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我微笑着去努力,无论努力以什么方式回敬我。
努力之后的滋味是甜美的吗？我是一条欢乐奔流的

小河！努力之后的滋味是苦涩的吗？我是一座大山

庄严地思索！努力之后的感觉是幸福的吗？我是一

只凌空飞翔的燕子！努力的时候，要有微笑。让我

感谢，我为我的奋斗带来了春天的世界，什么也改

变不了我在努力中成长，我微笑着享受努力之后的

成功！

——本版编辑献给正在努力的同学们

新春新气象
王栋锋（指导老师：李海旺）

创新 1202
不知不觉，多少同学还沉浸在节日聚会的欢乐

里，春节却已经过去了。经过了近 2个月的探索，
我们的大创项目在经历过一次次的讨论和修正后完

成了一系列的标准整理工作，开始进入了中期阶段。

作为一个创业项目，我们刚开始抱有很高的热

情，但我们不懂具体做什么，怎么做，起初一味的

模仿类似创业公司的内容，走入了错误的方向，问

题在进展中越发明显，我们没有自己原创的核心资

料，没有自己的特色，后来经过指导老师李海旺教

授给我们耐心的指导、沟通，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

的工作，确定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重燃斗志，每

一个周六，小组都会聚在一起搜集资料，互相交流，

在忙碌了一天后，大家集体去吃饭，说说笑笑，感

觉过的很充实，项目也终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进

入了第二个阶段。

新的一年，进入了大三第二个学期，我们会由

于考研、考公务员等原因而越发忙碌，这对于我们

而言是一个挑战，也是机遇，协调好了，我们会学

会同时处理多件事的能力，对时间的掌控有了更好

的理解。总而言之，明确自己的目标，集中精力，

提高效率，就是王道。

图 1 检测饮水机辐射

春节是播种的季节，在这一季，我们欣欣向荣，

散发青春活力，如小树一样生根发芽，向上生长，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新学期新开始
王朵朵（指导老师：邓坤坤）

金材 1201
为期一个多月的假期已经结束，在这段时间中，

我们实验小组成员除了沉浸在新春的欢乐气氛之

外，对实验项目丝毫没有松懈。

在做实验之前要将课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吃透，

在做实验过程中更要不断的补充自己的知识漏洞，

否则将使实验的难度加大，浪费大创实验的宝贵时

间。所以我们小组一直秉承着不能把时间全部消耗

在实验台上，看文献、查资料亦然重要的思路。但

由于平时学习时间的紧张，所以不能很好地做到这

一点，假期反而能让我们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邓小平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一

人上天”到“多人上天”，从“嫦娥一号”到“嫦娥

二号”，从“东亚病夫”到“军事大国”，都是依靠

科技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来完成的。中国有了专门



科学研究的大学，专业的研究机构，科教兴国的理

念贯穿了中国。这就是大创项目在各所高校有着举

足轻重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 们 的 实 验 项 目 通 过 对 AZ91 合 金 和
10μm10%SiCp/AZ91复合材料铸态和锻造后的光学
显微组织，铸态复合材料的平均晶粒尺寸明显小于

AZ91合金，说明微米 SiCp的加入细化了基体的晶
粒尺寸。微米 SiCp在凝固过程中，一方面，可作为
非均质形核位置而能够提高形核率，另一方面，可

通过阻碍晶界的迁移而抑制晶粒长大。上述两方面

的共同作用，使得凝固后复合材料的晶粒细化。

图 2 万能拉伸器

没有忍受烈火炙烤的坚韧，何来“粉身碎骨浑

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幸福。没有亘古不变，

我心高洁的坚守，又何来“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

余心之可惩”的幸福。生活中有许多的梦想与期待，

正是这梦想与期待激励着我们大创项目小组成员的

不断坚持。

新的开始
王旭（指导老师：谢先梅）

应化 1102
不知不觉中，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由于期末

学业繁重以及刚刚渡过的新年，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只有极少数的时间、精力用在大创实验上。在这短

暂的时日里，我查阅了一些有关类水滑石催化剂的

资料，想要寻找一种更好的方法将固体酸负载到制

得的载体上。

虽然在实验上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但这段时间

的休息反而让一切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让我更加

的感恩。感恩能够参加大学生创新实验，让自己的

综合能力得到锻炼、提升；感恩在实验中老师不仅

给我们指点迷津，还真心的关心我们，想让我们学

更多的东西，有更好的发展；感恩各位学长学姐，

在自己也很繁忙的时候还帮我们解答实验中的疑

问，和我们一起讨论实验原理，寻找改进的方法，

总是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图 3 全家福

（左起：王旭 郑小强 戴儒锋 谢先梅教授）

新的一年，新的学期，新的开始。虽然大四要

忙着做实验、忙着写论文，但我们还是会努力，努

力完成大创实验，争取在新的学期让我们的大创实

验更上一层楼，让大创实验在我的大学生涯中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仍要感谢在大创中给予我帮

助的所有人，祝你们在新的一年事事顺心！

新的开始 新的计划
赵瑞（指导老师：靳利娥）

生物 1201
时间匆匆，转眼之间一个新的学期又要开始，

新的任务与新的目标又会出现在前方，即使荆棘密

布，艰险层出不穷，我们也会将继续前行。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伴随着上个学期的结束，我们也对上个学期的

实验成果做了些许的回顾，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重

复求变，寻找最佳。毕竟我们想要值得的是一种有

机化学产物，虽然机理与原料相同，但是得到的产

物的产率、品质都会有差别，所以我们的实验一直

围绕最佳条件进行选择，从催化剂的由酸变碱，到

反应温度的不断调整……我们在不断的探索。在 1
月中旬我们又先后做了两次实验，在这两次试验中

我们又对条件进行了变更：采用旋转蒸发仪进行减

压蒸馏，对产物进行分离；再使用真空干燥箱进行

烘干处理，最后得到的产物与原先又有些许差别。

并且在上个学期我们先后进行了两次红外检测，结

果并不十分明显，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还需要伴随

着多次分析。

图 4 新学期合影

（前右：陈恒；前左：赵瑞；后右：殷朝位；后中：

高凯；后左：王留柱）

新的学期我们还有新的计划：在原材料上，我

们会用丙酮取代甲醛进行系列试验，寻找最合适的

原材料，同时我们还会对反应条件进行进一步的确

定。等到最佳条件找到时，进一步的计划就是扩大

产物生成量，制得产物后进行吸附试验，最终得到

实验结果。虽然说起来并不复杂，但是想要得到最

终的成功还需要很大的努力，这个学期相比上个学

期的任务会更重，更复杂，所以我们必须更用心、

更努力的去完成。

回首过去我感慨良多，从刚经手从事这个实验

的毫无头绪到现在略有收获，确实感到越发的不易，

看来前路多险阻，我辈需更加努力。

编者的话：

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

望活的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

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

有活过。

——梭罗《瓦尔登湖》

思索
谷惠民（指导老师：李玉平）

材化 1301
寒假伴着春日的阳光慢慢的结束了。在这个寒

假，我并没有太过清闲，在对大创实验进行了一个

系统的整理。将之前的数据进行了一个细致整理。

更加提升我对我所研究的大创实验项目有一个深刻

的了解。也对大创项目的后续进度做了一个大致的

目标。

首先是对大创项目的数据整理。之前的数据比

较乱，这次的整理目的主要在于更加加强对数据的

管理。使自己和队员们更加快速方便的选择和研究

数据。而且此次的数据整理还带有一定的规律性。

可以比较直观的找出一定的规律。下图为部分数据

整理图片，其中对实验的一些重要数据进行了重点

记录，而且将同类型的放在了一起。这样会增加寻

找数据的方便性。大大会增加对大创项目的研究进

度。

其次，我对大创项目的论文和自己的总结进行

了一个整理。在其中发现了一些自身的不足，也有

http://www.juzimi.com/ju/66994
http://www.juzimi.com/ju/66994
http://www.juzimi.com/ju/66994
http://www.juzimi.com/ju/6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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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uzimi.com/article/%E7%93%A6%E5%B0%94%E7%99%BB%E6%B9%96


了一些对大创实验项目研究有一定帮助的发现。

图 5 5h 和 10h 碱处理实验

最后，我对新学期的大创实验项目的研究进度

做了一个大致的安排。在新的学期里，我们会沿着

之前已经打好的基础继续走下去。但是在这其中，

我们要更加强化自己对实验时间安排的管理。再者，

实验上的处理方法我对其也做了一定的给进。对于

组员之间的合理调节，我也做了更进一步的管理。

总之，这个寒假带给了我新的希望。也重新带

来了生机。新的征程，扬帆远航！

不断探索
杨今朝（指导教师：陈维毅 武晓刚）

力学 1101
前一段时间，我们分析了之前实验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查阅的文献不全面，以至于使我们研究

的方向有一些偏差；其次，我们自身的实际操作能

力还有待提高，需要多加练习；第三，我们没有及

时的修改实验方案，随着实验的进行，我们的认识

不断深入，之前的实验方案总会有一些不足之处，

我们应该及时修改，这有利于我们之后的实验。

开会讨论之余，我们不断进行了相关实验。我

们做了 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材料的力学性能
测试，测试中，我们做了多组实验，控制实验时的

变量，根据得到的数据，我们进行了分析，希望能

找到其中的规律。但是，实验数据比较离散，只找

到一些浅显的规律，我们想再做一些实验，通过对

比，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规律。为此，我们及时改善

了实验方案。希望经过改善的实验方案能让我们取

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除了做 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材料的力学
性能测试，我们还测试了它的维氏硬度。我们分别

对新的钢芯铝绞线、真正山火烧过的钢芯铝绞线和

用柴火模拟山火烧过的钢芯铝绞线进行了测试。通

过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

虽然做硬度测试用了很长时间，但我们感觉也非常

值得。

图 6 硬度测试

根据目前的实验进程以及得到的相关数据，我

们尝试着撰写论文，这是我们第一次写论文。对我

们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锻炼。但老师的耐心指

导，让我们撰写论文很有信心。

问题分析与解决
周健阔（指导老师：金燕）

热能 1102
一个月的假期在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回顾过

去的一个学期，我们不仅圆满地完成了课程学习的

任务，也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上取得了一些

成果。不过要是跟整个项目的进度来比较，还是有

较大的差距的。所以，在放假后，我们又留在实验



室里跟着指导教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验。

图 7 转速与流量关系的确定

（王然）

这个阶段的实验主要是针对已经做出来的给料

机找问题以及确定流量和转速之间的关系。对于初

步完成的给料机来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

给料的连续性得不到保证。由于螺旋给料机的螺旋

杆水平放置，导致给料机的螺旋入口处没有足够的

给料压力，所以在螺旋杆旋转的时候不能保证被给

物料连续不断地进入给料机。对于这给问题，我们

初步的设想是将螺旋杆改成竖直放置，保证物料可

以完全覆盖螺旋杆的横截面，以物料的重力作为给

料压力，以保证给料的连续性。其次就是储料仓的

问题。由于物料的流动性较差，在料仓的出口上部

竖直向上的位置，会出现物料流走后由于周围的物

料不能补充进来而留下的类似虫洞的空洞（如图 2
所示），所以在给料机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料仓

有料而给料机不出料的现象，同时这也是给料不连

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则需要在料仓

里增加一个搅拌装置，类似于风扇的叶片一样，这

样就可以保证料仓里的物料可以充分地运动起来，

从而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

解决这些问题。

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大学

里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回头想一想，大学四年来，

大小事情我们也都经历了不少，但是像大创这样的

科研项目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最后这个学期

里，我们要把这个项目圆满的完成，也给大学生活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翟阿敏（指导教师：韩培德）

材物 1201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春暖花开之际，我们的大

创实验继续向更深层次挺近。经过繁杂的期末考试，

终于等到了寒假，在别人结束一年的忙碌回家时，

我们却在实验室开始了实验技能的学习。

每天忙碌在磨金相，看组织，做腐蚀，大家由

刚开始的新手逐渐具备了基础的实验技能。此外，

我们在实验之外抓紧时间学习电化学工作站的使用

和原理。现已基本掌握其使用方法。电化学工作站

可进行循环伏安法、交流阻抗法、交流伏安法等测

量，四电极可用于液/液界面电化学测量。也可用在
我们关于金属腐蚀研究的课题上。

图 8 电化学工作站

放假之后，我们初步自学了Materials Studio（简
称 ms）软件。Materials Studio是专门为材料科学领
域研究者开发的一款可运行在 PC上的模拟软件。
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今化学、材料工业中的一系

列重要问题。多种先进算法的综合应用使 Materials
Studio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模拟工具。无论构型优化、
性质预测和 X射线衍射分析，以及复杂的动力学模
拟和量子力学计算，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简单易学

的操作来得到切实可靠的数据。它可以计算关于材



料的分子力学与分子动力学、晶体、结晶与 X射线
衍射、量子力学、高分子与介观模拟、性质关系、

基本环境等方面的具体数据，省去了做实验的麻烦，

并且可以随意进行组合测试，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新年新开始，我相信我们会在科研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镁合金医用材料应用难题
彭永桂（指导老师：程伟丽）

成型 1103
现今应用的生物体内可降解吸收材料主要是聚

合物和某些陶瓷材料，但聚合物材料强度偏低，陶

瓷材料的塑韧性又较差。不锈钢、钛合金和钴铬合

金等用于医用植入金属材料的优势在于其良好的耐

腐蚀性，可在体内长期保持整体的结构稳定。然而，

植入这些金属材料的“善后”工作，却让许多患者痛
苦不已。能够生物降解的医用金属材料就成为植入

材料未来的研究与发展方向，而与人体骨骼密度最

为接近的镁合金有着独特的优势(镁合金密度约为
1.7g/cm3、人体骨骼密度约为 1.75 g/cm3)。镁合金
容易加工成形，并且具有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以及

独特的生物降解功能，而镁又是人体所必需的宏量

金属元素之一。

图 9 生物陶瓷下颚

总的来说，我们的构想是巧妙地利用镁合金在

人体环境中易发生腐蚀(降解)的特性，实现其植入人

体后不仅能达到修复功能，还能逐渐降解直至最终

消失。可问题是，镁的腐蚀速度太快了，甚至快到

我们无法控制，一个镁合金心血管支架在体外模拟

体液中放置一至两个星期，基本上就降解没了。因

此，如何通过可控的方式实现镁合金在体内的降解，

就成为业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除降解速度难以控制之外，塑性差也是镁合金

难以临床应用的另一缺陷。镁合金属于金属中塑性

较差的，很容易在变形的过程中断裂。为了改善镁

合金的塑性，镁合金在变形时可以不仅采取像其他

金属材料一样的位错、滑移方式，还可以通过引入

一些孪晶，改善其变形能力。

我国医用镁合金领域中 60%至 70%的人都在做
研究工作，真正能开发出产品的并不多。我国医用

镁合金的研发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但如

何尽快把它推向临床应用，是国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由于人体环境的复杂性，镁合金应用于临床前还缺

少足够的安全性评价，需要深入了解镁合金在体内

腐蚀的本质，并建立更为完善的体内外评价标准。

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国家的支持与引导。

奋战假期
袁杰（指导老师：李文辉）

创新 1201
一科一科考试的结束，我们的寒假到来了，回

家的日子也是愈来愈近。看着校园里那些一个个背

着书包，拖着行李箱回家的同学，我们的心是拔凉

拔凉的。但我们深知，现在还不能回家，我们还有

未完的任务！小伙伴们像打了鸡血一样，抓紧这来

之不易的寒假时间，推进我们的大创项目。

利用寒假 10来天的时间，我们磁性碾磨小组进
行了装置的细节设计，我们上网查阅了大量标准件

的资料，初步选定了装置各部分电机、丝杆、轴承

等主要部件的尺寸，通过 Solidworks建模，画出了
装置的各部分部件，并建立了装置的装配体图。

在考虑装置的细节设计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

多困难，如：尺寸或位置计算错误，使得部件之间



不能啮合；如何使刀头能够简便的上下移动；如何

实现工件台的有效振动等。这些或简单或复杂的问

题，在设计过程中困扰着我们。我们通过查阅相关

资料，大家相互讨论，自主设计等方法一一解决了

这些问题。

图 10 磁性碾磨平面加工装置

在设计装置的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刻的一点

是：作为一个机械设计者，在设计装置的过程中一

定要考虑装置各部分零件的制造工艺。软件上能画

出来的装置零件，在现实中不一定能够制造出来，

即使能制造出来，也可能需要先进的机器或加工工

艺。我们设计的装置既要达到所需功能，还要能够

方便制造。

时光匆匆，岁月袅袅，时不待我，我需惜时。

转眼半个假期已经过去，回家的火车也拉响了汽笛，

带着一份收获，一丝期盼，回到那令人想望的家乡。

编者的话：

人年轻的时候很难平淡，譬如走在上山的路上，

多的是野心和幻想。直到攀上绝顶，领略过了天地

的苍茫和人生的限度，才会生出一种散淡的心境，

不想再匆匆赶往某个目标，也不必再担心错过什么，

下山就从容多了。

蜕变
陈欢欢（指导老师：杨龙）

体教 1201
新的一年，新的学期，新的开始，也要让我们

有一个新的蜕变，每一个假期每个人都会有成长，

这一个假期让我有了更坚强的心，一颗追求梦想的

心，我坚信一定会实现我的梦想，我要行动起来，

完成人生中的一次完美蜕变。

在这个假期中，我明白了只要你一直在努力，

就会有一天与梦想更靠近一大步，到那个时候你会

感觉到没有能够阻挡你的。新的学期我会更加勇往

直前，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不要受到更多的诱惑。

图 11 放松练习

在假期中，我一直坚持学习瑜伽知识，练习瑜

伽体式，每次练习都有每次的进步，在练习中我体

会到了该有的感觉。我在不断进步，相信我们这个

大创团队也会有更大进展。在新的学期，我们将更

加努力的提高自己，付出更多，毕竟有付出才有回

报。

在努力过程中，也许会有很多的不屑和嘲笑，

但路是自己走的，别人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自

己的坚持，反对的语言总是会超出鼓励的数量，但

是不能因为有反对，有质疑就停止，因为成功的背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http://www.juzimi.com/ju/735442


后总会有阻碍，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摆在我们的眼前，

无数的人成功了，可是也有无数的人失败了，成功

的人经历的挫折却比失败的人多，成功的人有光鲜

也有过痛苦，正如柴静为国人揭示雾霾的严重性以

及责任时，背后也仍有很多人在骂她，可是如果因

为有人说就停止，那我们就只有到彻底完结之后才

会后悔才会有遗憾。

所以，只要是对自己好的，就不要太在意别人

的眼光。

站上前人的肩膀看问题
龙前生（指导老师：王红霞）

成型 1103
在一项研究中，文献的检索和研究是非常重要

的。首先，文献检索是前期研究选题的依据，在确

定课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已有的研究成

果，前人的研究方法，现在的研究热点与难点，对

于前人还未涉足的课题，要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

从侧面了解课题的研究价值，可以从哪里入手，采

用什么研究方法等等；然后，查阅文献可以扩大研

究视野，研究者常可以从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内的

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或者借鉴其他好的

研究方法，而且，只有通过查阅文献，才能让自己

的研究处于研究的前沿，避免进行其他人已经完成

过的工作。

记得最开始的时候，王老师就叮嘱我要多查、

多看文献。其实我们文献信息检索这门课也是这个

学期刚开的，之前也没有意识到这方面能力的重要

性，所以开始还走了一点点弯路，后来慢慢就知道

了一些常用的文献检索平台，上文献检索课的时候，

老师讲某个平台的应用举例子时我就用大创课题的

关键字去查找我需要的文献资料，或者去查找领域

内的老师发表过的论文，倒也慢慢有兴趣了。

前一段时间我向王老师询问测量材料孔隙率的

方法，因为之前我和一起做实验的研究生师兄讨论

材料孔隙率测定的时候，师兄说之前并没有做过类

似的实验，然后我去找了一些关于复合材料孔隙率

的测定方法，认真学习研究了孔隙率测定的基本原

理，然后去和王老师交流，王老师听了我的思路之

后说让我设计实验自己去验证，这是我说实话有点

蒙，因为原理弄懂之后要自己设计具体的实验步骤

对我而言还是一片还未涉足过的，我知道王老师是

想锻炼我，所以下来我就一步步去构想，慢慢去试。

这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但这个过程还是让自己很开

心。

图 12 王老师在指导实验

（左：张鹏博 右：王红霞教授）

研究与收获
吕渊（指导老师：韩肖清）

创新 1202
虽然已步入假期，但是我们的大创项目小组并

未停下研究和学些的步伐。关于我们的光伏逆变器

最大功率跟踪技术的研究、革新以及应用课题也在

不停的进行着。团队 5人选择在期末考试结束后留
校两周，继续着对于大创项目的研究与探索。

我们对于软件仿真已经进入了较为完备的阶

段。通过不断的查询资料，自己学习研究，组内讨

论，向老师学长请教等多种方式。我们得到了许多

有关MPPT同步功率跟踪法的知识，并且在了解的
基础上，自身设计修改了对于最大功率跟踪的

Matlab仿真设计图和程序。
这两周的学习主要在老师的研究室内进行，我



们也一直都在与研究生学长学姐们相处。我们从他

们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简单的关于专业电气领域的知

识，更是看到了他们身上优良的学习科研品质。每

天很早的就来到研究室来进行学习，查阅，研究等。

而大创项目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从中也很大的锻

炼了我们自己的研究与学习能力。

目前我们的进度尚可，在取得进步高兴的同时

也产生了更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也在确确

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前进，我们相信有这样

结实的知识积累，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受益

很多，好的学习习惯可以让人有更好的成果。

图 13 组内成员进行计算研究

每一步的成果我们都尽量记录下来，这在今后

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大创项目的意义就在于此，

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获得，更是一群人劲往一处使

的默契，这是只有研究伙伴才能够拥有的大有裨益

的关系。很荣幸不仅能够参加这样的项目，获得一

起研究的志同道合的研究伙伴，以及悉心指导的学

长学姐，更有认真负责的指导老师。我们的研究还

在进行中，而且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春天来了
石丽丽（指导老师：魏毅强）

信计 1001
时间如白驹过迹，转瞬即逝。转眼之间，我们

的大创项目也进展到了后半期的阶段。这不，三月

份，一开学，当您还忙着各种聚会、聚餐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我们的工作了。

来到老师的办公室，您会看到这样的我们：一

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人一支笔，一本书，围坐在

一起，和老师交谈着我们这个阶段的进展状况。老

师时而欣慰的笑笑，时而皱眉思考，时而给我们指

出思考方式的错误，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思考方向。

我们更是你一言，我一语，和同学说着自己这个模

块实现了什么功能，最终完善到了什么地步，还有

什么功能没有实现，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改善的。偶

尔，您也会看到，我们就这一个问题，给出各种解

决方案，然后经过一番争论之后，突然发现我们争

论的不在点上，被老师一说，才突然之间恍然大悟，

明白过来。大家又就着那个正确的点继续思考。当

得到解决的办法的时候，我们彼此欢快的表情，我

们想中彩票似的那种兴奋的劲头。有时候，小伙伴

们，为此还会通宵上一晚。

图 14 魏老师组织大家讨论

（左起： 石丽丽 高鹏程 李连干 魏毅强教授）

学习之余，您也会看到这样的我们：同样是一

桌，数椅围坐，讨论着这一个阶段，我们做大创的

感受，我们如何解决上一个问题，我们今后的阶段

将要进展的计划，我们将来的想法，我们内心的渴

望，我们希望将这个软件不仅仅是做成一个软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个专利，发表一篇论文，申

请一个创意，申请一个创业的思路。偶尔脑热，高

兴得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着它的持续性。

青春，梦想，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