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0月15 日 2综 合 新 闻
西大榜样

本报讯 10 月 13 至
14 日，在“学创杯”2018 全
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
赛总决赛中，我校代表队
荣获总决赛本科组一等
奖。此次全国共有 600 多
所高校参赛，分为本科组
和高职组，参赛师生近 10
万人，经过各省市选拔，最
终 122 所院校晋级全国总
决赛，共有 29 所院校获得
本科组一等奖。

我校商学院唐秋鸿老
师指导的陈卓玥、蒋年彩、
韦凤兰 3 名同学组成的团
队参加了比赛。比赛中，
各参赛院校以模拟经营一
家生产销售智能手环为产
品的初创企业，开展为期6年的模拟经营
对决，我校参赛队员凝练智慧、冷静思考、
沉着应战，赛出了竞技水平，最终获得“学

创杯”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的好成绩。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

赛自2014年开始举办，是由高等学校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席会经管学科组主
办的一年一度的全国
性赛事。旨在激励大
学生弘扬时代精神，培
养创业意识，提高创业
能力，促进高校就业创
业教育的蓬勃开展，发
现和培养一批具有创
新思维和创业潜力的
优秀人才，同时鼓励高
校组建创业模拟实践
教学平台，积极开展各
类大学生创业实践活
动。我校代表队在首
次比赛中获得了全国
二等奖，2015年获全国
特 等 奖 ，2016、2017、

2018 年连续三年都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唐秋鸿/文图）

本报讯 日前，据自治区科技厅网站
消息，《自治区科技厅关于认定 2018 年第
二批广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已经
下达，依托我校建设的“广西特殊地质公路
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电力输配网
防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认定。据此，
我校牵头建设且获得正式认定的自治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达4个。

广西特殊地质公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要为道路建设安全、生态环保、绿色
道路建设和维修养护提供工程化实用技
术，解决区域性道路特殊岩土工程治理、复

杂环境桥梁与隧道结构施工安全、复杂环
境路面结构与绿色道路路面技术、道路灾
害防治及交通安全防护的共性关键技术，
满足广西道路建设与维修养护对施工安全
及生态环保工程技术的需求，适应“一带一
路”建设技术对接和标准对接。

广西电力输配网防雷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致力于研发新一代输电线路雷电防护装
置——爆炸气流灭弧防雷装置，以取代传
统“闪络抑制”防雷理念的产品，大幅提高
电网输电可靠性与安全性，保障各行业生
产用电安全，为广西乃至全国的电力系统

防雷解决关键共性技术。
自治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广西科技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解决
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难题，促进科技
与经济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对广西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其建设的
目标是，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工程化试验
条件，培养工程技术领域领军人才，研发先
进的工程化成果，实现人才、技术和经济运

行的良性循环。 （韦同）

本报讯 10月15日，我校
在君武馆第二会议室举办国
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题报
告会。国家工程教育认证专
家、教育部环境科学与工程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同
济大学博士生导师周琪教授
为我校工科专业教师作主题
为“专业在准备工程教育认证
中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的报
告。各设有工科专业学院教
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骨干
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在报告中，周琪教授围绕
工程教育的核心理念、如何参
加专业认证、如何开展专业自
评等 3 个主题进行阐述，强调
专 业 认 证 的 三 大 核 心 理 念
——“以学生为中心”（SC）“产
出导向教育”（OBE）“质量持
续改进”（CQI）要始终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

根据学校“十三五”发展
和“双一流”建设规划，学校将
大力推进本科工程类专业认
证，逐步完成工科专业的认证
工作，提高专业建设内涵和竞
争力。2019 年国家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工作已经正式启动，
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环境工程、车辆工程、材
料科学与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专业已向中
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秘书处递交了专业
认证申请，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各项认证工作
中。

我国于2016年6月正式加入国际上最具
影响力的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
议》，通过认证协会认证的工程专业，毕业生
学位得到《华盛顿协议》其他组织的认可。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
保障制度，也是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

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 （黄威）

我校获“学创杯”2018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一等奖

我校两个广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认定

本报讯 10月10日，学校拆除西校园中1栋教工住宅楼。
西校园中1、中2栋教工住宅楼属于危旧房，房屋破旧严重。

根据学校总体规划，为加快解决学校规模扩大、“双一流”
建设与基础设施和功能布局不相适应的矛盾，科学规划
校园布局，有序推进老旧建筑改造，优化教学、科研、生活
服务等功能设置，经学校住房委员会讨论、学校党委常委
会批准，同意拆除西校园中1、中2栋教工住宅楼。

为做好西校园中1、中2栋教工住宅楼拆迁工作，校
领导多次召集后勤管理处、规划基建处、保卫处、督查办
等相关部门专题研究部署西校园中1、中2栋教工住宅楼
拆迁事宜，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细致做好住户搬迁安置思
想工作，务必按时平稳完成各项搬迁安置拆除工作。经
过精心、细致、持续、有效的前期工作，西校园中1栋教工
住宅楼的所有住户按时顺利完成了搬迁安置。在住户搬
迁后，学校于10月10日上午按照计划拆除西校园中1栋
教工住宅楼，其他拆迁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副校长钱健、校长助理刘向、保卫处、后勤管理处、规
划基建处、社区办等部门负责人和西乡塘街道办负责人
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现场拆除工作。

（伍世孟 /文 黄南/图）

推进老旧建筑改造 我校拆除西校园中1栋教工住宅楼

我校举办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题报告会

本报讯 10 月 10 日，历时 9
天的 2018 年广西大学教职工“快
乐杯”气排球比赛在西校园体育馆
落幕。31 个分工会分别组织了
男、女队共58支队伍，约600人参
赛。

比赛经过118场的激烈角逐，
最终获得男子前八名的分工会分

别是：资产公司、党群、机关、资源
环境与材料学院、行健文理学院、
后勤管理处、继续教育学院、机械
学院。获得女子前八名的分工会
分别是：电气工程学院、林学院、体
育学院、后勤管理处、行健文理学
院、机关、党群、化学化工学院。

（邓春阳/文图）

本报讯 10 月 13 日,为
加强百色地区校友的沟通和
交流，化学化工学院百色校
友分会成立，百色地区近 30
位校友以及学院各地校友分会代表参加成立座谈会。

会上，宣读了学校关于对成立百色校友分会的批复，表决通
过了《广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百色校友分会章程》及第一届理事
会成员名单。

学院党委书记周立亚代表学校向百色校友会授旗，向校友

们介绍了学院的
基本情况及对未
来工作的展望，并
诚挚邀请全国各

地的校友和关心、支持学院发展的各界人士在90周年校庆日相
聚广西大学，共庆学校90华诞。百色分会会长刘北对母校的培
养和关心表示感谢，表示将带领校友分会全体成员全力服务校

友，为母校增光添彩。 (李丽敏)

广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百色校友会成立

本报讯 10 月 9 日，第 16 届中国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秋季赛）创
意大讲堂南宁站活动在新闻传播学院
融媒体中心开讲。师生代表200余人
参加。

会上，广告人文化集团总裁助理
张书元向新闻传播学院颁发“年度广
告教育推动奖”。广告人文化集团学
院奖组委会讲解学院奖秋季赛的安

排，从学院奖的历史、奖金、规模以及
新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命题
企业嘉宾为同学们详细解析了各自企
业设置的命题。创意大师杨海标现场
剖析广告的概念，帮助同学们理解不
同品牌的广告创意，让同学们对于广

告品牌有了新的认知。 （张薇）

第16届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
学院奖创意大讲堂在我校开讲

踏破高山上珠峰：50岁的诗与远方
——记我校登顶珠峰校友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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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体力和意志力达到极限，望着近在咫尺的峰
顶，他艰难地撑起趴在冰雪上的身体，跌倒、撑
起，再跌倒、再撑起，一点、一点挪动着几乎麻木
的手脚，“珠峰，等着我！”他咬紧牙关，用尽最后
一点力气，终于攀上了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
紧接着，他挣扎着在寒风中和队友一起展开了国旗
和母校的横幅......2016年5月20日清晨，以52岁的年
纪，历尽千难万险，刘政这位“半路出家”的攀登
者成功登顶珠峰，并创下目前广西登山的两项新纪
录——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广西男子，广西登顶珠峰
最年长的人。

刘政，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我校文学院1984
级校友。已成功登顶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南美洲
最高峰阿空加瓜峰、北美洲最高峰德纳里峰等5000
米以上高峰20多座。他还热爱公益，多次随中国国
家地理团队深入藏东南、318国道、阿尔金山等地进
行科考。

50岁始登山的人生拐点
起初，还在做行政工作的刘政，常常徒步一些

小山岭，在春花秋月里赏景和摄影。2004年，他偶
然登顶四姑娘山的二峰和三峰，在宏大瑰丽的高山
美景感召下，便想到雪山去看看。而2012年登顶海
拔5430米半脊峰的第一次超越，却彻底改变了他的
人生轨迹。

作为菜鸟级登山者，他对未知的艰难毫不畏
惧。那年5月，他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一座高峰——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半脊峰。那天，
攀爬在山路上的刘政虽然感到很吃力，但环顾四
方，雪峰、松林、瀑布、山花，半脊峰的美已徐徐
打开，他心中依然是欢喜的，举着相机不断地按动
快门。虽然半脊峰不算高，但面对复杂的冰川地貌
和险峻的雪坡崖壁没有哪位攀登者能够淡然，随后
刘政便开始产生头痛等高山反应。而此后是更崎岖
的冰雪路，衣服反复被汗水湿透又风干，脚底磨起
的水泡破了和袜子粘连在一起，已顾不上疼痛，做
简单处理后继续上行，在跌跌撞撞、走走停停中他
和队友终于登上海拔 4000 多米的 C1 营地。夜宿高
山，刘政的高反开始变得强烈，头痛、呕吐，并且
严重失眠，刚刚依靠安眠药勉强入睡，又被一阵紧
似一阵的风雪声惊醒，密集的雪粒强劲地撞击着帐
篷，寒冷一阵阵袭向这位生活在南方的汉子，刘政
开始有点撑不住。

但，山还是要登，伴着夜色，刘政坚持着和队
友向第二高地C2营地攀登。这段路更加陡峭艰险，
一个雪坡连着一个雪坡，刘政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
大口呼吸，一边吃力攀登还要小心翼翼地兼顾脚下
以免摔下去。而那时他感觉体力严重下降，又恰逢
正在下撤的几位登山者因天气不好、体力不支而返
回，致使刘政产生了畏难情绪，对自己的攀登产生
了动摇。而恰逢悬在半山腰，进也不是、退也不
是，刘政也只能艰难地坚持着。最后，当他终于站
在海拔5430米的半脊峰峰顶，顾不上疲劳和全身的
疼痛，他环顾四周，阳光、岩石、冰川、积雪呈现
给他的是未曾有过的震撼，他顿觉又有了些许精
神，“努力，方知潜力！”他庆幸自己没有半途放弃。

就是这一次艰难的超越，让刘政深悟到，攀登
不仅可以领略大自然的壮美，也是自己体力意志力
和大自然的一场竞争，更是自己心路的攀登。他决
心选择新的人生：做一个攀登者。那年他已接近50
岁。

登顶珠峰的心路修行
“每一次失败，我都想，这是最后一次，再也不

来了。可是，又来了。”“我终于知道在我的生命
中，注定要在雪线上完成更高的跨越！”。2016年之
前，刘政已经攀登了三次珠峰，皆因各种原因而搁
浅，但他不服输。2016年初，他开始筹划第四次登
顶，并参加了更加严酷的登山集训，队友几乎都比
他年轻，但他没有落后于他们，而且还不断给自己
加训，如每天4个小时的强化跑步训练，从未间断。

3月，刘政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攀登珠峰行
动的唯一广西队员，再次向珠峰发起挑战。

他们依然沿着传统登山路线从珠峰北坡攀登，

穿越嶙峋的峭壁，一路手脚并用，终于到达了第一
个营地。那是珠峰北坳冰壁下长达一公里的狭长地
带，海拔在6400-6500米之间，因为高反强烈，击倒
不少的攀登者而被称作“魔鬼营地”。刘政强忍着剧
烈的高反，强迫自己拼命吃东西补充能量，吃了
吐，吐了再吃。他知道更难的还在后面。

接下来的攀登，刘政一直都在与死神惨烈地搏
斗，他们攀登的北坳大冰壁，坡度在 45-90 度之
间。 越往上走，冰壁越陡，几乎是走两步就要下滑
一步。心脏跳得更快，发出“砰、砰”的声音。
刘政异常艰难地挪动着，仿佛珠峰的艰险没有尽
头，仿佛已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他很累很困，却
不敢长时间休息停留，因为他不仅担心拖了整个队
伍的后腿，更重要的是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经验，
正如队长所说，如果停下来，可能就再也站起不来
了。而此时头顶的天开始变得明亮，他看见左边不
远处是望不见底的深沟和悬崖绝壁，右边是嶙峋峥
嵘的岩壁，唯一向上的是沿着石壁的一条细长的陡
坡。他尽力克制自己不看左边的绝壁，身体尽量往
右边岩壁靠，紧紧抓着路绳沿着狭窄的雪路攀爬向
上。风很大很冷，雪粒依然无情地打在身上，手套
上也结满了冰，路绳变得像钢丝一样坚硬，向上推
动上升器的时候，因摩擦而发出“咯嚓”的恐怖
声。而悬崖在阳光下也散射出令人寒颤的光。继续
攀登体能消耗极快，又由于长距离使用上升器和换
手攀登，先是腿部乏力，后是双手发软。随着海拔
的升高，他感觉山在随风移动，人像在长空里飘
荡，再瞥一眼左边那阴森森的无底深渊，他的恐惧
达到了极点。而突然间，他看到一位遇难登山者的
遗物，他的眼泪顿时奔涌而出，“要么活着上去，要
么长眠于此”“朋友，我一定完成你未完成的，放心
吧！”决心和勇气刹那间又回来了。

坚持、坚持，他终于完成最后一个难度较高的
攀登点，抓着路绳，借着石头间的缝隙，他匍匐上
行..... 当他终于登上峰顶，那里没有喧哗，只有风和
内心的呼应！他抓了一把白雪放入口中，雪水瞬间
融入他的身体，他感觉他和珠峰已经融为一体。“一
览众山小”的豪迈一下子充斥全身，他对自己，也
默默对遇难者说：我们赢了！

历时50多天，他都攀登在险峻的山路，不仅与
最低零下50摄氏度的气温抗衡，更经历着体能、意
志的极限挑战。“在世界之巅，你会想什么？那就是
我们应该敬畏生命，珍爱生命。”“攀登，更是心的
修行！”

践行公益的灵魂攀升
在探访高山，一次次超越自己期间，刘政也在

不断践行公益， 而感悟最深的是2018年志愿参加周
大福特别企划“感受生命的维度——HI，雪豹”保
育科考公益项目活动。那天清晨，刘政和队友翻越
了海拔4712米的卡拉山垭口，终于在天黑之前抵达
活动目的地——澜沧江边的雪豹野外观察地。这次
活动，使从未接触过雪豹的刘政与雪豹结下了不解
之缘。每当发现雪豹留下的痕迹，看到它在红外线
摄像机中的影像，刘政就像见到久违的朋友，满是
快乐。他对大自然有了新的认识，物种相辅相存于
一个地球家园，保护好现有物种，保护好濒危物
种，实际上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而在探寻雪豹的同
时，他们还寻访了澜沧江源头，对青藏高原脆弱的
自然生态环境有了新的了解，在青藏高原上，高树
山花环绕身旁，蓝天白云仿佛触手可及，而飞驰远
遁的岩羊、黄羊、野狼、藏野驴及各种猛禽，呈现
了青藏高原丰富多彩的生态。他知道，保护好自然
生态的理念和行动会深深嵌入他未来的人生。

刘政，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重新界定人生的果
敢在顽强攀登中实现了50岁人生的一次次超越，以
超凡的毅力在艰难的山路上书写了“有志者，事竟
成”的壮丽人生诗篇。

现在的他，又确定了极限运动的更高目标。山
有高度，人生永无止境。他说，攀登就是自己的

“诗与远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