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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眼中的木家具
■图说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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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廖思涵

2015 年冬天， 在宿舍键盘声中昏昏欲睡的崔天舒收到了学长发来
的一段小视频，不经意一看，却一下子精神起来。视频的内容是一组随
意放在地上的锥形灯，录视频的人用手电筒随意照射到一个锥形灯上，
光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续传递，伴着清脆的鸣声，灯一盏接一盏地亮
了起来，就像落入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一样，这条由光组成的涟漪不
断伸展开来。“这简直就是像在梦里才能看到的情景啊”， 他不禁感慨
说。

“怎么样，要不要找些人，咱们也做一个出来”。听到学长的提议，崔
天舒倒是吃了一惊。学长名叫朱建非，是软件学院的研究生，平时总爱
自己做些设计，对灯光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他们一拍即合，拉上志同
道合的李天宸，三个人一起走上了这条“造梦”的道路。

磕磕绊绊寻找追梦之路

梦想总是一步一步实现的。团队的核心成员只有三个人，虽然以前
也合作过一些项目，不过类似这样完全没有设计思路的还从未有过。所
以一开始他们就迎来了大难题：三个人的专业都不算对口，没有相关知
识做基础。为了能够完成设计，他们用大量课余时间查资料现学所需的
知识，完成电路的设计。

在开发时，他们首先选用创客们最喜欢的 Arduino 套件，虽然很快
做出了能有相同功能的系统，但是整个系统又大又杂，根本放不进一个
底边长仅有 15 厘米的小三角锥里。 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的主板替代品，
那么即使做出了这个锥形灯， 它的效果也不及视频里他们看到的十分
之一，这样敷衍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整个项目再次陷
入了僵局，在此情况下，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也是他们最后选
择的道路，自学 PCB 板的设计。专业的课程里没有与之相关的课程，只
能求助于其他专业的同学和自学，面对晦涩的电路图，经常一看就是一
下午，但是作为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团队内的成员没有一人抱怨些。

然而难题不止这一点，他们用的实验室是木地板，木地板虽然看起
来有设计感，却愁坏了他们三个，因为在干燥的冬天木地板非常容易产
生静电，哪怕是一点点的静电都会把设计好的样板中的电路完全烧坏。
而这电路板也并不是想做就做立马能拿到手的， 他们跟深圳的一个厂
家联系好，每次将完成的设计图发给厂家，厂家做好才能将样品快递回
来进行试验，一旦烧坏就要再次定制，中间快递来回很耽误时间，所以
静电的产生就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就只
能在实验室接地线呗，到最后地线直接接在我们身上，就那样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多加
注意呗！”说到这里他们相视一笑，相互鼓励一下，继续加油干。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难他们
也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坚信如果能有所收获，付出再多努力也是值得的。

柳暗花明迎来希望之光

终于，厂家寄来了用他们的最终设计图制作的 PCB 板样本。看着自己制作的锥形灯
如想象般一个接一个亮起，团队内所有成员都欣慰地笑了起来，原来，亲手实现梦想的感
觉是如此甜美。

到真正全部完成时已经是夏天了，他们带着亲手制作的锥形灯在艺设前的草坪上实
验拍照。夜幕降临时，一串串灯光伴随着清脆的鸣声逐个亮起，循环往复，着实是一幅令人
激动的画面，然而事实并不那样美好，“夏天的晚上都是蚊子，蚊子循着亮光来，我们抹多
少花露水都没用，被咬的都是包！”李天宸幽怨地说到。

到现在，他们已经自费订做了两百个自己设计出的锥形灯，看着实验室里摆成心形的
灯组，他们决定从今往后无论有什么项目都要像这次锥形灯一样，用实现梦想的心态去研
究未知的领域，就算再多的困难也无法阻止他们。

在去年学校的科技节上，锥形灯获了奖，这是他们三人都没有料到的。其实在最初决
定要做锥形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着要参加什么竞赛，只是兴趣所致，后来无意中被老师
发现参加了学校的科技节并获得了奖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接受采访时，崔天舒和李天
宸两位同学都表示虽然过程很艰辛，但是很值得，他们也从中收获很多，不止是团队合作
的经历及成功的作品，更多的是学到了专业以外的知识，而且这也激发了他们继续设计的
热情！他们也鼓励大家多多行动起来，不要因为遇到困难就轻言放弃。

在未来， 他们希望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升级。 目前的锥形灯由导线相连配合外接电源
使用， 搬运和整体造型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他们希望可以改进电路板的性能， 在此基
础上加入电池供电系统。 如此一来， 排除了导线和外接电源的困扰， 锥形灯便可以更方
便随意的移动摆出更多造型。 在这一步研发之后，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联系厂家将这种锥
形灯商品化， 走出实验室， 虽然只是一时兴起的研究， 但是以此为原型的成品想必会有
很大的销路。

乐水 杨洋

赏月 鲍乌勒娜
格物 饶勇 相倚 游智文

衣有所依 李欣迪 纳 白嘉梁

Never lose 李云强

站在工大的讲台上十余载 ，
遇到过教师生涯中的挫折， 也与
不少抵触英语的学生们打过交
道， 但外语学院李晓莉老师一如
既往地在教学中倾注自己执着的
热情， 与学生们用心对话的过程
中， 发现并享受着自己所热爱的
事情。 她被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为
“小丸子老师”。

作为多年带大学英语 C 班的
老师， 面对的大多是英语基础不
太好， 甚至是对英语抱有抵触心
理的学生， 但是李老师不会放弃
班上的任何一个人， 尽力用自己
的热情与激情去感染每位学生 ，
引导他们走出英语学习的绝境 ，
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在英语课堂上， 她传授给学
生们的不仅仅是英语知识， 更是

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每位学生
要用心去领悟和发现自己真正热
爱的事情。 学生们有时会通过邮
件向李老师表示感谢， 这份惊喜
与幸福也成为了李老师更加热爱
教师这个职业的原因之一。 因为
她知道只要自己用心授课， 学生
们也能够用心体会着课堂， 真正
有所收获。

李老师说，多年以来，她从未
对这份工作有过倦怠的心理 ，她
会通过不断参加教学和科研会议
以及阅读相关书籍来汲取教学灵
感。 让李老师最引以为豪的就是
她自创的 “三段式模版写作”。在
教学过程中， 她了解到写作是让
学生们倍感头疼的一个部分 ，但
她发现学生们经常忽略在阅读中
的输入和输出， 不能有效使用现
成的语块来表达。 因此她结合着
各大四六级网站写作资源和四级
真题高频亮点词汇和句型语块 ，
研究出了 “三段式模版写作”，让
学生们实现有结构、 有辩证性思
维内容的批判性写作。在实践中，
李老师还会通过播放和剖析 “特
朗普演讲”、“达芬奇个人经历”等
视频， 帮助学生们收集并整理可
用素材， 弥补模版解决不到的问
题。

“您的模版太给力了 ！”有学
生会在考试后给李老师发来这样

的感慨，因为应用“三段式模版写
作”，很多学生顺利通过了四级考
试， 也有学生在写作比赛中收获
了好成绩。 李老师希望通过这样
的写作训练和测试， 不仅仅是让
学生们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
篇高分作文， 更希望能够培养学
生们在限时写作中的构思能力和
思辨能力。目前，她还通过学院开
办的四级平台， 在线上和线下为
更多有需要的学生们提供写作帮
助，她想用自己的“三段式模版写
作” 为学生们在写作方面指明一
个努力的方向， 让他们体会到写
作的快乐。

“我几乎能够了解班上的每
位学生。” 李老师自信地说道。即
使是小班教学， 李老师同时所带
的三个班的学生数量也多达一百
多名， 学生的每份作业李老师都
会一一仔细批改。 对于李老师和
她的学生而言， 英语作业不仅是
教学情况的反馈， 更是师生之间
交流的主要途径。 李老师会在每
份作业的最后耐心地写上一大段
评语， 有时是针对作业内容的点
评和建议， 有时甚至是一些情感
问题的开导。 对于在课堂上玩手
机或是沉默内敛的学生， 李老师
也会给予充分关注， 她会将耐心
的劝导写在评语中， 也常常通过
邮件往来了解学生们的情况。

李老师经常通过微信朋友圈
关注每位学生的动态， 并通过评
语为学生们送去祝贺、鼓励、建议
或点拨， 学生们也常常在作业中
回应一个笑脸或几句祝福和关
心。“当我对事情缺乏激情时 ，我
会想到那时候有个英语老师对自
己教学的热爱 。”“我只是一个普
通到可能下一学期你就会忘记的
学生， 但您却可能成为我大学生
涯记忆最深刻的老师之一。”这是
学生们在课程结束之后写给李老
师的电子邮件， 学生们掏心窝的
感谢给李老师带来了欣慰和感
动， 也让她感受到自己播洒下的
热情是值得的。 她希望自己不仅
能教英语，更能与学生交心，让学
生们在大学这段人生最美好的时
光中发现自己的潜能。

“您是我大学生涯记忆最深
刻的老师 ”，“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正能量”，无论是教学质量评价还
是期末学生们给李老师发来的感
谢信， 学生们都在字里行间中表
达着自己对于李老师的肯定和感
谢。 而正因为学生们用心地体会
和反馈， 让李老师对这份职业更
加热爱。 做一名教师是李老师热
爱的事业， 也是她希望倾其一生
的事情， 她在这条路上挥洒着纯
粹而执着的热情， 也收获着幸福
与惊喜，她因为热爱而乐在其中。

“数学能使我们健康！数学能
使我们快乐！数学能使我们长寿！”
数理学院阴东升老师眼中数学是
一种充满美感的艺术，他把这种对
数学的真爱带进了教学，让学生们
与他一起感受数学的美。

阴老师从事教学工作已经 30
多年了。 他一直强调方法论和数

学的美学教育，“一题两议” 便是
阴老师教学的精髓，他说，现在的
大学生最需要的是启发， 对知识
是如何产生的感兴趣。 数学是一
种思想，也是一种开放的语言，借
助语言更新，实现更新思维。

不少文科生都很怕数学 ，认
为数学既无聊又枯燥， 仿佛怎么
学都学不好， 阴老师却不这么认
为， 他说老师要把对数学的热爱
展现给学生。 只有老师爱自己所
教的学科， 用热情感染每一个学
生， 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爱上数
学；其次，数学的发展来自于两个
动力：一是内在的兴趣，二是外在
的工具性需要。 教学的内容要有
趣简单让学生们容易接受， 比如
多给他们讲一些与数学相关的故
事， 让学生们了解数学是一种非
常有用的；再有，学生们怕数学的
原因主要是对数学语言的不适
应。 学好数学必须要多与数学语

言接触，熟能生巧，熟能透识 。对
于数学来说， 做题是不能避免的
最重要的一部分，题不能光看，一
定要自己亲自去做、去体验，学数
学的本质就是做数学， 保持解题
的“好口味”。

阴老师在教学中注意多鼓励
学生，激励就是通过承认其显露的
才能， 来激发其潜能的一种行为，
为此阴老师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
激励教育的书，书中写到激励教育
首先要调动起学生的心气，并且这
些激励措施要因人而异， 比如，设
置学习障碍，就是激励富有斗志的
学生的一种重要措施。

学数学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
事， 所以除了上课时的答疑和课
后与老师的邮件交流以外， 每周
阴老师和他的同事们都会在办公
室为学生答疑解惑， 他们潜心研
究教学方法， 现在学生数学成绩
通过率达到 90%。 阴老师希望学

生们能喜欢上数学。
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

曾说过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
业。上好一门课的关键就是教师。
教学是一门表演艺术， 是一门既
有形象魅力，又有内涵魅力，形容
兼具的一门艺术。 阴老师说他最
喜欢的东西莫过于三教教室里的
几块大黑板了，因为没有板书，就
没有数学。从不厌倦，也不疲惫 。
当记者与阴老师交流的时候 ，听
着他对自己教授数学的体会，仿佛
想象到他在学生们面前痴醉于数
学的美里无可自拔的样子，就像阴
老师在《激励教育与数学认知非离
散思想》书里所说，教育的首要目
标是你的思想能被学生所接受，更
进一步，能快速、快乐的接受。

虽然有人可能永远无法把勾
股定理当成一个完美无瑕的艺术
品，阴东升老师在三尺讲台的世界
中却真真切切地展现了数学的美。

■学生记者 姬庆庆 柳丹彤 周唯
摄影 陈 楠

作为交通学院的一名老师 ，

张智勇在教学中很重视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 他经常说，“要
把学生当做孩子一样管理， 但又
不能像高中一样严格。 ”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这门专
业基础课由于课程涉及面广 ，选
择教材难度大， 张老师在教学过
程中结合自身的工程经验讲授实
用的知识，学生们很受用。 他结合
北京市交通实际情况拟定课后作
业题目， 如针对北京城市交通现
状， 学生们要查阅资料， 发现问
题；然后给出相应的优化方案，并
对给出的优化方案效果进行预
测，在完成效果预测后，还需要对

今后相关问题决策给出意见和建
议。 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既有定性
分析又伴随着定量考核， 很好地
提高了学生动手能力和对知识的
应用能力。 由于作业与实际生活
联系紧密， 学生们很难直接通过
互联网轻而易举地获得答案 ，在
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能
力得到了提升。

张老师一直坚持细化平时成
绩考核，每按时出勤一次、每完成
一次作业， 学生的成绩都会有所
增加。 完成小组大作业时，他会通
过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对学生作业进行考核， 让学
生对于自身的优缺点有更加深入
地理解和认识。

不少毕业的学生都很感谢张
老师当年对他们的严格要求 ，那
些研究方法让自己在工作岗位上
得心应手， 能够出色完成工作任
务。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 张老
师也经历了从“放羊式”管理到过
程精准控制的成长过程。 他坦言
教师是一个良心活， 在教学的过
程中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将
自身教学与专业发展前沿相结
合，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张张智智勇勇老老师师

这些虽然稚嫩却很生动的家具是艺术设计学院 14 级工业系家具班的作
品，他们以实木为主要材料，在设计中，充分利用木材的特性，让家具的每一个
部件都做到合理、有用、到位，使家具在功能、形态和使用上达到一种和谐与平
衡 ，并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审美的基础上 ，融入新理念和新创意 。在整个
创作过程中，学生们对产品化家具设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阴阴东东升升老老师师

惟 赵小祺

■科技创新

负责的心： 专注教学

热爱的心： 乐在其中

痴迷的心： 数学很美

李李晓晓莉莉老老师师

（指导教师： 杨玮娣 陈红 毛颖 杨杰 张乐 黄志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