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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
赛”赛前培训班结业

5 月 7 日 ，
西高学院“互联
网 +“创新创业
大赛赛前培训班
结业，近 100 名
教师从培训班顺
利“结业”。

据了解，此
次培训以“互联
网 +”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为背
景，为期两天。培
训会上，学院聘请新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导师为全体带队教师解读大
赛，培训以创意思维的激发、创新项目
的形成、核心团队的组建、创新项目的
形成、商业模式的打磨，项目路演等为
重点，逐步剖析大赛的内涵和流程。

经过两天时间的“头脑风暴”，成
长树项目、同城帮帮忙、大学生自助生
态游等 17 个涵盖互联网与教育、医
疗、交通、旅游等方面的项目脱颖而
出，进入项目路演与评审阶段。在路演
环节，这些项目轮番展示，通过专家点
评和与观众互动，指出项目的优劣势，
不断提高项目质量。
“‘放心吧’课堂项目利用红外线

体感智能考勤系统对学生进行考勤，
可以科学、高效地完成对学生的考
勤。”我院教师汪慧蓉在项目路演中说
道。培训的两天时间内，汪慧蓉的“放

心吧”课堂项目团
队不但组建了分工
明确的十人团队，
还构思出了红外线
体 感 智 能 考 勤 系
统。面对评审的质
疑，虽然暴露出了
项 目 中 存 在 的 不
足，但是汪慧蓉团
队认为这是一次提
升自我的机会，更
是一次理论与实践

的碰撞。
培训过程中，教师们积极参与、主

动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实验实
训平台的支持下，完成了项目路演
PPT、商业计划书、项目视频等相关内
容。“这两天培训，既考验教师队伍的
创新、团队意识，也加深了教师对比赛
的认识，为指导学生团队做了充分准
备。”教师王秀竹说道。

本次培训会的举办，进一步深化
了参赛团队指导老师和辅导员们对比
赛的了解，明确了“互联网 +”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的参赛项目如何形成，
为我院打造优秀的参赛团队与项目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积极推进我院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我院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推动形成“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宣传部 高敏）

我院举办 2017届学生工作室
视举设计大赛

本报讯（记者
刘浩 陈骁）5 月
8 日晚，由我院学
生工作室组织举
行的 2017 届学生
工作室视举设计
大赛在我院南主
教学楼学生工作
室 正式举行 ，此
活 动由燕越 、李
萌主持，高新校
报编辑部部长李宗才、广播站副站长
刘宇佳、高科校报编辑部部长潘月担
任评委，西高学院校报、广播站、学生
工作室 2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该活动以节目主持人幽默风趣的
开场白下拉开了序幕，12 名设计者带
着精美的设计作品轮番上阵，给大家
带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震撼。比赛期
间，网络组、平面组、视频组各组成员
通过讲解制作过程为观众展示了各种

各样的微观世界，不
但充分发挥了他们
的才华，还用自己的
解说打动观众、评委
来赢得更多投票。

最后，评委就设
计风格、选材视觉角
度以及选手的情感
演讲等方面进行点
评，通过“公平、公
正、公开”的竞选最

终评出一、二等奖，其中平面部闫晨、
视频部朱俊光、网络部陈林获得第一
名，平面部张欣、视频部李欢、网络部
李保华为第二名。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设计者们提
供了一个展现自己创作的舞台，不但
有助于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经
验，也有助于同学们技能和综合素质
的提高，为打造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而
努力。

我院近 60名师生参加陈士橹
先进事迹报告会

4 月 26 日早上，我院近六十名学生党员、辅导员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加
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橹先进事迹报告会。

陈士橹是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开创了我国
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先河。1959 年，他受命创建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并
在困境中勇于担当，力保宇航学科。他长期致力于飞行器飞行动力学与控制研
究，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先后培养飞行力学博士、硕士 50 多名，其中
包括我国飞行力学专业第一位博士和博士后，为推进航空航天科技教育事业
的进步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报告会上，陈士橹院士传记《剑指苍穹》的主要作者鲁卫平、西北工业大学
航天学院教授王志刚、西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主任张英群、陕西广播电视台
记者冯歆，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陈士橹同志用毕生精力为我国航天
教育事业拼搏奉献、鞠躬尽瘁的生动事迹和宝贵精神。与会师生纷纷表示，报
告生动感人、催人奋进，他们将以陈士橹为榜样，立足本职，开拓创新，追求卓
越，用实际行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举办，我院学生处组织，旨在号召
我院师生学习弘扬陈士橹同志“热爱祖国、忠诚事业、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
高尚精神，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精神，引导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 （宣传部 高敏）

我院团学干部参加 2017年陕西
省高校团学干部五人制足球赛

我院学子在全国软件专业人
才大赛陕西赛区中获佳绩

为 积 极 响 应
团中央、团省委关
于“走下网络、走
出宿舍、走进操
场”主题群众性课
外体育锻炼活动
的号召，在全省高
校团学系统深入
开展“两学一做”
主题教育活动之
际，由共青团陕西
省委主办的“中国
梦 足球梦”陕西省高校团学干部五人
制足球赛在西安体育学院启动。本次
比赛共吸引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等陕西省内 18 所高校的近 300 名运
动员参赛，其中我院 12 名团学干部及
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比赛。

在本次小组赛抽签中，我院与陕
西师范大学、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等高校被分为 B 组。 5 月 10 日，在第

一轮小组赛中，我
院师生与西安铁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对
战，在球场上奋力
拼搏的精神获得了
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喝彩，并得到参赛
院校及评委好评。
接下来，我院团学
干部及学生代表还
将陆续参加其他小
组赛。

通过本次比赛不仅提高了我院团
学干部身体素质，而且充分展现了当
代团学工作者青春活力和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增强团学干部之间的凝聚
力，为我院团学干部提供一个良好的
交流平台，提高团学干部身体素质，让
足球爱好者驰骋赛场，一展英姿，展现
团学工作青春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

（文 / 图 高敏 王子璇）

4 月 8 日，我院 5 名
学生参加了第八届“蓝桥
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
计与创业大赛陕西赛区
比赛。近日，比赛结果揭
晓，学院 2015 级计算机
网络技术二班学生李鹏
辉，获 JAVA 软件开发省
赛三等奖。

此次比赛由教育部
高校学生司指导，教育部
就业指导中心和工信部
人才交流中心联合主办。
大赛分为 JAVA 软件开
发、C/C++ 程序设计、创
业大赛三个项目，并分别
设置本科组合高职高专
组，陕西赛区包括西安交
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等二十
所高校参加了本科组的
比赛。大赛获得了各大知
名高校和企业的高度认
可，北京大学软件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
大学等 15 所知名高校，
为获奖选手提供保研直
接面试并优先录取的机
会；百度、IBM、中国电
信、中国航天等数十家知
名企业，为获奖选手提供
免笔试直接面试、优秀选
手 直 接 录 用 的 绿 色 通
道。

此次大赛激发了学
生在软件开发领域的学
习和研究兴趣，提高了学
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工

程实践能力，使学生了解
并学习到企业的最新技
术应用技能，进而提高了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为学生直
接接触一流技术、一流企
业打开了绿色通道。

学院电视台记者采
访李鹏辉时，他说，“蓝桥
杯 ” 比 赛 主 要 是 针 对
JAVA 软件开发，当时学
院的魏军老师要求他们
参加，他们便报名参加
了，进行了半个月的培
训，他对 JAVA 有了部分
的认识之后参加了考试，
“半个月后就收到了获得
三等奖的好消息，我挺意
外的，没想到自已能获这
个奖，也特别高兴。”李鹏
辉坦言，他是学计算机软
件的，通过这次实践提高
了他的学习兴趣，也大大
提高他对学习的爱好。当
问到今后的打算时，他说
他打算在这方面再好好
的学一学，并且感谢我院
为他提供了这次机会，让
他能获得省赛三等奖的
好成绩。

（宣传部 王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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