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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 12
月 18日上午 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遥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组织全校
3200 余名师生集体收看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直播遥 学校在行政楼
406会议室举行专题学习会袁 全体
党委委员出席遥 党委书记李江主持
学习会遥
会上袁 党委委员纷纷就观看实

况感受袁结合实际工作袁阐述了学习
感言遥
党委书记李江指出袁 改革开放

四十年袁 教育既是改革开放的先行
者袁又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袁更是改
革开放的助力者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袁 沐浴改
革的春风袁见证改革的成就遥站在新
时代新起点袁 学校必将实现更快更
好地发展遥他又强调袁一是学校要志
存高远袁 始终以服务国家和区域发
展需求为己任袁 主动把学校发展纳
入到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战略以及大格局之中曰 二是学校要
具备世界眼光对标国际一流袁 要具
备开放包容的心态, 以世界的眼光
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曰 三是要咬住
目标不放松袁不断改革创新袁绘就新
时代发展蓝图遥 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
命袁砥砺前行袁为早日建成国内一流
的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
学而努力奋斗浴

李江书记要求袁 各单位要迅速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讲话的热

潮袁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与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结合起
来袁切实增强责任感尧使命感袁努力
开创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遥

当天袁 学校还举行了 野时代印
记要要要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大事典
型案例冶的颁奖仪式遥自 2018年 10
月征集以来袁经学校组织评审研讨袁
最终确定了 26个典型案例遥通过典
型案例的征集和发布袁 使得全校师
生从工程大的缩影中袁 回顾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历史瞬间袁 也感受到了
人民日益美好的生活尧工作条件遥

会上袁人事处处长刘福窑就叶聚
力人才强校战略推进现代化工程应
用型特色大学建设曳 分享了典型案
例袁材料工程学院何建萍教授以叶我

与改革开放同行曳为题袁结合自身成
长经历谈了体会遥

四十年筚路蓝缕袁 铸就一段发
展传奇曰四十年韶光如梦袁谱写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遥沐浴着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春风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也
一路风雨兼程袁 站在新的历史舞台

上袁全校师生将会更加艰苦奋斗袁坚
持不忘初心袁 聚精会神建设具有学
士尧硕士尧博士完整学位体系的特色
大学遥

上午袁 各学院积极组织师生收
看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直播遥

渊陈文琼冤

党委专题学习会收看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实况

为深入了解我校办学实际和发
展情况袁 加强对二级学院的科学指
导袁12月 14日至 17日袁 中国工程
院朱高峰院士及其工作团队先后对
管理学院尧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和
外国语学院进行了调研袁 校党委副
书记尧 校长夏建国及学院领导班子
出席并参加了调研座谈会遥

14日上午袁朱院士团队到管理

学院调研遥 院党委书记周洁对朱院
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袁 期望朱院
士能够为学院发展把脉遥 胡斌院长
从学院的历史沿革尧 教职工和学生
情况尧课题研究尧专业建设等几个方
面对学院进行了介绍遥 在了解学院
的基本情况后袁 朱高峰院士就学院
的野政产研学用五位一体冶的人才培
养模式尧生源情况尧学生对专业的认

知程度尧课程选择和学习尧实习情况
等问题与学院领导进行了全面的交
流和讨论遥朱院士建议袁学院领导层
和教师要转变观念袁 鼓励学生积极
利用小企业的资源寻找发展机会曰
要重点思考如何将工程管理专业与
学校特色发展相结合遥

14日下午袁朱院士团队前往机
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袁 与学院领导班
子进行座谈遥 方宇院长从学院发展
历史尧师资队伍尧专业设置尧学科科
研情况尧 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学院情
况进行了介绍遥在此基础上袁朱院士
就生源情况尧学习满意度尧毕业要求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袁 并就学院
的教学改革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遥 朱
院士指出袁 要辩证看待学院专业发

展中遇到的问题袁 把握教育发展和
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方向袁 对于新事
物尧新概念要加以辨别和思考遥

12月 17日上午袁 外国语学院
王刚院长从基本情况尧教学尧研究尧
学生等几个方面向朱院士做了介
绍袁 并提出学院在未来发展方面的
困惑遥 朱高峰院士在了解学院基本
情况后袁 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翻译
的挑战及其应对尧 英语人才培养的
目标和毕业要求尧 中外翻译误区等
问题和与会教师进行了深入讨论遥
朱院士建议袁作为工程院校袁应该注
重通用的工程类英语课程建设袁加
强与学校其它学院的专业交流袁以
推动专业的内涵发展遥

在座谈中袁 校党委副书记尧校

长夏建国指出袁朱高峰院士将加入
我校袁 对学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
期待朱院士能够持续地为学校发
展助力遥 同时袁夏校长也对学院发
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袁希望学院根据
朱院士的建议袁在课程衔接尧教师
和学生的国际化水平提升尧学院科
研方向聚焦尧人才培养如何应对社
会变革等方面做进一步思考袁并形
成建设方案遥

系列调研活动的有效和深入开
展袁 一方面为专家把脉学校发展提
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袁 另一方面也
为各个学院进一步系统梳理当前面
临的问题和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具
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遥

渊王秀秀 赵军冤

中国工程院朱高峰院士一行
来校调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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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园变迁看改革开放四十年
1978年袁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尧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院相继成立遥 交大机电

分校校址在遵义路袁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院校址在新村路遥 1986 年 随
着两校合并成立
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袁 学校本部迁
至仙霞路遥 长宁
校区 渊仙霞路校
区冤启用后袁基础
设施和办学条件
有了明显改善袁
实验室相继落
成袁 学校面貌发
生了较大变化遥

2003年 3月 2日松江校
区开始动工袁2005年 10月全
面建成遥 松江校区占地面积
约 1170亩袁整个校园基本建
设一次规划袁 分期分阶段实
施遥 新校区秉承野现代化尧信
息化尧人文化尧园林化冶的规
划理念袁 成为一所功能区域
划分合理尧建筑布局有序尧交
通组织便捷尧风格特色鲜明袁
适宜教学尧科研尧国际交流和
生活的一流校园遥

野航空飞行实验
实训基地冶 项目是学
校野十二五冶时期野现
代民航工程及管理冶
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
要项目遥 在前期建设
的基础上袁 进一步聚
焦上海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需求袁 对接国
家和上海民用航空产
业需求袁通过野航空飞
行实验实训基地冶建
设袁 为上海乃至全国
的现代民用航空运输
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和人才支持遥 总建筑面积 18000平方米的野航空飞行实验实训基地冶项目袁2014年 3月
26日正式开工袁通过学校与参建单位团结协作尧共同努力尧精心计划尧精心组织尧精心管
理尧精心施工袁历经一年零三个月的建设袁终于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遥

同时为适应教育部关于野十
二五冶期间高校坚持野稳定规模尧
优化结构尧提高质量尧办出特色冶
的建设规划要求袁以及上海高校
野十二五冶 期间的基本建设要坚
持为推进高等教育开放尧 特色尧
卓越发展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
服务能力提供基础和保证的原
则袁根据学校野十二五冶校园建设
规划袁学校启动实施了野松江校
区二期工程冶遥 野松江校区二期工
程冶 建设内容包含 4大部分袁即
野现代交通工程中心及附属建
筑冶尧野第二图文信息中心 渊档案
馆冤冶尧野第二食堂及后勤综合楼冶
和 野研究生公寓冶袁野松江校区二
期工程冶2016年 12月 30日正式
打桩开工袁 总建设面积 10.53万
平方米袁该项目被列为上海市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遥



我在企业工作 8年尧 在研究
所工作 2年后袁1998年入职工程
大袁如今已有 20年教龄遥 在汽车
工程学院多位老师的指导和帮
助袁 我很快完成了由工程师到讲
师的角色转换袁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遥

还记得刚来学校时进行教学
改革院学校要将 UG融入本科生的
教学计划中袁我们每晚挑灯夜战袁
桌子上 5尧6 本中外文参考书袁撰
写教学大纲及课件袁 领衔的团队
在 2004年获得学校教学成果一
等奖袁2008年获得学校教学成果
二等奖遥2017年团队的野校企协同
培养卓越车辆工程人才的探索与
实践冶获得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袁
上海市教委教学成果二等奖遥

作为一名拥有 10 年企业工
作经验的双师型高校教师袁从教
20年来袁我一直坚持以本科教育
为主袁每学期为本科生讲授课程

两门以上袁 指导毕业设计 6-12
名遥 指导同学的论文多次获学校
毕业论文奖遥 每学期为研究生讲
授两门课程袁 指导在校研究生 9
名遥2015年面向全校工程机械专
业学生开设了创新实践公共选
修课 叶产品创新设计与制造曳袁
2017年 3月撰写的叶产品创新设
计与制造教程曳一书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袁被列为首批高等院
校机械类专业野互联网+冶创新规
划教材遥
我一直在思考院 如何发挥自

己双师型教师的特长袁 培养工程
应用型人才遥 2007年暑假袁在学
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袁 在人事处
的精心组织下袁 我冒着酷暑开展
了为期两周的 NX CAD 暑期教
师培训遥培训期间天气炎热袁但各
位老师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袁
教的认真教尧学的努力学袁较好地
完成了这次培训任务遥 通过此次
培训达成了校企合作院2007 年 9
月西门子集团 UGS PLM Soft鄄
ware公司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捐赠 NX5软件 200套袁学校成为
UGS APP会员单位遥 目前袁UGS
APP计划已经在全球近百所著名
院校进行了实施袁清华大学尧上海
交通大学尧同济大学尧湖南大学尧
华中科技大学尧 西北工业大学和
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 20余所大
专院校都与 APP计划有合作遥
感谢学校 20年来的培养和

教育袁 感恩学校为我提供施展才
华的舞台袁感谢我的同事和学生遥

揖执教二十年铱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副教授赵波

发挥双师型教师特长
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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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袁也
恰逢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 40岁
生日袁 工程大在这 40年中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在人才培养尧专
业建设尧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上
了一个崭新的台阶袁不仅构筑了全
口径的工程创新能力提升平台袁实
行了全程导师制袁还创设了野1学
年 3学期 5学段冶 的学程体系曰产
学合作教育始终处于国内领跑地
位袁并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曰人才
培养质量提升袁产学研协同育人深
入袁高水平人才队伍扩大遥

我 2008年来到工程大袁 这十年我
和工程大尧和化学化工学院共同成
长遥 教学上袁我主要承担学院化学
专业基础课叶物理化学曳及相关实
验课程的教学任务袁我喜欢这份职
业袁尤其是站在三尺讲台上袁当自
己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们的时
候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遥十年中袁我
认真地对待每一堂课袁收获了诸多
幸福袁2012 年我被评为校级青年
教学明星遥我平均每年指导一到两
名研究生袁每年平均发表二到三篇
sci论文袁2012年获校高水平论文

奖遥2009年我担任导师的 0411081
班级获得年度校优秀班集体遥在教
育学生的过程中袁 我们的政治定
力尧理论功力尧业务能力与人格魅
力袁都是他们的榜样袁我们的一言
一行尧对待工作的态度尧处理事物
的能力及方法袁时时刻刻都在影响
着他们袁我们是他们健康成长道路
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遥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光掠过她们的讲台
编者按院巾帼心向党袁建功促转型遥 在校工会主办的女教师创新发展论坛上袁四位分别从教十年尧二十年尧三十年和四十年的女教师深情讲述袁她们甘守三尺

讲台袁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袁经历着各自的精彩遥

悠悠岁月袁历史有痕遥 我与工
程大袁四十年风雨同舟袁坚持的信
念袁让我一直延续激情遥

1978年袁 我怀揣着心中的大
学梦袁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
校电子电气工程系的计算机专业
学习遥 1983年 2月袁作为首届学生
从母校毕业袁进而留校任教袁开启
了我人生的下一个重要里程要要要
我要当一名老师遥从学生到老师的
转变是需要进一步学习的袁学校及
时送我们去参加 野如何当教师冶的
培训遥 回学校后袁我先后担任了团
总支书记尧辅导员尧班主任袁然后成

为计算机教研室的一名教师遥
得益于学校的快速发展袁我

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袁学
校将我送到上海交通大学进修袁
让我离自己的信念更近了一
步要要要我要当一名合格的老师遥
同时袁 学校又送我到学校与日本

公司合作的研究所进行全日制的
研究开发工作遥 这些经历袁对我最
初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起到了很
大的帮助遥 经过几年的工作袁我深
深地感到袁要做一名好的老师袁还
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遥 通
过一系列的考核袁 我得到赴美国
劳伦斯理工大学读书的机会袁我
获得了硕士学位袁 并以优异的成
绩得到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遥

我热爱我的教学工作袁 我热
爱我的学生遥 在近 36年的教学生
涯中袁我主讲了 10门计算机专业
的基础课和核心课,其袁指导了 30
多届学生的毕业设计遥 近几年袁完
成 1项上海市高校本科重点教学
改革项目袁 完成多项校级教学建
设项目袁出版教材 2本袁指导学生

完成多项国家级尧 市级和校级大
学生创新活动遥 在科研方面袁我热
爱我的计算机专业袁我享受编程遥
近几年袁 主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渊863计划冤的子项目 1项曰
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
项曰 主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
目 1项袁 主持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科研计划项目 1项遥 主持多
项与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遥 近几
年在国内外刊物上被 SCI尧EI尧
ISTP收录的文章共 9 篇遥
回顾自己的四十年袁 信念让

我一直延续激情袁 激情绽放在我
的学习与生活之中遥 无论何时何
地袁我与学校的成长紧密相连曰无
论何时何地袁 我以为之奋斗的工
程大为荣遥

1988年 6月袁 我从西安交通
大学硕士毕业进入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成为一名高校教师袁 这一年
也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袁 也是
改革开放十周年和建校十周年遥
在今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建校
40周年之际袁 是我进入工程大从
事教学科研工作整整 30年日子遥

记得刚进校上第一门课时袁
有的学生年龄比我还要大袁课堂秩
序很难维持袁我被学生气哭曰第一
次做班主任带学生去崇明进行学
农劳动袁住在四面透风的临时搭建
房里瑟瑟发抖曰研究第一台高频微
束等离子弧焊机时袁老教师手把手
教我如何使用大功率电烙铁噎噎
所有这些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遥

这 30 年在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一路走来袁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
气候下袁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袁始
终工作在教学尧 科研的第一线遥
1996 年完成的第一个科研项目
野高频脉冲微束等离子弧焊机的研
制冶袁 设备经过了三代更新袁2008
年该设备完成了全面数字化设计遥
2001年袁 到上海交通大学读博士
学位袁成为学院最早的具有博士学
位的教师之一遥 2002年袁成功开设
了叶控制理论基础曳双语教学课程袁
成为了学校第一次进行专业课程
双语教学的老师袁目前该课程已成
为全英语教学的精品课程遥 2007
年袁作为项目主持人成功获批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渊面上冤项目袁成为
我校第一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渊面上冤项目的老师之一袁迄今为
止袁共获得了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渊面上冤项目袁是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渊面上冤

项目较多的老师之一袁也是学校获
得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项目较多
的老师之一遥

近年来袁 参加国外重要国际
会议和学术交流 10余次袁累计国
外学术报告近 20个遥 作为高级研
究学者袁2012年由学校派往国外
进行上海市教育系统的国外高级
研究访问袁 进行了用长枪实现了
旋转碰撞冲击连接技术的研究袁
并提出了美国国际合作发明专利
申请袁 在多次的海外国际论坛和
国际学术会议中其研究成果得到
了很大的国际反响袁 本人也获得
了美国焊接学会 Auburn-Opelika
地区特殊贡献奖遥

30年的经历太多太多袁 从青
年经过了中年袁即将步入老年袁生
命虽有限袁 进取却无限遥 挑战自
己袁突破自我袁一直激励着自己前
行遥

揖执教四十年铱

工程实训中心副主任余粟

坚持的信念让我一直延续激情

揖执教三十年铱

材料工程学院教授何建萍

我与改革开放同行

揖执教十年铱

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郑文锐

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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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代 印 记
要要要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典型案例

编者按院创办于 1978年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袁与改革开
放同龄袁应上海现代化建设之需而立袁随上海城市发展进程
而长遥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袁学校开展了叶时代印记要要要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典
型案例曳征集活动袁最后精选出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袁这些
案例不但是学校 40 年发展历程的缩影袁而且清晰再现了 40
年来袁 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袁 一代代工程大人砥砺奋
进袁锐意创新袁谱写着中国高等工程教育领域里壮丽的野工
程大冶篇章遥

1. 1978年袁学校前身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尧华东纺织
工学院分院成立袁1985年两校合并成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袁江
泽民同志为工程大题词并出席成立大会遥

选送部门院档案馆尧宣传部

2. 2006年学校成为中国第一家产学合作教育示范单位袁
当年入选野中国高校要要要大型企业合作人才培养十大案例冶遥
选送部门院学生处

3. 2010年被教育部列为 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冶首
批试点高校袁学校有 8个专业尧10个专业方向被列为野卓越教
育冶试点遥
选送部门院教务处

4. 2017年被确定为全国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牵头单位袁
作为全国地方高校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牵头联系单位袁 积极探
索地方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新模式遥
选送部门院高教所

5. 2018年 5月召开的第三次党代会袁确立了建设野国内
一流的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冶的发展目标遥

选送部门院党办

6. 野十二五冶期间袁凝练并升级了野协同育人尧协同办学尧协
同创新冶的野三协同冶办学模式袁进一步彰显了学校的办学特色遥

选送部门院校办

7. 2016年发布的野十三五冶规划袁确定学校发展的野三大
战略冶袁即野人才强校战略尧特色发展战略尧国际化发展战略冶遥

选送部门院规划处尧人事处尧科研处尧国交处

8. 2005年 10月松江校区全面建成袁占地面积约 1170亩遥
2016年袁野松江校区二期工程冶动工袁建设规模 10.53万平方米遥

选送部门院基建处

9. 2015年至 2017年高峰学科取得阶段性成效袁野材料科
学与工程冶获批上海市芋类高峰学科袁野设计学冶和野材料科学
与工程冶先后获批上海市郁类高峰学科曰2012年建立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袁2013年建立激光先进制造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袁目前两家上海市级协同创新中心通过验收遥

选送部门院科研处

10. 研究生培养实现跨越式发展袁截至 2018年 9月袁有 9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曰3个专业学位硕士点袁1个国际化博士学
位培养基地遥 在校研究生总数达到 3177名遥

选送部门院研究生处

11. 确定野勤奋尧求是尧创
新尧奉献冶为校训袁野勤业惟诚袁
厚学致用冶为价值取向遥
选送部门院校办尧宣传部

12. 2015年叶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章程曳通过市教委核准
并向社会公布袁标志着学校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入野有法可
依冶的新阶段遥

选送部门院规划处

13. 校企共建行业学院袁1990年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共
同成立汽车学院曰 与上海航空合作 1993 年成立航空学院袁
2007年成立飞行学院曰2005年与原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共
同成立城市轨道交通学院遥
选送部门院校办

14. 2017年启动的野交通中国冶精品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
政建设袁学校制定了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野课程思政冶教学专项
申报指南曳袁确立项目建设标准袁精心打造以全体校领导承担
教学任务的野交通中国冶大型公共选修课袁创建具有工程大特
色的精品思政品牌课程遥
选送部门院党办尧宣传部尧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信息化建设实现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袁 近 10年校园
网出口带宽逐年增加袁2018年出口总带宽达 4G曰 基本实现校
园无线网络全覆盖遥
选送部门院信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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