PRB，Nanoscale 等 SCI 期刊发表文章 20 余

篇，它引 150 多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1 项，甘肃省自然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24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6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534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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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1 项

唐瑜 教授 2013 级化学萃英班

1993 年 6 月于兰州大学化学系大学本科毕业，

1996、1999 年在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无机化学

专业获理学硕士、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曾

于 2000-2003 年从事过“寡聚多联吡啶类配体稀

土功能配合物的研究”的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1 年 11 月晋升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生导师助理。2007 年 4 月晋升为教授，2008 年 1

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无机化学的教

学工作以及稀土配合物功能材料的研究工作，在

新型稀土配合物复合发光材料以及超分子功能配

合物等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科研成果。曾主持或参

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等多项

课题的研究工作。

何永兴 副教授 2013 级生物学萃英班

2011/02-2013/0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定量生物学研究所

QB3），博士后 2005/09-2010/12，中国科大，生

化与分子生物系，博士 2001/09-2005/07，中国

科大，生命科学院，学士

王大桥 教授 2013 级人文萃英班

1994、2001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分获

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获博士学位。2009 年进入南京大学文学院博

士后流动站。现为兰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所

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业娟 教授 2014 级数学萃英班

王业娟，女，博士（后），教授，出生于 1977

年 11 月 9 日。主要研究领域：动力系统在生物

动力学、控制系统和金融中的应用；非线性分

析；偏微分（分数阶）方程、随机微分方程的理

论、应用与数值模拟。2013 年 5 月被聘任为教

授；2009 年 9 月-2010 年 9 月在美国布朗大学应

用 数 学 系 学 术 访 问 任

VisitingAssociateProfessor ， 合 作 导 师 为

JohnMallet-Paret 教授；2008 年 12 月任硕士生

导师；2007 年 7 月被聘任为副教授；2005 年 7

月-2007 年 6 月在上海大学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合作导师为周盛凡教授。2005 年 6 月在

兰州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钟承奎教授；

1996 年 9 月至 2000 年 6 在西北师范大学获得理

学学士学位。

秦勇 教授 2014 级物理学萃英班

2012 年入选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2013 年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

助。现为兰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学科带

头人，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材料研究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理事，兰州大学学报编委。主

要从事纳米能源技术、功能纳米器件与自供能纳

米系统领域的研究。1995 年-1999 年在兰州大学

材料科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99 年–2004

http://baike.baidu.com/view/46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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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博连读，

获博士学位。秦勇教授 2009 年被美国陶瓷学会

授予 Ross Coffin Purdy Award；2009 年获得甘

肃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多次受邀在美国材料研

究学会(MRS)春季会议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

邀请报告或口头报告。

王强 教授 2014 级化学萃英班

2002 年 8 月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

位，师从 Rosina Georgiadis 教授进行基于表面

等离子体共振的无需标记检测方法研究。2004 年

8 月转入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学习，师从

TorstenFiebig 教授进行超快时间分辨光谱的研

究，主要课题是飞秒级别的 DNA 光子学，对 DNA

受到光激发后的电荷与能量转移现象进行研究，

于 2008 年 5 月获博士学位。

程博 教授 2014 级生物学萃英班

2000 年，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及分子

生物学专业， 理学学士 2003 年，南开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专业， 理学硕

士 2008 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分子及细胞生物学

专业，理学博士 2009-2013 年， 美国密西根大

学生物化学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Research fellow2013 年，加入兰州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屈直敏 教授 2014 级人文萃英班

1998 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毕

业，获硕士学位，2004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业毕业，

获博士学位。现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流动站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后，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

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专著 3 部，参编专著多部，

发表论文 20 余篇。

徐守军 教授 2015 级数学萃英班

2008 年-2010 年，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从 事 运 筹 学 方 向 博 士 后 工 作 ； 2010.2-

2011.2,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计算机系访

问 ， 合 作 者 为 世 界 著 名 计 算 生 物 学 家

Dan Gusfield 教授；2013 年 6 月至 9 月、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 香港教育学院访问

刘玉孝 教授 2015 级物理学萃英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学院，获学士学位；2001

年至 2006 年先后师从赵书城教授和段一士教

授，2006 年 6 月获理论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博士

期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和第三

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2006 年 7 月留校工

作，讲师；2008 年 6 月被兰州大学聘为四级教

授；2008 年 12 月被兰州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

2009 年 3 月被兰州大学聘为三级教授。

http://baike.baidu.com/view/4909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12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12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12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097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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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新平 教授 2015 级化学萃英班

200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获理学博

士学位；2002—2004 年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化学系

博士后研究；2012 年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国化学会会

员，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编委，《Chinese

Chemical Letters》青年编委，甘肃省化学会青

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化学化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有机化学课程组组长

王勇 讲师 2015 级生物学萃英班

1996/09-2000/07，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动物科学专业，获农学学士学位；

2001/09-2004/07，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营

养学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 2004/08-2011/08，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农生命科学大学院，昆虫微

生物学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

仲辉 副教授 2015 级人文萃英班 2011 年 12 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

附表 5. 2013-2015 年学生发表论文一览表

2013 年萃英学生发表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刊物 姓名

1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邱子航

2 Asian Journal of Chemistry 邱子航

3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Variable Star
Observers (JAAVSO) 赵悦

2014 年萃英学生发表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 作者

1 Green photoluminescence from erbium-doped
molybdenum trioxide 《Meterials Letters》

2011物理萃英班 刘效治

（二作）、 2012级物理萃

英班 张科（三作）

2 Pd(II)-Catalyzed C(sp2)—H Hydroxylation
with R2(O)P-Coordinating Group

《ORGANIC
LETTERS》

2011级化学萃英班 易红

明（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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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talyst-free three-component reaction to
synthesize chiral a-amino phosphine oxides 《 RSC Adv.》 2011级化学萃英班 李家

圆（二作）

4
Gold-Catalyzed Tandem [3,3]-Propargyl Ester
Rearrangement Leading to (E)-1H-Inden-1-
ones

《 J. Org. Chem.》
2012级化学萃英班 王安

琪（三作）

5

Palladium nanoparticles immobilized on core-
shell magnetic fibrous as highly efficient and
recyclable heterogeneous catalyst for
reduction of 4-nitrophenol and Suzuki
coupling reactions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2级化学萃英班 王安琪

（三作）

6
Suzuki– Miyaura cross-coupling reactions
catalyzed by efficient and recyclable
Fe3O4@SiO2@mSiO2–Pd(II) catalyst

《Catalysis
Communications》

2011级化学萃英班 王晴

晴 金志成（三、四作者）

7

Palladium-Catalyzed/Norbornene-Mediated
ortho-Amination/N-Tosylhydrazone Insertion
Reaction: An Approach to the Synthesis of
ortho-Aminated Vinylarenes

《J. Org. Chem.》
2012级化学萃英班 唐 乾

（五作）

8
High instantaneous efficiency and high flow

rate slotted-plate solar collectors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1物理萃英班 刘效治

（五作）

9
A Facile One-Pot Preparation of Dialdehyde
Starch Reduced Graphene Oxide/Polyaniline
Composite for Supercapacitors

《Electrochimica
Acta》

2011级化学萃英班 李艳

涛（六作）

10
A Mn(III)/TEMPO-co-mediated
tandemazidation–1,2-carbon migration
reactionof allylic silyl ethers

《Chem. Commun.》
2012级化学萃英班 李晨

辰（六作）

2015 年萃英学生发表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 作者

1 Green photoluminescence from erbium-doped
molybdenum trioxide

《Meterials
Letters》

2011 物理萃英班 刘效治

（二作）、 2012级物理萃

英班 张科（三作）

2
Cooperative effect of hierarchical carbon
nanotube arrays as facilitated transport channels
for high-performance wire-based supercapacitors

《Carbon》
2012 级物理萃英班 张科

（一作）

3
Facile Synthesis of Disubstituted Isoxazoles from
Homopropargylic Alcohol via C=N Bond
Formation

《ORGANIC
LETTERS》

2012 级化学萃英班 李晨

辰 李红霞（第一、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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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lver-catalyzed carbon–phosphorus
functionalization of N-(p-methoxyaryl)
propiolamides coupled with dearomatization:
access to phosphorylated aza-decenones

《Chem
Comm》

2012级化学萃英班 王安琪

（二作）

5 Temperature Effects on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Energy Efficiency of Hodgkin–Huxley Neuron

《Chinese
Physics Letter》

2012 级生物萃英班 贾斐

（二作）

附表 6.2013-2016 年学生科研创新项目一览表

2013 年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其他成员 备注

1
双醛淀粉还原石墨烯改性聚苯胺纳米复合

材料的能量存储特性研究
李艳涛

笪秉超

周成龙

兰州大学创新

创业行动计划

2
钒掺杂氧化锌纳米线磁、光学特性研究

孙向向 李浩龙
兰州大学创新

创业行动计划

3

无线网络中多跳连通控制集近似算法的设

计 钱曼玲
李金凌、易

帆

兰州大学创新

创业行动计划

4

设计、合成在生理条件下选择性识别硒半

胱氨酸的荧光探针 谢慧晨 田靖
兰州大学创新

创业行动计划

5
天然产物 IsoabieteninA 的全合成研究

翟毅展 无
兰州大学创新

创业行动计划

6 复杂体系的统计力学方法 宋峰泉

蒋 俊 杰 郑

宁 、 马 润

泽 、 侯 小

筱 、 李 大

鹏、吴晗、

钱勇、于志

霖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7 校园话剧的生存现状和实践探索 唐帅

牛爽、李亮

亮、王冰、

谌思宇、徐

菁、刘效治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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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Er4Hf3O12复合氧化物陶瓷材料的荧光分析 胡书源
燕琳、陈子

恒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9 数控式纳米级立体定位仪 虞甲斌

耿 周 、 慕

琰 、 胡 振

良 、 胡 绪

尧、冯梓轩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0 功能性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剂的改进 张弛
吴珊 、李晶

晶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1 运用分布式计算模拟 N 体演化系统 沈周
柳浪、赵修

瑞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2 电磁动能发射器试制初探 徐挺
吴曜东、胡

奇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3
研究电容击穿参数以及对新型电容器的探

索
林繁荣

周天、 刘

洋、唐喆、

曹雪雅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4 空间维度的效应 高琛琛

俞哲飞、邵

锋 、 张 清

灵 、杨阳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5

新型双醛淀粉基系列化磁性纳米复合吸附

材料的设计合成 及其对重金属污染水体的

处理研究

笪秉超
李艳涛、王

阳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6 新型双光子荧光材料的设计与合成 郑琦

郭小然、刘

孟竺、秦难

寻、马超群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7
用 配 合 物 法 分 离 提 纯 铂 系 金 属

（Ru,Rh,Os,Ir）的研究
李晨辰

丁睿超、费

帆 、 殷 方

杰、皇甫亦

亮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8 基于 RNA-seq 的牦牛转录组可变剪切研究 汪轩

马润泽、张

攀 、 朱 沛

贤、陈志鹏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9 NHX-6 基因胡杨与杨树功能与表达差异研究 侯小筱

黎胡明珠、

丰高敏、严

丽娟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0
影响阿尔兹海默症β–淀粉样蛋白从脑膜

上脱落的因素的研究
严丽娟

任育齐、翟

萌萌、郑宁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1
双重肽酶抑制剂 opiorphin 对清醒大鼠的

血压影响
方园

李硕、周华

斌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2 探究 MicroRNA 对 CRP 生成的影响 马润泽 汪轩、丁天 萃英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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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伊人 创新基金项目

23 拟南芥 serk1/3 恢复突变体的筛选 孙梅
迟亮、吴文

波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4 “短柄五加”功能学基础研究 马晓宇

姜生健、雒

梦 倩 、 伊

人、丁天伦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5
萝卜硫素对人胃癌细胞不同细胞系特异性

凋亡的影响
朱若涵

马润泽、王

曼曼、王娟

娟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6
水磷互作对紫花苜蓿生产力及干旱适应性

的影响
郭小然

柳溪溪、郑

贤镇、应东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7 古希腊灵魂观念的形而上学意义探析 孙际武
冯雪、于志

霖、余能学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8 佛教动物观研究 胡佳欣
李思远、曹

蕾蕾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9
比较政治视角下的中东库尔德问题探究—

—差异与对策
郑润民

王慧婷、谢

云开、孙际

武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0 红色渤海走廊“识字班” 刘浩凯
辛高洁、李

之凡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1
“非遗后时代”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情

况的现状调查—以兰州太平鼓为例
包炜杰 王檑、韩正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2 一类风险度量的统计推断 卢可
田知时、夏

旭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33 莱维行走与搜索策略 陈波
李康、席国

江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34
基于三维石墨烯/氧化钼复合材料的超级电

容器研究
刘效治

胡振良、陈

子恒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35
核壳 V2O5@TiO2 异质结的制备及其光催化

性质研究
李晶晶 张弛、李凯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36
阿尔茨海默症和脑中风双重病理条件下小

胶质细胞的激活与病理进程的关系
伊人

丁天伦、常

健博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37 青稞遗传转化体系的建立 秦难寻 马超群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38
新型光限幅材料的设计与合成 郑琦 甄理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39 C-H 键活化构筑 C-P 键 易红明 景泽然 国家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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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

40
金属催化的吲哚螺环酮合成反应研究 李家园 程宬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41 冷战后中国穆斯林商人与西北边境贸易研

究
李亮亮 牛爽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2014 年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其他成员 备注

1
“颜色革命”与政府能力：吉尔吉斯斯坦

与乌兹别克斯坦之比较
张梦时

魏高祥、陈

慧阳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
冷战后中俄应对美国遏制的不同策略及其

原因探析
姚志华

姚远、许小

凤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 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中母性形象研究 王冰
陈真、喻正

玮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 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2014 届毕业生去向分析 郑润民
张艳平 谢

云开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 史可法史述考评 朱亦灵

冀润雨、杨

文琦、刘舒

扬、贺天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6
多功能介孔二氧化硅药物载体的制备及抗

肿瘤应用研究
温黎明 无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7
过渡金属催化下叠氮参与烯炔串联环化反

应
李红霞

王安琪 李

晨辰 景文

强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8
钯催化下的苯甲酰甲酸与 2-（1-苯乙烯

基）吡啶的脱羧偶联反应
王安琪

唐乾 李红

霞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9 金粟兰科化学成分的全合成 丁睿超
殷方杰 陆

浩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0
不对称 Rh(Ir)催化的分子内碳氢活化：含

五元环的芳香体系新合成法
李晨辰 无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1
种子呼吸速率与个体大小、DNA 含量、线

粒体的关系
贾斐

任前、赵兴

鸽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2 双功能抗肿瘤肽的设计与活性研究 朱若菡

柳溪溪、郑

贤镇、黄苏

杰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3
中国口蹄疫病毒血清型 O 亚种的系统发生

树构建及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研究
郑贤镇

丁天伦、张

泽西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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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海沙蜥身体大小沿温度（海拔）梯度的

变异及其机制研究
曹雪雅

黄济达、陈

诚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5 旱地春小麦群体和个体产量的权衡关系 徐淑慧
王曹元汇、

童津津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6 墓葬壁画退化的微生物学机制研究 王曹元汇
徐淑慧、童

津津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7
青稞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响应逆境的机理

研究
柳溪溪

丁 天 伦 、

花静敏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8
具有益生特性脆弱拟杆菌在预防及治疗炎

症肠病中的作用机制
袁锋

陈志鹏 宋

闻麟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9 广义富勒烯分子图中的计数问题 魏志峰 孙娟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0
基于风力发电中风速分布参数的确定与研

究
王夏恺

徐弯弯、沈

周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1
神经系统信息处理的能量效率与其尺寸关

系研究
张弛

李浩龙 、

秦胜春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2
功能性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过程的外部因

素探究以及相应器件的制备
耿周慕琰 张弛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3
炔基与醛基成环反应合成金粟兰科骨架前

体
殷方杰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24 钯/降冰片烯催化的邻甲基碘苯邻位 C-H 活

化酰化反应研究
唐 乾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25 小鼠全脑缺血模型中 P2X7R 在增殖小胶质

细胞的表达与定位
邓 飞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26 微生物多环芳烃降解通路中部分蛋白质结

构的解析
宋闻麒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27
对基于混沌的无线通讯系统的研究 杨 阳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28
复杂系统中的相变及临界现象 沈 周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29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研究 黄 灿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30 分数阶布朗运动随机积分的性质与快速算

法
范辛瑶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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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 碱金属离子诱导的稀土配合物自组装及近红外发光研究 徐文轩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 苯胺类及其衍生物的合成与拓展 杨宇忱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型”光检测器的设计与制备 于跃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 荜茇酰胺类化合物的合成及其神经保护作用 刘晓婷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
Cobalt-Catalyzed Intramolecular Heteroalkylation

Reaction of Alkene with Unactivated Alkyl Halides
赵可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6 胶原蛋白碳量子点荧光探针的制备及其性质研究 王浪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7
前列腺癌 FKBP51 靶向治疗小分子化合物的筛选及相关作用

机理研究
陈志鹏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8 胶原蛋白智能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黎珂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9
速激肽受体 Neurokinin-1 及β-arrestin 在肿瘤细胞增殖

迁移中的 作用
赵天颖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0 ZIP 基因对乳腺癌的形成、生长、耐药的影响
黄益嘉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1 基于天然染料靛蓝构筑 D-A 结构有机半导体材料的研究 姜文林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2 沙蜥婚配制度沿海拔梯度的变异研究 宋雨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3

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的数学框架—关于经济学在数学意义上

严格化的研究，或使用数学对各种经济范式进行统一化的

研究

刘亚雄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4
基于组合算法的混合 Copula-GARCH 模型及其对金融时间序

列的预测
张鏐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5 基于投资从众效应的股市实证检验及其演化模型 何泽华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6
CNTs/Polypyrrole/MnO2 核壳结构的高能量密度柔性超级电

容器
葛哲浩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9

17 电纺丝制备的铁酸铋光催化性能研究 盛元韬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8 电针刺激下大脑临界行为的 FMRI 研究 张清灵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19
宽带隙半导体材料 In2Ge2O7 和 MgxZn1-xO 纳米线的制备及

其在日盲型紫外探测器上的应用
林繁荣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0 对 QCD 的一点探讨 柳浪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1 新型红外长余辉材料 魏玉栋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2 Cu2O/SnS2 异质结光阳极的制备及其在光解水制氢中的应用 查鹤鸣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3 用于污染物检测的微生物燃料电池的设计与制作 邵天一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4
新木脂素 Ococymosin 和 Ocbullenone 的合成研究 殷方杰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5
内丹学中的先后天阴阳论 伍宇昊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6
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中的“逃亡”意识 周可可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7 从丝路沿线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看其文化认同——以裕

固族为例
刘雅歆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8
五代词中的女性审美形象研究 陈醇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29
皇甫谧《高士传》与魏晋思潮 胡旭东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0
《诗经》秦唐郑卫之风“地方性”研究 姜雪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1
过渡金属催化的脱芳构化反应 任少轩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2
资产配置的优化问题 陈植涵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3
一类反应扩散方程的非平面行波解研究 余豪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4
基于 AR-GFP 耦合感受器的雄激素含量测定法 周昕禹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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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印巴对上合组织利益需求的比较分析 姚志华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6 几乎周期环境下甘肃省瓜州县布病模型的动力学行为研究 程果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7
The simulation of Resistive Random Access Memory

（RRAM) by COMSOL Multiphysics
吕德源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8 石墨烯中 FPU 问题的研究 夏兆瑞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39 自旋轨道耦合对 Fe 膜各向异性磁电阻影响的研究 林静容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0 以 OPV 为骨架的荧光分子探针在生物监测中应用的研究 黄逸帆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1 功能化 COFs 材料在金属离子检测中的应用 刘怡敬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2 氮掺杂石墨烯的制备及其在电析氢的应用研究 虞周楠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3 高乌头中生物碱成分分离及结构鉴定和镇痛活性测试 史永杰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4 新型无机钙钛矿量子点光学性质的研究 史安也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5 新型稀土硼配化合物的制备、表征及性能研究 李杨立志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6
含有双官能团的有机小分子催化的不对称形式氧杂环化反

应：吡唑并四氢吡喃骨架的合成
赵婧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7 基于苯并二噻吩结构的小分子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的合成 王贤俊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8 缺血性脑中风后 M1 和 M2 型小胶质细胞分布探究 李子卿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49 高山离子芥 ABF1 基因响应寒冷胁迫调控机制的研究 赵震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0 玉米 AtARH1 同源基因的克隆及功能初步分析 戴中一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1 唐代李公度生平考证 周熙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2 杨增新在清末民初的时局观探析 任霞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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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法苑珠林》编纂研究 陈仁冲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4 敦煌壁画乐舞形象中体现的唐代政治佛教关系研究 丁宁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5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酒”意象研究 李聪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6
对道德经思想、纯粹理性批判、各类上帝存在理论及罗素

悖论的逻辑过程同一性之探究和对其共有内核的分析
刘天也

萃英学院学生

创新基金项目

57 SMXL4 在拟南芥独脚金内脂信号通路中功能的初步研究 万广育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58
小鼠全脑缺血及再灌注后不同脑区神经元的三维重建与形

态分析
张东亮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59
以硫氧还蛋白还原酶为靶点的氧化苯砷衍生物的合成及作

用机制研究
张振喆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60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型量子点发光器件的设计与制备 杨晨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61
新型抗癌药物阿霉素纳米双亲性聚合物前药载体的合成与

研究
周旭峰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62 不同结构碱土镓酸盐的余辉性能与结构关系的研究 魏玉栋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63 高维子空间聚类分析 郑杉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64 中国古代戏曲的空间叙事研究 陈佳宁
国家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

2016 年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其他成员 备注

1 左右对称脑区 BOLD 信号同步性的机理研究 于显全 无

2 离散拉普拉斯算子和离散分数阶拉普拉斯算的特征

值和特征函数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李赓 江杰

3 余辉二氧化硅的制备及其性质的探究 贺晓阳 无

4 Mg 掺杂 ZnO 纳米颗粒的合成及其在紫外探测器中的

应用
张琴琴 赵乐

5 LIBS 技术高精度元素分析数据处理的方法 雷弘毅 周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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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烯炔的延伸反应研究 胡静远 杨宇忱

7 不对称可见光催化合成手性环丁烷骨架 冯知韬 无

8 倍半萜类化合物 Alliacol A 的全合成 徐文轩 无

9 基于不同核尺寸的星形聚合物的合成和自组装 侯再理 史永杰

10 利用 RAFT-ATRP 还原敏感性双头试剂合成智能高分

子前药载体及其应用研究
周洋 周旭峰

11 协同调控与优化硫化钨作为析氢反应电催化剂中活

性位点与导电性的平衡
李佳笙 秦彰杰

12 倭蛙低温耐受的代谢调控机制 翟浩田 李子卿

13 NH-亲核取代机理硫化氢探针的设计及应用 胡跃嵩 张振喆

14 通过铜离子和邻醌介导的邻苯二酚型白藜芦醇类似

物作为抗炎试剂的生物学机制研究
祖寒笑 无

15 CRP 对急性肠炎模型的影响
陈 帅嘉

彬
陈肖源

16 晚清至民国胶东半岛宗族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以黄县丁氏家族为例
李涵 无

17 入华粟特研究回顾与展望 彭川 无

18 唐代帝陵中的胡化因素分析——以昭陵为例 孙宇 无

19 中山国战争研究 丁曼玉 无

20 "关中本位政策"研究 祝修颀 无

21 宋元话本中的清官形象 王明歌 无

附表 7.历届毕业生一览表

2014 届萃英学院毕业生情况一览表

专业 序号 姓名 就业单位名称 备注

数学萃英

1 陈珍珠 北京大学

2 高晖 北京师范大学

3 李植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4 刘一凡 华东师范大学

5 王国栋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6 李月爽 北京师范大学

7 梅玉 西安交通大学

8 谢鹏 清华大学

9 方震 厦门大学

10 李大鹏 四川大学

11 杨浩翰 中央财经大学

12 马彪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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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宁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14 朱效婧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

15 沈斯杰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

物理萃英

16 付彬 香港大学

17 巩固 新加坡国立大学

18 蒋俊杰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9 李文昊 美国布朗大学

20 李阳 清华大学

21 彭小宇 申请留学

22 阮善明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23 宋峰泉 纽约大学

24 唐朔 爱荷华州立大学

25 王文博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26 薛健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27 张璐 北京大学

28 赵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29 单雨薇 复旦大学

30 翟铮铮 科罗拉多大学博德尔分校

化学萃英

31 马福生 清华大学

32 汪利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3 李志敏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34 李元姣 香港科技大学

35 鲍铮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36 窦金康 复旦大学

37 郭蕾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8 邓宇超 上海科技大学

39 李长青 香港中文大学

40 邱子航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41 王君妍 美国阿克隆大学（3+2）

42 吴晗 香港中文大学

43 钱勇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44 辛晶 美国布朗大学

45 齐越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46 田翔 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

47 于黄超 爱荷华州立大学

生物萃英

48 吴文波 北京大学

49 丰高敏 北京大学

50 王瑞佳 北京大学

51 任育齐 北京大学

52 周华斌 北京大学

53 李硕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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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严丽娟 清华大学

55 候小筱 清华大学

56 方园 美国杜兰大学

57 孙梅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58 翟萌萌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59 汪轩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60 马润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61 郑宁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62 迟亮 美国乔治亚大学

人文萃英

63 余能学 厦门大学

64 谌思宇 上海交通大学

65 耿怡卓 德国汉堡大学

66 段迎春 兰州大学

67 孙际武 兰州大学

68 于志霖 兰州大学

69 刘浩凯 兰州大学

70 谢云开 北京大学

71 赵军峰 四川大学

72 吴岳聪 四川大学

73 郑润民 清华大学

74 辛高洁 复旦大学

75 宋文良 中山大学

76 黄静 德国哥廷根大学

77 王婉珠 中山大学

78 张艳平 武汉大学

79 徐菁 兰州大学

80 韩笑 法国 IESEG 高级管理学院

81 韩侃瑶 中国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

2015 届萃英学院毕业生情况一览表

专业 序号 姓名 当前状态（有就业意向（具体单位）/考研/继续找/创业）

数学萃英

1 高宸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

2 陈波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

3 李林安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

4 席国江 新加坡国立大学全奖，博士

5 马志婷 清华大学

6 李康 中国人民大学

7 钱曼玲 中国人民大学

8 魏志峰 北京师范大学

9 王海洋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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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娟 西安交通大学

11 杨若望 兰州大学

12 李金凌 南开大学

13 易帆 南开大学

14 卢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5 谭茹彧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硕士

物理萃英

16

耿周慕

琰 荷兰戴尔福特理工大学

17 虞甲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

18 胡书源 美国布朗大学，硕士

19 陈子恒 美国西北大学全奖，博士

20 张弛 美国东北大学全奖，博士

21 胡绪尧 新加坡国立大学全奖，博士

22 刘欣尧 中山大学

23 李浩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4 唐帅 新加坡国立大学全奖，博士

25 孙向向 中科院理论所

26 胡振良 新加坡国立大学全奖，博士

27 李凯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28 刘效治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29 吴珊 北京大学

30 李晶晶 北京大学

化学萃英

31 时燕琳 北京大学

32 王晴晴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33 易红明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34 谢慧晨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35 田靖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36 景泽然 兰州大学

37 程宸 南京大学

38 翟毅展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39 笪秉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0 李家园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41 李艳涛 上海交通大学

42 郑琦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43 金志成 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全奖，博士

44 温黎明 香港中文大学全奖，博士

45 谢一轩 美国阿克隆大学，硕士

生物萃英

46 秦难寻 北京大学

47 刘孟竺 北京大学

48 王娟娟 清华大学

49 丁天伦 清华大学

50 柳溪溪 北京大学

51 朱若菡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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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应东 厦门大学

53 雒梦倩 香港中文大学，硕士

54 伊人 美国纽约大学全奖，博士

55 郭小然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全奖，博士

56 姜生健 德克萨斯理工大学

57 马晓宇 新加坡国立大学，全奖，博士

58 马超群 加拿大萨省大学

59 郑贤镇 宁波新东方教育集团

人文萃英

60 包炜杰 复旦大学

61 傅佳一 浙江大学

62 李思远 北京师范大学

63 王明明 北京师范大学

64 杜乔楠 北京师范大学

65 王冰 南京大学

66 杨静雯 中山大学

67 喻正玮 华东师范大学

68 牛爽 山东大学

69 姜柯易 兰州大学

70 胡佳欣 兰州大学

71 陈真 兰州大学

72 庹北麟 兰州大学

73 韩正 中山大学

74 王檑 上海聚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5 李亮亮 英国爱丁堡大学

76 范国东 考研

77 朱少欢 参加江苏省建湖县村官工程

78 王敏敏 参加江苏省射阳县村官工程

79 吕士宣 中国人民大学

2016 届萃英学院毕业生情况一览表

专业 序号 姓名 就业类型 就业单位名称 备注

数学萃英

1 范辛瑶 升学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研究所

2 邵 锋 升学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研究所

3 杨 佐 升学 清华大学

4 王夏恺 升学 清华大学

5 张 镠 升学 清华大学

6 徐清梅 升学 南京大学

7 刘家熙 升学 兰州大学

8 易叶舟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 耿明瑞 升学 西安交通大学

10 徐弯弯 出国出境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硕）

11 甘泽宇 出国出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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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植涵 出国出境 澳洲国立大学（硕）

13 朱进江 就业 山西学而思教育

物理萃英

14 沈周 出国出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

15 林繁荣 出国出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

16 沈剑飞 升学 北京大学

17 俞哲飞 升学 北京大学

18 张科 升学 清华大学

19 刘洋 升学 清华大学

20 唐喆 升学 四川大学

21 胡奇 升学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22 彭博 升学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23 柳浪 升学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24 申钰田 升学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25 张清灵 出国出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

26 徐坦 出国出境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硕）

27 杨阳 出国出境 待定 申请留学

28 赵修瑞 出国出境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29 丁鼎 出国出境 美国宾希法尼亚州立大学

化学萃英

30 唐乾 升学 北京大学

31 王立晨 升学 清华大学

32 张梧桐 升学 北京大学

33 王安琪 升学 北京大学

34 李红霞 升学 上海交通大学

35 黎珂 升学 上海交通大学

36 杨振宁 升学 浙江大学

37 岳铁强 升学 北京大学

38 费帆 升学 上海交通大学

39 姜文林 升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40 陆浩 升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

41 李晨辰 出国出境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42 丁睿超 出国出境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43 殷方杰 出国出境 美国芝加哥大学

44 景文强 出国出境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生物萃英

45 童津津 升学 北京大学

46 曹雪雅 升学 清华大学

47 王曹元汇 出国出境 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

48 徐淑慧 升学 北京大学

49 宋闻麒 升学 清华大学

50 赵瑞雪 升学 清华大学

51 陈志鹏 升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2 黄济达 升学 清华大学

53 陈诚 其他 继续考研

54 贾斐 升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55 袁锋 升学 北京大学

56 赵兴鸽 升学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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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任前 其他 继续考研

58 马超群 出国出境 加拿大萨省大学

人文萃英

59 魏高祥 升学 中国人民大学

60 伍宇昊 升学 南京大学

61 朱亦灵 升学 南开大学

62 曹楚炜 升学 兰州大学

63 姚远 升学 南京大学

64 刘舒扬 升学 复旦大学

65 田青艳 升学 南京大学

66 张梦时 升学 南开大学

67 许小凤 升学 南京大学

68 姚志华 升学 上海交通大学

69 黄灿 升学 南京大学

70 杨文琦 升学 上海交通大学

71 刘军军 升学 兰州大学

72 冀润雨 升学 南京大学

73 曹蕾蕾 升学 中国人民大学

74 李建玲 升学 南开大学

75 薛坛 升学 厦门大学

76 陈慧阳 就业 上海瑞慈化妆品有限公司

77 罗时强 就业 江西日报社实习

78 贺天 出国出境 待定 申请留学

附录 1：摘录三位毕业生海外交流心得

郭蕾，2010 级化学萃英班，现攻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

难以想象我在渥太华这个小村马上就要呆了整整一年。我还依然清晰地记得来到

渥太华的第一天，一个清爽安静的周六早晨，房东开车接我回家，基本上没车的高速

公路上放着电台音乐，我用蹩脚的英语跟房东形容我是多么多么的兴奋……欧美电影

里有关乡村生活的场景就突然地开始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新的生活，已经

开始。

渥太华被人称作村，地方小，人少，安静，又五脏俱全。作为加拿大首都，渥太

华仅有不到 3000 平方千米，仅相当于北京的六分之一的面积；人口更是少的可怜，

连百万都不到。而在这个小村里，却蕴藏着大大的能量：国会山、各种政府机关、各

样的国家博物馆、加拿大唯一的一所双语大学——渥太华大学、全北美最大的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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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当然，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还很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全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超

市。

虽然来到这边时我已经是个大三的学生，但是语言上的障碍以及文化上的差异，

还是让我花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适应这边的生活。还记得第一次坐公交车耗

住司机问了好半天，生怕自己坐错方向坐错站迷路找不到家；还记得第一天上课因为

倒时差起晚了、再加上完全找不到教室迟到了华丽丽迟到了半个小时；还记得第一次

跟姑娘们出远门旅游，用蹩脚的英语在法语区也玩得不亦乐乎……然后呢，短暂的适

应期还没过去，开始迎来各式各样的考试，期中期末平时小测。然后匆匆忙忙的过圣

诞，匆匆忙忙的又开学。日子过得匆匆忙忙，而变化，也是在这匆匆忙忙之中开始

的。忘了从什么时候起，可以和同学们自由讨论了，也可以和老师交流自己的想法

了，街上开始帮游人指路，在校内做志愿者时就算只有自己一个人也能把商店管理的

井井有条。这种成长，我相信每个留学生都会有；而我，也庆幸且珍惜这宝贵的经

历。

好多朋友都问我来这边收获最大的是什么。我想用“成长”两个字来概括。这本

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论述题，而且这种收获，只有亲身经历过才最有体会。简单来说，

这是由留学生的性质决定的。留学生从来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他们首先是学

生：每天会穿梭于教室之间，课上老老实实记笔记，偶尔瞌睡发发短信；课下几个好

朋友一起聊聊天，吃吃饭，逛逛街；一到考试就开始突击，狂喝咖啡狂泡图书馆，考

完后睡个懒觉就当犒劳。同时，留学生们又不单单是学生，不像国内的学生宿舍食堂

教室三点一线，他们更是小管家：要买菜，要做饭，要洗衣，要交账单；要知道哪家

的网费最便宜，哪家的商店什么时候打折，哪家的餐馆最好吃划算；在家里多娇气的

公主也要开始油盐酱醋，再阔气的公子哥也会学着开始留意各个商店的特价优惠，精

打细算，分分角角的能省就省。此外，加拿大的华人再多，也不必国内清一色的中国

人，朋友圈子的变化，也会让你在交往中性格成熟独立很多。

在渥太华的时间是整整一年。一年里，我感受着我的成长，我的变化。我坚信我

是幸运的，能有这个机会来到地球的另一端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开始一段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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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而在这段梦一般的生活中收获朋友，收获成长；我更懂得，越幸运，越要努

力，对得起幸运女神的眷顾，也对得起自己的 21 岁年华，还有以后更长的人生。

真好，在我最美好的时候，遇到你，渥太华。

陈子恒，2011 级物理萃英班，现攻读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那是一座恢宏壮丽的维多利亚式城堡，充满活力的橙色外墙镶嵌着各种精美的白

色大理石雕刻，静下心来便可听见那砖缝中的苔藓悄悄地诉说的这座城堡上百年的历

史。她矗立在伦敦远郊小镇 Egham 的山坡上，被翠绿的草地和茂密的树林所拥抱，

走出了伦敦的喧闹，于一片宁静的田园风景中，彰显着她典雅的皇家气质。回忆的画

面总是那么美好，这座城堡里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座建筑，这所大学有着难以割

舍的感情。

到 RHUL 后的三月份，整个学校学生因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到来而兴奋起来。英国

皇室的造访时为了庆祝 2013 年授予皇家霍洛威一位音乐系教授的特别皇家教授名

誉，然而对于像我一样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生们来说，这更像是看看英国女王的

绝好机会。除此之外，在学科学习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也有很多收获和难忘的经历。

在物理学科方面，RHUL 和伦敦大学的其他学院共享了很多研究生课程，并且交

流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修这些课程。比如我注册了研究生的电动力学课程就是由

Queen Mary 学院的教授在 UCL 校区授课的，除了皇家霍洛威的同学，还有来自女王

玛丽学院，国王学院和大学学院的同学一起上课。

这样一来交流的范围就大大拓宽了。在英国除了参加课程学习之外，我还注册了

由导师指导的研究项目，探索希格斯粒子的衰变规律。导师给人的印象都很负责，每

周有至少半个小时的一对一交谈，从开题到最后的论文答辩这样的一对一交谈让我在

专业交流方面有了很大收获

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受益匪浅，除了认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之外，我还志愿

为英国同学教起来 10 课时的汉语，参加了 HostUK 组织的英国家庭周末访问，游览

了英国的不少著名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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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英国一年的学习生活让我受益匪浅，这样的经历会让我永远珍惜。

伊人，2011 级生物班，现就读纽约大学博士学位

我们眼中的英国是怎样的？工业革命、绅士气息、绯闻不断的英国王室……但与

英国年轻一代的交流中我感受到的却完全不同，除了那蹩脚而风韵无限的伦敦腔里由

内而外散发出的高贵。在利兹一年的学习紧张而忙碌。教学系统的完善让我印象深

刻。通过 Blackboard 系统，老师和学生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的完全及实时共享。每节

课的视频，音频及相应的课下阅读作业都会及时放到网上。关于课程的任何通知、师

生之间对课程内容的交流讨论及平时成绩的发放也是通过这一系统进行。扫清信息交

流的障碍，学生的求学之路才能更加畅通便捷。

如果说国内的学习注重知识面的增加，利兹的学习更加注重的是理性思维的培养

及思维深度的培养。在这一系统中摸爬滚打了一年，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但也收

获良多。比方说我选修的医学前沿讲座课程，在一学期时间内，我们应选修 5-6 个单

元的课程，考核方式是选择三个单元利用所学的知识及课下阅读在三小时内每个单元

完成一篇文章的写作。单纯完成课堂的内容可以得到 C，完成课堂内容并做课下阅读

可以得到 B，但只有完成课上及课下内容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见解才有可能

拿到 A。虽然这里提到了成绩，但并不是说要纯粹为了成绩而功利的学习。我选的每

一门课程都是由于我的个人爱好，但是经常会在学期中途遇到一定的瓶颈，或许发现

文献读起来吃力乏味，或许发现这一学科与自己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但坚持下来，

大多数时候还是能柳暗花明的。而回想我们现在的学习模式，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停留

在了前两步，而对于培养未来的生物学工作者，对于知识的发散和批判性思维才是关

键。在培养批判性思维方面另一个体现就是每一节课的内容一定是实验依据与理论知

识相结合的。在以往的学习中，拿细胞来说，我们学习信号通路，接受到的一般是前

人总结好的图文精美的结论，往往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也一部分程度上造成了我

们出入实验室时的无所适从。

写作能力的培养也是英国大学学习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学校有专门的语言

中心解决学生语言及写作方面的困难。而在课程的安排上面，也不单单是用写作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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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一年级的部分课及二年级以上的每门课都对学生的写作有一定

的要求，或者是以文献的形式写实验报告，或者是在考试时以写文章的形式考察学生

知识再创造的能力。无论何种形式，都为未来的文献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英国的日子并不只有学习，有时间来个短途旅行，城市周边的自然风光里

蕴含着满满海洋性气候残留下的温润，深黑的炭灰盘踞在 17、18 世纪遗留的建筑外

墙上，记录着曾经的辉煌。记得几年前参加一个英语口语比赛有个来自英国的外教问

我眼中英国的 Pub 应该是怎样的。我的回答好像是 a bunch of young men and

women drink and dance crazily.几年后亲眼见识过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至今

不明白西方社会的酒吧文化深刻意义何在，但无论如何，这段异国记忆都将沉淀在心

中，不时回味，倍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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