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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校园

■国际交流合作处 甄芳

应学校邀请， 4 月 20 日， 美国科学促进会 《科学》
期刊出版人比尔·莫兰教授， 合作与出版中国 （亚洲）
区总监相艳， 亚洲业务开发总监、 学术出版合作负责
人初晓英等一行 5 人访问北京工业大学 。 校党委副书
记、 校长柳贡慧， 副校长聂祚仁会见了美国科学促进
会 《科学》 期刊代表团， 党委研工部、 对外合作联络
处 、 国际交流合作处 、 固体所等相关负责人陪同会
见。

柳贡慧校长代表学校对美国科学促进会 《科学》 期
刊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和感谢， 并重点介绍了北工大
的国际化道路和国际化战略。 他指出， 推进学校国际化

发展， 不仅仅要开展教授互访、 学生交流， 还要积极与
国外高水平研究所、 大学共建科研合作平台， 发表高质
量的学术论文， 共同培养高水平人才。 他表示， 希望北
工大能在多领域同 《科学》 期刊展开合作。

比尔·莫兰教授高度评价了北工大的国际化战略 ，
他指出， 科学是无国界的， 《科学》 期刊的目标是为科
研工作者服务、 发展其学术生涯。 他希望今后 《科学》
期刊的编辑能够访问北工大， 与北工大联合举办国际会
议， 并与北工大科研人员加强沟通交流。

会后， 比尔·莫兰教授为北工大师生带来了题名为
Science Careers -developing and finding your career path
（科研生涯———寻找自身的职业道路） 的报告， 容纳 200
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 河北工业大

学和天津工业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倾听了比尔·莫兰
教授的报告。 会场上学生与比尔·莫兰教授积极互动 ，
现场反响强烈。

比尔·莫兰教授一行参观了固体所实验室， 对北工
大尤其是固体所的科研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科学》 是美国科学促进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简称 AAAS） 出版的一份学
术期刊。 该期刊主要出版重要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和科研
综述。 此外， 《科学》 也出版科学相关的新闻、 政策和
观点 。 该期刊于 1880 年由爱迪生投资 1 万美元创办 ，
于 1984 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 “美国科学促进会”
的官方刊物。 该刊物每周发行一期， 全年共发行 51 期，
全球发行量超过 150 万份。

北京工业大学“高参小”艺术
实践汇报演出于国家大剧院上演

■光影随行

■学生记者 李欣雅

2017 年 3 月 31 日 ， 由苏有朋执
导， 王凯、 张鲁一、 林心如主演， 根据
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改编
的悬疑电影 《嫌疑人 X 的献身》 全球
同步上映。 不管是原作的风靡、 主演的
粉丝群体大 ， 还是翻拍带来的种种争
议， 都使这部电影未播先火。 在真正观
影之前， 我其实也有不少担心， 毕竟小

说的描述那么深入人心， 而且又有日韩
两版先入为主， 再做演绎着实困难。 但
当片尾曲结束， 坐在座位上的我仍然胸
口发闷， 泪水止不住时， 才发现这些顾
虑实在多余。

这些年， 随着各派推理小说在国内
的畅销， 大部分观众其实在看电影前就
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 ， 作案手法怎么
样。 因此， 无论如何演绎， 都很难给观
众带来第一次阅读时的刺激感。 而苏导

则很聪明地规避了用华丽手法描述的风
险， 调转方向， 着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
界， 成功塑造了一个孤独的天才形象，
也正是这种让人怜惜的孤独， 足以让观
众感同身受。

“有没有人证” “没有”
电影从一开始就点明了凶手是谁，

这就让我们能够从上帝视角观察所有角
色的所作所为， 以及他的动机何在。 在
原著中， 作者表达的不仅仅是凄美的爱
情和绝好的诡计， 还有唐川和石泓 （原
著里名为汤川和石神 ） 天才之间的惺
惺相惜 。 而在电影中 ， 即使导演特地
加了两位男主角小时候的情节来表现
他们之间的感情 ， 但唐川依旧像个可
有可无的角色 ， 他的出现似乎就是为
了告诉观众石泓的爱有多么无私 。 其
实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 正是这出石
泓的独角戏 ， 真正的演绎了什么叫做
纯粹的爱情。 “他身材敦实， 脸很圆，
很大， 可是眼睛却细的像条缝。 他头发
短而稀疏， 看上去将近五十岁， 可能比
实际大些。” 这是原著中对石泓的描写。
而在电影中， 石泓变成了一个瘦小， 年
纪不是很大的中学老师， 但不变的是，
他依旧每天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走过河
边， 一个人去常去的餐厅点一份招牌套
餐， 一个人去学校， 一个人研究数学问

题。 没有人交流， 无论是生活层面， 还
是精神层面。

因此， 即使成为嫌疑犯， 也没有人
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 再阴暗的人 ， 也
会向往太阳 ， 也许有人喜欢独处 ， 但
没有人真正喜欢孤独 。 但是 ， 当石泓
代替陈婧做牢时 ， 他也会庆幸自己的
孤独吧 。 而这点庆幸 ， 却让观众更加
心酸。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这句话出现在石泓处理完尸体后，

陈婧和他在超市卖橙子的柜台碰到 ，
陈婧问他为什么要帮她们， 石泓不答，
只是胡乱地挑着橙子 ， 陈婧看到便告
诉他什么样的橙子甜 ， 当时石泓眼里
的不安与激动几乎要跳出来 ， 从来没
有人和他说过这些 ， 从来没有人告诉
他这个世界上除了数学还有别的东西，
从来没有人这样走进他的生活 ， 从来
没有人为他的生活带来这样明丽的色
彩 ， 但 ， 大概只有他自己这样认为 。
所以 ， 他才会因为一张普通的卡片找
到活下去的信心 ， 会乐此不疲的每天
点一份招牌套餐 ， 会在陈婧女儿练习
乐 器 后 ， 用 摩 斯 密 码 打 出 一 串
“beautiful”， 才会在最后的自白中说 ：
“有些人活着 ， 对我来说就是救赎 ”，
“我不是为了顶罪 ， 我是为了报恩 ”，

“如果她们不幸福 ， 对我来说才是徒
劳”， 而这一切的一切 ， 在旁人看来 ，
大概都是不可理解且不可理喻的 。 因
为 ， 即使是天才 ， 也会因为彻骨的寒
冷， 想要抓住生存的阳光。

“有时候回去爬山”
唐川问石泓： “你还打羽毛球吗？”

石泓答： “不太打了。” 为什么不打了，
结果显而易见， 因为没有人和他打。 天
才大概都生来孤独， 而石泓又太过独一
无二。 因此， 在学生时期， 能有唐川这
样和他同为天才的伙伴理解他 ， 陪伴
他， 只能说是庆幸。 走向社会， 他这样
的人， 或许只能也只能像阴暗角落的老
鼠， 苟且活着。 所以， 即使是天才， 他
也永远抬不起头， 永远， 是自卑的。 也
许会有人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但在
我看来， 唐川根本就不是石泓的知己，
从一开始就不是。 在唐川眼中， 石泓是
一个除了数学什么都不会在意的人 ，
但， 石泓是吗？ 如果他是， 他就应该不
在意别人的眼光， 他就应该活得大胆自
信 ， 他就应该像唐川一样 ， 是会发光
的。 可我看到的石泓， 是灰色的！ 是陈
婧母女 ， 为他的生活填上了色彩 。 至
少， 在电影里， 是这样的。 因此， 即使
是唐川， 也觉得石泓这么做， 是愚蠢，
即使是他， 也不能理解石泓的 “我不能

走出去， 只能走下去”， 他， 不知道石
泓的甘之如饴。

“像是一个无用的齿轮”
在原著里， 无用的齿轮说的是石泓

杀掉的乞丐， 那些乞丐在这个世界上毫
无存在感， 即使是消失， 也不会有人在
意。 当初读小说时， 我以为这段描写只
是为了告诉我们石泓为什么设计了这个
诡计。 看了电影才发现， 原来， 在石泓
的内心深处， 他自己也是无用的齿轮。
每天， 过着一样的生活， 可有可无， 唯
一的乐趣就是算数学题 ， 可是当有一
天， 自己怎么也解不开一道题时， 才会
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什么也没有， 什么
都不值得自己留恋。 因此， 这时的陈婧
母女就像一道光 ， 是石泓内心世界最
美好的存在 。 在石泓心中 ， 只是牺牲
两个无用的齿轮 ， 就可以留住这种美
好 ， 再值得不过 。 在他的自白中流下
眼泪的 ， 必定都是曾经努力保护过自
己珍爱的东西的人 ， 那种感觉 ， 就叫
做孤注一掷。

“我给你出一道题， 你说， 设计一
道没人能解开的难题和解开那道难题，
哪个比较难？”

“设计， 比较难吧， 因为出题的人
总应该是受人敬仰的。”

所以， 还是石泓赢了。

生命于坚韧处蓬勃
■青春榜样

■学生记者 周炫辰

“我的目标本来就不高，哪怕不能成功，排除一些错误
答案也是好的。 放弃从来不是我要想的事情。 ”眼前的男
生总是带着积极阳光的笑容， 他轻描淡写地说着经历过
的坎坷与成功。 正是这份不放弃，成就了如今的校长奖学
金得主姬庆庆。

无心插柳柳成荫
“进入北工大学物联网工程也算是阴差阳错吧。 ”姬

庆庆高考填报志愿滑档， 在征集志愿阶段被北工大物联
网工程专业录取， 入学后他也并没有马上脱颖而出。 相
反，在入学之初，他的成绩并不理想，甚至偶尔会“垫底”。
与此同时， 大一一开始就要学习的 C 语言等编程类课程
对于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程序设计的姬庆庆而言， 在学
习积极性和自信心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当时也有过迷茫，” 姬庆庆回忆道， “但我明白一
个道理， 尽管我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做什么， 但眼下我能
做的必须做的， 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 为今后的成长和
发展积累 ‘资本’。” 在接下来的一学年中， 通过不断努
力， 他的成绩逐渐有了起色， 同时也培养出了干事情脚
踏实地、 坚持不懈的习惯， 为未来的科研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

走上科研之路 ， 源于一个偶然 。 姬庆庆介绍说 ，
“大二下学期有一位学长当时正在筹备 ‘挑战杯’ 的作
品， 邀请我加入帮助他完善作品参加北京市的比赛。”
从那时起， 姬庆庆就在肖创柏、 左国玉两位老师的带领
下逐渐对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且通过自身不断努
力， 在将近两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
说起科研上成功的秘诀，姬庆庆也坦言:“如果说我有

一样最为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坚持。 做科研，很多人缺乏
长久的激情和动力，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 我认为，很多
成功的人只是比别人多坚持了一下而已。 坚持，再坚持一
下，或许只是这‘一下’，就会造成结果的天壤之别。 ”

科研之路总是艰辛的， 在鲜花的背后总有避不开的
荆棘丛。 姬庆庆的科研之路也不外如是，有一次他的团队
曾遭遇过长达两个多月的瓶颈时期，未取得任何进展，甚
至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在那漫长的两个月中，姬庆庆也从
未有过放弃任务的念头。

谈及印象最深的科研故事， 他更多地提到参加比赛
的艰辛与克服困难的喜悦，“当时我是携带了两件作品分
别参加‘挑战杯’的市赛和国赛的，所以在备赛过程中和
组员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 ”

坚持是成功者的第一把钥匙，姬庆庆很信奉这句话。
正是磨炼中形成的这种品质， 使得他一步一步取得了今
天的成绩。

心怀感恩回馈大众
姬庆庆在科技竞赛中获得过各级各类多项奖项。 在

繁忙的专业学习之外， 他还根据自身兴趣点选了广告学
作为第二专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学校的组织，从阳光团到
记者团，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十分精彩。

姬庆庆很感谢一路帮助和支持自己成长的老师和同
学们，在言谈之中他多次提到要心存感恩。 他一直觉得自
己是个幸运儿：“我幸运的地方不只是在于选择计算机作
为自己的专业， 还在于北工大给我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学

术氛围，幸运地遇到了很多愿意指导我的老师、接触到了
一些高端的课题，以及幸运地遇到了一批支持、鼓励我做
科研的朋友。 ”他感谢努力的自己，感谢一同前行、一同奋
斗的团队，感谢一直以来给予他大量帮助的老师们。 在说
到科研带来的收获时， 他首先想到的也是因此结交的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姬庆庆是个把感恩付诸实践的人，他积极参加各类科
技展示及交流活动。 连续三年携带不同科技作品参加北
京工业大学科技节， 并在 2015 年北京市科技节北京工业
大学分会场开幕式上代表北工大发表主题演讲。 除此之
外， 他还积极配合学部开展针对本科新生的科技竞赛宣
讲活动，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对于自己已经获得的成就，姬庆庆直言自己不是学霸

型人物，只是动手能力和执行能力比较强，同时也花了大
量的精力与心血，刷夜更是常态。

问起对学弟学妹想说的话， 他的回答也是简单诚恳：
“做任何一件事情请先不要想它能够带来的好处， 少说
话，多做事；先做事，后说话，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
追随本心，跟着自己内心的想法走，做自己喜欢和想做的
事情。 ”

对于未来，他也有自己的一番思考：“在研究生阶段认
真学习，希望能够取得更多的成绩。 然后认真考虑研究生
以后是继续读博、出国还是直接就业；就业方面，比起创
业，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可能更愿意工作吧，从事什么职业
或者岗位并不重要，主要希望有个让我开心的工作就行。 ”

祝愿姬庆庆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辉
煌!

走不出去的孤独
———观《嫌疑人X的献身》有感

———访校长奖学金得主姬庆庆

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期刊出版人
比尔·莫兰一行访问北工大

■教务处 刘兰竹

“乐动童声—北京工业大学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
工作艺术实践汇报演出” 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下午在国
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北
工大党委副书记沈千帆，副校长吴斌，北京市朝阳区垂杨
柳中心小学、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四小学、北京市东城区
板厂小学、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首城校区小学、北京市
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小学、 北京市天坛东里小学校领导
等与六所小学的 1800 名师生一同观看了此次演出。

演出以北京市东城区板厂小学倾听我心合唱团演唱
的《天空之城》和《青春舞曲》拉开序幕。 随后，北京工业大

学合 唱 团 为 现 场 的 观 众 们 带 来 了 两 首 无 伴 奏 作 品
《Shenandoah》、《Dejadme》，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
小学雪花合唱团演唱了《梨花又开放》、《快乐真快乐》，天
坛东里小学合唱团演唱了 《春游》、《I am small part of the
world》，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首城校区小学部合唱团
演唱了《鳟鱼》、《蓝色的梦》，垂杨柳中心小学合唱团演唱
了 《Rhythm of the rain》、 《缆车》。 演出以劲松第四小
学 “星空” 合唱团演唱的 《四季的问候》 《让我们荡起
双桨》 落下帷幕。 近两个小时的演出， 同学们美妙的歌
声久久回响在大剧院的音乐厅中， 一个个小小的身影，
花一样的面孔， 使观众们真挚的感受到艺术带给人们的
快乐。

2016 年下半年北工大与国家大剧院合作开启了北京
工业大学 “高参小” 艺术欣赏实践活动， 通过与国家大
剧院的专业定制， 共同策划了六场高雅艺术欣赏活动，
邀请学生们走进国家大剧院， 由专业的艺术院团以讲演
结合的方式为同学们普及室内乐、 交响乐、 民乐及合唱
的基础知识。

同时， 北工大还邀请了国家大剧院专家走进小学，
亲自为学生进行艺术辅导， 为小学教师开展艺术能力培
训， 共开设了 60 余课时的艺术课堂。 此次的 “乐动童
声—北京工业大学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国家大剧
院艺术欣赏实践总结汇报演出” 正是对这半年多教学成
果的一次展示。

■
我
们
的
故
事

■学生记者 蒋博雯

2017年 4月中旬，工小 V从众多高校的公众号中脱颖而出，
被北京教育新闻宣传学会、首都教育新媒体联盟授予了“最具创新
奖”。 这个项荣誉得来不易，凝集了工小 V团队三年的努力与汗水！

三年努力 我们是用心的
2014 年 2 月 14 日，工小 V 成立了！ 没有推送经历的初创

成员们，在刚起步时仅 21 位关注者的陪伴下，凭着一股“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闯劲，通过练习和集思广益，不断累积经验，为
工小 V 日后的蓬勃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此后三年中，每一位新媒体记者团成员都一直默默地为工
小 V 奉献着智慧和汗水：绞尽脑汁提选题、争分夺秒赶稿子、
字斟句酌改文案是生活常态。三年来，记者团全体师生 1173 个
日日夜夜的勤恳工作， 使工小 V 的粉丝数稳步上升至如今的
近 30000 人， 阅读总量也由 2014 年的 33 万余次激增至 2016
年的 95 万，而 2017 年仅前四月的阅读总量就已达到了 28 万。

留言对话方面，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同工小 V 展开了良性
互动， 对话总人数由 2014 年的 122000 余人迅速增长至 2016
年的 309000 人。

一直以来工小 V 团队坚持严谨认真地工作， 友善真诚地
互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关注工小 V 了，这无疑是对记者团全
体工作人员的最大肯定。

信息传播 我们是走心的
为使传播的信息更具趣味性、更贴近北工大师生，工小 V

不断搜集资料、开阔视野，保持着对校园新闻的敏感度。
别出心裁的选题，是记者团老师同学们通过时刻关注学校

各方面动态、积累身边各种素材集成的。 内容涵盖了北工大最
新资讯和最热新闻、党政消息、工大人工大事等大大小小十数版块。 多样内
容的覆盖下，无论是正在考虑报考北工大的“小鲜肉”，还是毕业多年的“资
深前辈”；是时刻关注北工大动向的兄弟院校，还是亟待获取新鲜资讯的在
校师生，都能通过工小 V 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北工大信息。

530 多篇推送中， 美景带来的视觉享受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 2015 年
11 月 18 日推出的《爽爆北工大人朋友圈的校园美景》使叠翠流金的北工大
校园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那灿金落叶的背后是北工大的摄影师们善于发
现美的一双双慧眼，和他们对于北工大深深地热爱情怀。

除了与北工大生活点滴相关的“接地气”内容，工小 V 也会推出“高大
上”的时事新闻。 2016 年 11 月 4 日，小 V 推送的《北工大学习贯彻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向人们展示了工小 V 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坚定立场。

通过及时的推送，工小 V 传播着北工大、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热点教育
新闻和政策， 记录着北工大的点点滴滴， 也牵系着世界各地北工大人的情
怀。 工小 V 将北工大的信息快速传递出去，展示了微信公众平台在信息传
播方面强有力的功效。

共同成长 我们是有心的
三年来，工小 V 和记者团全体成员相互影响、共同成长。 为了源源不断

地给关注者们带来新鲜精彩的内容， 工小 V 始终前行在追求卓越的路上，
分析并借鉴其他优秀公众号的长处，深思并采纳关注者们提出的中肯建议，
积极改进工作，主动提升水平。 长久积累的素材和经验，使工小 V 在关注者
们的期待与鼓励中日渐成熟。

工小 V 的成长，离不开每一位记者团成员的努力，而学生记者们也在
积极联系采访、不断修改文案和排版的过程中，磨练了基本功，提升了文字
摄影等各方面能力。 记者团中有人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通过工小 V 收获
了宝贵的友谊；有人充实了时光，在工小 V 的影响下开启了忙碌而富有正
能量的新生活；有人开阔了视野，以工小 V 为基础进一步了解了新媒体行
业，把它列为就业的不二选择……

“最具创新奖”的获得，不仅是对工小 V 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激励着工小
V 在未来鼓足干劲、继续奋斗。 未来，工小 V 还要不断提升水平，在积累中
进步，在探索中发展，争取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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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