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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本报通讯员 李冠琳 范丽娜

想去食堂饱餐一顿，将菜品托

盘放置在智能结算台上，即可实现

“看脸吃饭、三秒结算”；想去图书馆

自习，打开图书馆座位预约系统即

可查询座位资源；疫情期间进出校

门，一秒即可“刷脸”实现；打开“爱

城院”App，活动开展、讲座情况、自

习座位空余等信息一键掌握……这

便是浙大城市学院师生的智慧校园

生活。

自去年提出打造“数字治理第一

校”后，浙大城院利用拥有杭州城市

大脑研究院的优势，将“校园大脑”的

中枢并入杭州城市大脑中枢，并设计

了近40个校园数字治理应用场景。

如今，这些场景正在一一实现。

“软硬”兼施，从“小切口”做“大
文章”

请假难，信息流通慢，办事流程

烦琐……这些都是浙大城院“解决师

生关切的十件实事”项目大数据收集

到的师生校园生活痛点。为进一步

落实智慧校园，学校从问题入手，秉

持“最多跑一次”的理念，通过校务服

务网一期建设，已完成53个事项上

线，并实现网上办事大厅、统一通讯

平台、移动端钉钉应用等功能，“爱城

院”App就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这款App是专为学校师

生设计的校园生活学习一体化平台，

目前已经汇集了59个应用场景或功

能，包含校园资讯推送、在线缴费、学

生请假、素质申报、失物招领等多项功

能。“把所有信息集中在一个平台，一

个App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师生表

达了对未来“爱城院”App的期许。

“以前的讲座信息都在各个平

台分散推送，很容易错过自己想参

加的活动，现在有了‘爱城院’App，

打开手机就能随时预约讲座，还有

上课签到、健康打卡之类的功能，丰

富又实用。”电子信息工程1902班

学生张梓浩表示，自从“爱城院”

App上新后，校园生活“肉眼可见”

地方便了很多。

实际上，“爱城院”App在2021

级新生报到中也“大展身手”。将

迎新系统融合其中，3000余名新生

可以在报到前加入平台，并在网上

完成预报到，大大简化了后续现场

报到的流程。此外，寒暑假离校返

乡时，近千名学生在手机端预约了

数字公交，3300多名学生在线预约

了核酸检测，不用填写烦琐的个人

信息，只需核对系统提供的信息即

可，强劲的后台数据协同，让大家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数字校园的

独特魅力。

“万兆上联，千兆到桌面”，学校

在重点区域完成万兆网络建设，有效

支撑慕课等优质在线课程资源和新

型教育教学模式；构建校园 IPv4、

IPv6双栈网络，初步完成学校下一

代网络 IPv6 的建设与部署；新建

WebVPN，方便师生在校外访问校

园网络；牵头电信、移动、联通网络运

营商，对学生公寓有线网络进行扩容

改造，改善公寓网络学习环境……除

了优化数字校园“软环境”，浙大城院

也同步推进数智治理硬条件，初步构

建了支撑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信息

化环境。

高科技暖人心，智慧课堂换新颜
“以前在教室上课时需要把窗帘

拉得严严实实才能看清幕布上的内

容，现在的智慧教室里装了98寸护

眼大屏，屏幕色彩和亮度都有了质的

提升，窗帘也是一键开关，学生上课

有了更智慧的环境。”信息与教育技

术中心陈老师表示。事实上，智慧教

室的升级亮点远不止如此。

大至纳米一体互联黑板、物联网

控制电动窗帘，小到可升降讲台、可

移动插座，高科技赋能的智慧教室受

到广大师生的一众好评。自2020年

起，浙大城院就开始了智慧教室改造

升级工程，目前已经建成智慧教室

46间，并根据不同教师的上课需求，

在课桌椅摆放、黑板系统等方面对不

同风格的智慧教室进行多样化的改

造尝试。

此外，学校还在125间公共教室

新部署了与“学在城院”平台相结合

的智能直录播系统，通过先进的流媒

体及自动化控制技术，自动实时将教

师教学讲解、手写板书、教师讲课的

屏幕画面、多媒体课件、学生问答等

视频记录成标准流媒体文件，实现同

步语言翻译和自动文本生成，形成单

画面电影模式或多画面资源模式，自

动上传到服务器，分类生成网络教学

课件，同步实现网络视频直播、远程

互动教学功能，成为网上可实时直

播、点播的学习资源，全真再现课堂

教学的全过程。

不论是智慧教室还是智能直录

播系统，都与“学在城院”平台息息相

关。“学在城院”是新学期刚刚正式投

入运行的教学平台，依托借鉴浙江大

学的技术力量和经验，围绕“课前”

“课中”“课后”整个教学闭环，将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融合，

实现“教、学、评、管”一体化。

联通了选课信息，自动建立班

级群，上课手机就能签到，课程信息

一键直达……“学在城院”平台以学

生为中心，打造线上“教”与“学”空

间，打通智慧教室、教学平台和学习

资源。

城市大脑到“校园大脑”，解好
“数智治理”方程式

“刷脸”进校——这看似简单的操

作，实则蕴含着“校园大脑”与城市大

脑的一拍即合，这是因为学校道匝系

统通过中枢实时调取了杭州城市大脑

的个人健康码信息进行验证。不仅如

此，浙大城院还在此基础上与浙江省

教育厅高校数据共享平台同步师生疫

苗接种信息，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升级

金码，解锁数字治理新技能。

目前，学校已经完成了杭州城市

大脑校园中枢节点部署并启动百日

攻坚场景建设，成为首家实现与城市

大脑互联互通的高校。“校园大脑”运

用杭州城市大脑的理念和技术，借鉴

杭州城市大脑丰富的数据资源提升

校园整体智治能力和水平，为探索城

市大脑对高校治理有效赋能提供无

限可能。

此外，浙大城院还积极建设智能

化校园数据协同平台，打造学生培

养、第二课堂、文字资源、师资队伍、科

学研究、一卡通6个数字驾驶舱版面，

用可视化集成大数据推动学校治理

的系统化重构，建成支持学生发展、

教师成长、教学质量保障、学科发展、

社会服务全方位的数据协同平台。

未来，浙大城院将围绕构建高校数

字化改革“1+5+2”工作体系，加快“校

园大脑”二期场景建设，积极推进“一张

表”、数字驾驶舱、OBE课程评价、跨校

知识共享平台等场景的建设，通过数字

化改革提高整体智治水平，不断提升师

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感。

□本报通讯员 苏均天

最近，一笔笔“飞来”的桌面五

轴机床订单，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先

进制造中心迎来了“开门红”。据

悉，这是该中心第一个正式被批准

的商业化项目，其背后的历程凸显

了宁诺对“科研落地、教研相长”的

重视和决心。

“偷懒”萌生的设计图
五轴机床是精密度高且专门用

于加工复杂曲面的机床，对国家的

航空、航天、军工、精密器械、高端模

具、高精医疗设备等行业发展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宁诺先进智能制造研究团队

的学科带头人李灏楠博士带领团

队自主研发的桌面五轴机床是一

款创新型产品，它一改传统机床笨

重、不易移动且费用昂贵等缺点，

外形轻巧、可便携，体积缩小至原

来的1/40，受到国内众多高校科研

院所的青睐。

有着如此创新魅力的产品是如

何“诞生”的？李灏楠笑着打趣道：

“为了偷懒！”以前，团队做实验在二

楼，而实际操作传统机床放置在一

楼，所以每次做科研他们就得上上

下下爬楼梯，可如此大的机床又挪

不到二楼，于是李灏楠便萌生了设

计轻便式机床的想法，而这与学校

曾提议的先进制造中心需设计个性

化设备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李

灏楠带领团队花费了一年多的时

间，在不停试错中，验证了桌面五轴

机床的可行性，使得第一代桌面机

床成功“出世”。

此后，团队不断地根据市场反

馈对功能进行添加和删减，并考虑

到批量生产的需求，对设备进行迭

代升级。今年年底，桌面机床将产

生第三代产品，中心已经接到了不

少预订订单。

以研促教的探索性教学
目前，有着国际学术背景的先进

制造中心，是宁诺在制造工艺基础研

究、高端装备研发应用、高层次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的

重要基地之一。中心已培养博士、硕

士研究生47名，与国内哈尔滨工业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等多家高校都有着紧密的科研合作。

而对于李灏楠而言，作为一名

教师，最让他欣慰的是这几年科研

教研相辅相成的成果。“以前上课

时，即便借用很多视频和图片来解

析理论知识，学生们还是很难具体

理解，而如今借用科研教学，他们

就会用已学的知识去探索，实际操

作之后，发现问题，再有目的地去

学习，这或许是科研带给教学最大

的内驱力。”李灏楠说。

航空系大三学生杨皓中在这

个暑假也有深刻的领悟：“理解抽

象的理论知识是一堂课的关键，如

果单凭想象是远远不够的，而科研

实践给予了我们很多沉浸式的体

验，大大提升了我们的能力。”

当然，李灏楠坦言，高校科研项

目落地产业化，科研教研相融合教

学，这些问题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

探索，希望能让更多的高校科研工

作者增加科技成果转化的信心，获

得教学实践的有力支点。

科研落地！宁波诺丁汉大学交出一份“范文”

□胡欣红

近日，武汉大学的“恋爱心理学”课

程在网络刷屏。爆满的课堂，装不下学

生对知（恋）识（爱）的向往。据了解，因

当天人数太多，有的学生甚至在教室外

爬窗听课。不少学生排着队，拿着爱的

号码牌，感受了一场沉浸式谈恋爱。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挤不进

去”“憧憬的大学公开课模样”“什么时

候来一场网络直播”……虽然高校开设

恋爱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看

着“挂窗听课”的火爆场景，网友们依然

神往不已。

近些年，关于婚恋的热点议题频频

见诸媒体，也加剧了人们对婚恋的焦

虑。据民政部公布的《2019年民政事业

统计公报》，我国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

记927.3万对，较上年下降8.5%，结婚率

为 6.6‰，较上年降低 0.7 个千分点，为

2013 年以来的最低数据。囿于种种因

素，婚恋难在我国社会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作为与“婚姻”呈正向发展关系的

“校园恋爱”也受其影响，婚恋焦虑呈现

年轻化趋势。

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学生，对“浪漫

爱情”怀有美好憧憬与渴望，实乃人之

常情。然而，由于缺乏生活阅历，心理

的成熟度有限，当面对感情时，许多学

生不免有些手足无措，而看似甜蜜的

爱情其实总有矛盾相伴，问题暴露出

来自然难以应对。不知道怎么爱和缺

乏爱的能力，成了当下许多年轻人面

临的突出问题。由于当前大学生婚恋

教育缺失，对感情和性的认识大多停

留在生理卫生知识层面，在面对恋爱

挫折时，容易偏激失控，甚至做出极端

行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多所高校

开设了“恋爱心理”相关课程。比如“恋爱心理学”“恋

爱与人生幸福”“人生幸福课”“亲密关系”等，课程名字

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围绕恋爱问题做文章。

大学时期是年轻人“练爱”的重要时间段，通过在

高校开设恋爱课向学生传递正确的恋爱观，了解如何

与异性相处，解决恋爱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避免大

学生在恋爱中造成互相伤害，实乃教育的应有之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婚恋教育成为许多高校学生的“救命

稻草”，其意义毋庸讳言。很多高校与婚恋相关的选修

课，一经开设便受到大学生的热烈追捧。2020年10月，

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大学生支持学校开

设恋爱课。

“懂得很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大学开设恋

爱课正当其时，但恋爱没有标准答案，更多的是一种主

观感性的体验。有人调侃如果期末考试是找到对象，

那铁定挂科。究竟怎么上？上了有没有效果？一直存

在争议。不乏有人担心课程可能会与现实脱节，还有

人怕培养出油腻青年适得其反。

其实，看待高校恋爱课大可不必如此狭隘。在大

学开设这些课程，根本目的不是鼓励大学生去谈恋爱，

也不是传授恋爱秘诀帮人脱单，而在于通过学习懂得

如何维护亲密关系，如何正确看待两性沟通，培养学生

收获、经营幸福的能力。“希望大家谈一场健康的恋爱，

开始并且保持一段积极的关系。”喻丰老师开设“恋爱

心理学”的初衷，就足以说明问题。

恋爱问题关系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全国政协委

员于欣伟呼吁，构建和完善高校婚恋教育体系，将婚恋

教育设为高校学生必修课。是否将婚恋教育设为必修

课固然需要综合考虑，但学会如何去爱应该是每位大

学生的人生必修课。

浙江金融职院主办“之江论坛”

共话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陈正江）近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

技术教育分会指导，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发起主办的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之江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50余所高职

院校职教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职业大学、山东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5所高职

院校的教科研机构负责人结合各自校情和特色交流了学校开

展职业教育研究的工作机制、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

浙金职院还联合全国高职院校发起成立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并发布《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之江倡议》，致力于构建高职院校教科研协作长效机制，通过

高质量研究推动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职业教育体系更

加完善、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开拓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职

业教育新局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会长、浙江金融职业

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表示，通过“之江论坛”平台，专家学者围

绕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作

办学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开

展理论研讨和实践分享，并通过思想碰撞和经验分享为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之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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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也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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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浙大城院“校园大脑”整体智治
课堂更聪明了，学习更灵活了，校园更智慧了

近日，原本静谧的象山县新桥
镇显得格外热闹，由宁波财经学院
的学生们带来的《火华的年代》沉浸
式话剧正在当地吴氏宗祠上演，引
来村民们驻足观看。据了解，今年6
月，学校与新桥镇签订校地合作协
议，对红色资源开发进行了深入研
究。学校表演系联合新桥镇有关部
门集中梳理了吴烨、史奇涛等新桥
本土革命烈士背后的红色故事，推
出了一批沉浸式话剧，给村民带去
一场场文化盛宴。
（本报通讯员 徐凯阳 陈新怡 摄）

话剧下乡话剧下乡，，好看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