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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于10月

14日上午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值此40周年之际，深圳市委

和市政府决定对40名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进行表彰，清华

大学退休教师、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原院长冯

冠平，1986级汽车系校友、深圳光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屹获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陈旭在现场参加大会。 

冯冠平，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精仪系并留校任教。曾任清华大学精仪

系主任，清华大学科技处处长，清华大学校长

助理，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

院原院长，深圳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他率先将石墨烯这一“21世

纪的未来材料”引进中国，是中国石墨烯产业

的开拓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也是国内科技创

新、科技孵化及产学研机制创新领域的成功实

践者。 

李屹，1970年生，清华大学1986级汽车

系校友，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显示行业的驱动者，李屹带领团队于2007

年在全球率先发明了ALPD激光显示技术，该

技术被国际同业视为下一代激光显示的发展方

向，并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技术产业化，光峰

科技是国内显示行业为数不多拥有原创专利技

术和系统产业化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

陈旭分享了自己现场参会的感受。她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充满历史感、时代感、使命感，再次昭示了

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让我们心

潮澎湃、更催

人奋进！改革

开放以来，清

华大学始终坚

持在办学实践

中解放思想、

锐意改革、不

断创新，以开

放带改革、以

改革促发展，

在一流大学建

设道路上矢志奋进。清华大学参与深圳特区建

设源远流长，面向未来，还将在人才培养与交

流、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战略咨询等多个方

面，继续为深圳特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作出应有贡献。

陈旭强调，2020年是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收

官之年，学校将开启面向“2030、2050”中长

期发展目标的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

快“双一流”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构建高层次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培养可堪大任之才，继续在强化原始

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下功夫，为

解决“卡脖子”难题不懈奋斗，深入参与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坚定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长期以来，清华大学高度重视与深圳市的

交流合作，一大批优秀校友勇立时代潮头，敢

闯敢试，积极投身粤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为

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14日

下午，南山西丽湖畔，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

究生院内，陈

旭与在深圳的

清华校友亲切

座谈，介绍学

校最新发展情

况，共话深圳

特区40年沧桑

巨变，勉励大

家不忘改革开

放初心，继续

担当前行，在

服务国家的伟大进程中成就一流的高度。

改革、创新，如今已是深圳市最夺目的光

芒，也成为座谈会上大家分享的高频关键词。

1960级土木系校友、原中广核集团公司总经理

刘锡才，1962级工程化学系校友、原广东核电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主任俞洁纯，1973级计算

机系校友、深圳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朱鸣

学，1983级化学系校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院长嵇世山，1985级机械系校友、深圳市光明

区委统战部长覃敬腾，1986级汽车系校友、深

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屹，1999级

经管学院校友、深圳市航盛电子有限公司总裁

杨洪，2000级电子系校友、深圳市柔宇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自鸿等先后发言，纷纷感恩母

校培育，分享自己伴随改革开放大潮与特区共

成长，在深圳洒下青春汗水，留下奋斗足迹的

经历与故事。

在认真听取校友们的发言和情况介绍后，

陈旭充分肯定清华深圳校友会的工作，感谢校

友们为深圳特区建设作出的贡献。陈旭表示，

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学校建设与新时代经济特区

发展有机结合。

陈旭强调，清华和深圳市有着深厚的渊

源，在深圳特区40年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清

华人的身影从未缺席。在座校友们凭借远见卓

识，毕业后选择到深圳干事创业，见证了深圳

特区改革开放的风云历史，为母校争得了荣

誉，我们由衷地为你们感到自豪。面向未来，

希望大家抓住大湾区发展机遇，积极投身先行

示范区建设，助力创造更多新时代“深圳速

度”和“深圳奇迹”。

陈旭还向校友们介绍了学校深化综合改

革、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整体进展和工作成

效，以及迎接建党100周年、建校110周年的相

关工作，欢迎校友们届时回学校再相聚。

当天，陈旭还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

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教师代表座谈，听取学

科建设和整体情况汇报。陈旭强调，面对当前

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变化，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要

坚定不移锚定自身的目标定位，突出国际化办

学特色。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忘初心

使命，探索出对国家、地方发展有示范意义的

办学模式。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加强人才和

干部队伍建设。要充分发挥地处深圳的优势，

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努力培养高

层次拔尖创新人才。

1993级电子系校友、深圳市人才工作局局

长张林参加校友座谈。党办校办、研究生院、

研工部、校友总会等负责人参加相关活动。

（转载自清华新闻网）

校党委书记陈旭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并与校友座谈

10月25日上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以下简称“国际研究生院”)环境与生态

研究院（iEE）举行揭牌仪式。中国工程院

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郝吉明，中

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与生态研究院院长贺克

斌，国际研究生院执行院长高虹、党委书记

武晓峰、副院长马岚等出席仪

式，来自政府、高校、企业的

多位嘉宾、我院各单位代表以

及环境与生态研究院全体教师

参加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由

国际研究生院副院长、环境与

生态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左剑恶

主持。

高 虹 在 致 辞 中 表 示 ， 环

境与生态是国际研究生院的重

点建设领域之一，希望iEE师

生能够充分利用深圳市和大湾

区高新技术企业汇聚、技术创新与转化快等优

势，面向全球吸引优秀学者和学生，培养出高

层次、国际化创新人才，造福地球村。

贺克斌介绍了iEE的发展规划与建设情

况，并表示在各方支持下，iEE将积极探索新

时代生态环境发展理论，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

的高端人才，为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提供科技人才支撑。郝吉明期望，iEE建设

一支高水平、团结奋进的教师队伍，立足于培

养高层次人才，把最好的文章写在祖国大地

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吴烨表示，环境

学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际研究生院环境学科

的发展，继续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

建设清华大学环境学科共同奋斗。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和环资委副主任

卢旭阳表示，深圳市的发展离不开生态文明建

设，希望iEE助力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深

圳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建设。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副主任钟海表示，科技

是深圳发展的重要动力，希望iEE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的高端人才，助力深圳市科技发展。清

华大学副秘书长、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珠三角研究院院长嵇世山表示，深圳

清华大学研究院将协助iEE科研成果转化与应

用，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示范城市贡

献清华力量。

在揭牌仪式后，德蓝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际研究生院签署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协议，中生源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与国际

研究生院签署了校园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捐赠

协议。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

圳）主任孙立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蒋

靖坤，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能源环境学院副

院长秦华鹏，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土木与环

境工程学院执行院长金文标，南方科技大学党

委委员、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史江

红，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杨波，中

山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广立，国内知名环保企

业代表等出席了仪式，校友代表、工程博士代

表也参加了本次揭牌仪式。

（文/毛伟、李晓杰、包雨田   编辑：柴头）

SIGS扶贫｜“科技+教育+消费”

三叠加扶贫模式助力贫困村完成华丽蜕变

我骄傲，我是深圳人 ｜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我院环境与生态研究院揭牌

深圳读书月 ｜ SIGS师生好书推荐



科技扶贫：因地制宜创建新型种养产业

贫困户徐玉伟每天按时来到位于苏光村

村头的“苏光村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去照料

他的“资产包”。所谓的“资产包”是记在他

名下的100只蛋鸡和1头400斤的杂交黄牛，由

村集体申请帮扶资金购置，委托当地农业公司

看管，贫困户优先到基地务工，每月工资3000

元左右。到了年底，基地负责人清算全年售出

的鸡蛋和牛肉，贫困户、村集体、公司三家分

红。有劳动能力的每户贫困户依靠入股分红和

务工收入，每年可增加收益4万余元。 

“苏光村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正是苏光

村对口帮扶单位——国际研究生院的帮扶成果

之一，这个基地采用的立体循环种养技术，以

微生物饲料为源头，实现了在同一环境下鸡、

鱼、牛共生，并在立体鸡舍鱼塘和“智能牛

舍”中铺设粪水收集管网，牲禽粪水通过微生

物分离净化后灌溉农作物。整套系统的构想设

计，有国际研究生院老师和校友的共同参与，

国际研究生院派驻苏光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杨昊说：“基地之所以称为‘智慧’，

就是考虑到当地农业资源有限。充分利用绿色

循环立体种养技术，不仅提高了种养产值，同

时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做到了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除此之外，国际研究生院在对口帮扶期间

不断做到“科技输出”，生物医药与健康工程

研究院张旭旭老师实验室研制的“纳米技术农

药”被广泛应用于苏光村水稻种植，培育了富

硒稻米，提升了粮食安全质量。此外，学院多

位教师主动报名“深圳市农村科技特派员”，

为对口帮扶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体现了清华

人脚踏实地、务实勤勉的作风。

教育扶贫：让乡村孩子生出梦想的翅膀

2017-2019年学院委派的驻村扶贫队长谢

陈攀最念念不忘的是苏光小学的老师和孩子，

“那段日子吃住都在小学里，是令人毕生难忘

的时光。”对口帮扶五年来，学院累计向苏光

村小学捐款捐物15余万元，帮助小学修缮教室

600平米，更换了舒适美观的课桌椅和教具，

让村里的孩子们感受到了来自深圳的温暖。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小学在短时

间没有准备防疫用品，驻村扶贫工作队在第一

时间向学院反映情况，院后勤办在4天之内将

刚购置的500只医用口罩、100瓶消毒酒精紧急

寄送到苏光村，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把防疫物

资优先发放给小学师生，保障了学校的正常教

学安全。

自2018年起，学院各行政单位、教职工党

支部、工会小组轮流到苏光村慰问，许多老师

在慰问期间自发到苏光小学组织教育活动，如

2019年7月机关第二党支部到

苏光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期

间，支委张新旻、赵晶老师

为苏光小学的学生们生动地

讲了一堂“追逐梦想”的故

事课，勉励孩子们扎根脚下

大地，心怀远大理想，为建

设美丽家乡努力学习。

驻村扶贫工作队本着扶

贫先扶“智”的信念，为孩

子们开拓学习渠道。除了本

校学生外，驻村扶贫工作队

在寒暑假期间联系了众多高

校的大学生到苏光村开展不同

主题的社会实践，其中包括东莞理工学院、广

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等。2020年疫

情期间，北京科技大学的“逐光实践团”还为

苏光村中小学生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网上教学，

为孩子们树立学习的良好榜样。

消费扶贫：带动农产品“供给侧”升级

从2017年起，学院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提议

院工会采用“以购代捐”的方式，每年定期采

购苏光村农产品作为全院教职工节日慰问品。

五年来共完成对口采购农产品63万余元，给苏

光村贫困户、村集体带来了可观收入。

苏光村位于广东东江源头地区，产出的

农产品得益于纯净的山泉水灌溉，品质优良且

安全，春天有爽口的腐竹、夏

天有酸甜的猕猴桃、秋天有软

糯的红薯、冬天有清香的山茶

油。老师们在品尝到新鲜农产

品的同时，也都在想办法把农

产品推广出去，给驻村扶贫工

作队出主意。 

在 驻 村 扶 贫 工 作 队 的 指

导下，苏光村民自发成立了九

谷农业专业合作社，将农产品

“改装升级”，请设计公司为

农产品设计包装，并购置了真

空包装机等专业设备，提升产品品质，努力

打造属于苏光村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每次向学

院供货之前，村“两委”和合作社骨干都要亲

自为产品把关，参与选捡、包装、运输的全过

程，村委会主任朱永球说：“我们要把最好的

产品送到清华老师们的手上，表达苏光人的感

激之情！”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杨昊说：“苏光村民

希望优质的农产品不仅由帮扶单位统购，同时

希望寻求更广泛的市场，让好的农产品自己走

出去。”在国际研究生院多位老师的牵线帮助

下，苏光村自产的“白鹭优质大米”和“返野

生鸡蛋”送往深圳中联检进行食品安全检测，

拿到了专业检测报告，有了走向市场的资质。

2019年初，苏光村民试着在网上建立销售平

台，还学会了线上“带货”的模式；2020年，

合作社与深圳鸿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了定期购销协议书，苏光村的扶贫成果产品能

够在更大的平台上展示。

2020年，苏光村全村贫困户达到脱贫标

准，苏光村完成了省定贫困村退出。对口帮扶

五年来，贫困户人均收入和村集体收入都增长

了5倍，村道、桥梁、路灯、水渠等基础设施

建设完备，村容村貌整洁，苏光村实现了真正

的“脱胎换骨”，沿着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的伟

大战略继续前行。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党委副书记杨瑞东说：“学院五年以来的对口帮

扶工作，体现了清华人在国家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这一伟大历程中的使命担当。清华和苏光的

深厚情谊必将长存！” 

   （文、图/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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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SIGS扶贫｜“科技+教育+消费”

三叠加扶贫模式助力贫困村完成华丽蜕变

苏光村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揭牌仪式

校长邱勇出席清华大学与慕尼黑

工业大学旗舰型合作伙伴关系备

忘录签署仪式 

10月9日，清华大学与慕尼黑工业

大学旗舰型合作伙伴关系备忘录签署仪

式在线上举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副

校长、教务长杨斌，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执行院长高虹，国际处处长郦金梁，深

圳国际研究生院副院长张传杰, 慕尼黑

工业大学校长托马斯·霍夫曼（Thomas 

Hofmann），高级副校长朱莉安·温克

曼（Juliane Winkelmann）等参加签约仪

式。在双方人员见证下，邱勇和霍夫曼

共同签署了清华大学与德国慕尼黑工业

大学旗舰型合作伙伴关系备忘录。

（转载自清华新闻网）

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二期科研

合作研讨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9月29日-30日，清华-伯克利深圳

学院（TBSI）二期科研合作研讨会线上

线下同步举行。TBSI共同院长高虹、

常瑞华，共同副院长陈伟坚、林立伟、

Slawomir W. Hermanowicz，院长助理

宋岩，各中心教师代表；伯克利加州大

学（UCB）教师代表；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副院长马岚、未来人居共建

教授徐卫国，以及部分其他高校、产业

界代表参会。40多名来自TBSI和UCB的

核心科学家以智慧生活和智能建造为主

题，从不同领域进行科研创意展示，希

望两校能够在该主题内开展广泛而深入

的联合科研。

（文/余飞慧、叶思佳 ）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

院院长陈冯富珍一行来访我院 

10月9日，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

与健康学院院长陈冯富珍、常务副院长

梁万年、副院长王凯波、办公室主任殷

琪一行四人到访我院。我院执行院长高

虹、党委书记武晓峰、副院长张传杰、

马岚与来宾进行了交流。陈冯富珍表示

深圳在科研方面有很多优势，同时，校

本部在实践型教授方面的探索，也很值

得我院参考和学习。

（文/徐慧）

我院主办第三届“京津冀-粤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10月23日，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

研究生院主办的第三届“京津冀-粤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京

津冀-粤港澳”大赛）深圳赛区总决赛

通过线上直播举行。“京津冀-粤港

澳”大赛是由清华大学和中国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联盟共同发起的一项国际性创

新创业赛事，旨在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改

革，打造全国优质创新创业政策引导平

台与项目共享平台，服务区域经济和未

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深圳已连续3

年作为全国赛区之一，由我院组织进行

优质创新创业项目的发掘。

（文/唐瑭）

苏光村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全景

智慧一体化鸡舍鱼塘

学院各单位轮流到苏光小学慰问

苏光村地处河源市和平县长塘镇，靠近粤赣边界，在郁郁葱葱群山环抱之中并不亮眼。由于耕地贫瘠、交通不便，村子经济

发展缓慢，长期戴着“省定贫困村”的帽子。2016年广东省启动新一轮对口帮扶，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简称“国际研究生院”）作为对口帮扶单位，先后派出三名教师驻村扶贫，并根据帮扶单位自身特点，逐步探索出

一条“科技+教育+消费”三叠加扶贫模式，彻底改变了贫困村的落后面貌。



我院参展2020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并承办
中国海洋工程科技创新论坛 

10月15日，2020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

（简称“海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海博会以“开放合作、共享共赢”为主

题。海博会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海洋经济

展会，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蓝

色经济国际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经贸平台。清华大学展区设置在1

号馆（展位号1C-T037）。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携手深圳清

华大学研究院亮相海博会，国际研究生院海

洋工程研究院、力合科创集团以海洋创新和

海洋产业化为核心，在此次展会展现了多个

在海洋领域的前沿科研成果。清华大学展区

成果涵盖海洋工程、海洋信息、海洋能源、

海洋生态等多个涉海领域，展示了清华大学

在海洋领域前沿技术攻坚、海洋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期间，海洋领域

的多位院士到访清华展区，对清华大学所获

得的科研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深圳广播

电影电视集团等媒体纷纷前来了解清华大学

在海洋领域的前沿科研成果并进行报道。

作为2020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10月16日，由我院海洋工程研究院

承办的2020中国海洋工程科技创新论坛在深

圳会展中心举行。本次论坛以“梦逐大海，

走向深蓝”为主题，由我院海洋工程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王晓浩教授组织，倪凯、刘乔

丹、费捷等老师参与具体工作。海洋工程研

究院40名学生志愿者为论坛现场提供志愿者

服务。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林明

森、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会长王飞以及周守

为、高德利、何友、聂建国、王复明、孔宪

京、谢先启、岳清瑞、张建民九位两院院士与

来自国内海洋工程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

表20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海洋发展蓝图。

（文、图/张巍、李嘉晋、费捷）

我院教师吴乾元、吴光学获ISO卓越
贡献奖

 10月14日，2020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

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我院环境与生态研究

院教师吴乾元、吴光学获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卓越贡献奖。世界标准日，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成立纪念日。ISO是世界上最大的

国际标准化机构，ISO标准在世界上具有权威

性和通用性，已成为国际技术、经贸活动的

重要准则。ISO卓越贡献奖旨在表彰为促进标

准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技术专家。吴乾元和吴

光学两位教师荣获ISO卓越贡献奖，是对我院

环境与生态学科研究团队在国际标准化工作

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充分肯定。

（文/龚靖婷  图/主办方、陈卓）

我院学生荣获亚洲通信与光子学国际会议
最佳学生论文奖与最佳海报奖

10月24日至27日，亚洲通信与光子学国

际会议（Asia Communications and Photonics 

Conference，简称“ACP”）在北京召开。我

院信息学部电子信息科技研究所现代通信实

验室董宇涵副教授课题组3篇论文被录用，包

括一篇口头报告和两篇海报。经过大会现场

评审，硕士生张石和曹智渊分别荣获大会最

佳学生论文奖（Best Student Paper Award）和

最佳海报奖（Best Poster Award）。清华-伯克

利深圳学院（TBSI）付红岩副教授为论文的

联合指导教师。

（文、图/张石、曹智渊、马克铭、张莉）

学思楼报告厅集中收看庆祝大会

武晓峰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党委书记

庆祝大会讲述着新时代春天的故事。清华

大学在深圳建设世界一流研究生院的目标，和

总书记要求深圳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和产业创新高地”高度一致。风正好扬帆，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要积极把握历史的

机遇，自觉肩负时代的使命，努力在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历史实践中有

所作为。

宋岩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院长助理

认真听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我热血沸腾，

再次思考深圳精神。深圳精神首先是“先闯再

创”。40年的砥砺前行，40年的先行先试，从

独闯到共闯，从勇闯到善闯，深圳创建了“欲

创新，必闯新路，再创奇迹”的城市范例。

第二是“敢，更是干”。“敢”需要勇气和智

慧，“干”需要务实和坚持。勇立潮头，开拓

进取的壮丽篇章，需要敢为人先、敢闯敢试，

更需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第三，深圳40年

春风化雨、春华秋实，血脉在人民，根基在人

民，正是“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包容、坚韧，

才有今天这座城市的魅力。

刘广灵 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副教授

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深圳

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党员群众观看了直

播，倍感鼓舞和鞭策。

40年来，深圳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破，

以市场体制成就创业沃土，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涌现出大批高科技标杆企业，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领航标。深圳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总

书记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

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如何

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为

我国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再立新功，这是深圳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正

是在这一点上，深圳必须以更高的标准应对来

自全球的挑战，这样才能实现总书记对经济特

区寄予的厚望。

耿焕然 能源与环境学部工程师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每个人都抱怀期

待，习近平总书记将要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

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因考虑到学院

集中组织观看场地将会爆满，我们自发在办公

室组织了观看，整个观看过程大家严肃认真，

有些同事边看边做笔记，听到精彩处忍不住鼓

起掌来。庆祝大会结束后，同事们三五成群地

开始讨论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并纷纷表达作

为深圳特区建设的一员，一定要如习总书记所期

待的一样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

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

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颜瑶 计算机技术专业2019级硕士生

今天，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在深圳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了重

要讲话，值得我们深入学习。通过观看直播，

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自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深

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蓬勃发展代表

着我们国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展，日

益强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感到无比骄傲

和自豪，更加坚定了我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习总书记在大会上不仅回望了过去，还对未来

进行了重要指示，作为一名清华学子，我深深

感恩前人通过40年的奋斗而创造的奇迹，并同

时感受到肩上的重担，我会更加努力，为祖国

的伟大事业奋斗！

 程醒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19级博士生

深圳从小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历

程，以实践出真理的魄力，验证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深圳在发展路上的

风风雨雨，以及深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做出的

不断突破，验证了拥护党中央坚强领导的正

确性。

历史可鉴，特区的模式是正确的，是应当

进一步坚持的；未来可期，在面对如今的“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下，总书记为深圳下

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

念、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面扩

大开放、创新思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真抓实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深圳的发展是一个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面。以点带

面，不断延伸，在这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下

不断寻求发展、寻求突破。深圳已经做了很好

的范例，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并坚持不懈地努力

下去。 

江舒阳 材料与化工专业2020级硕士生

今天观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庆祝

大会后，我深刻地感受到深圳能有今天的成就

与地位，离不开党和国家不断地深化与推进改

革，离不开相关政策的帮助，更离不开改革开

放这个鲜明的时代主题的影响。

在来到深圳的这段时间，我也亲身体会到

了这个城市蓬勃的生机与巨大的发展潜力，深

感党和国家决策的正确性。同时，衷心地希望

深圳能够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与成

长，再续改革开放40年里的发展奇迹。 

李龙飞 能源动力专业2020级硕士生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深刻地认

识到，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

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

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

更好，办得水平更高。参加完这次庆祝大会的

转播观看，我也认识到，在今后的研究生生活

中，既要踏实学好专业知识，也要努力做出创

新，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汤时蓝 公共管理专业2020级硕士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

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回顾了深圳特

区成立40年来的光荣历程，并充分肯定如今深

圳所取得的成就。总结起来，深圳创造的奇迹

可以用“改革和创新”来说明，如今我们正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经历的困难和艰难前

所未有，但是我们要坚持改革，坚持发展，坚

持敢闯敢做，敢为人先。站在新发展的特殊关

卡，我们清华学子应该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融

入学习过程中，坚持人民的需要，为民族的复

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源/党办、研工办     图/丁超、耿焕然

编辑/余飞慧、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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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我是深圳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吴乾元（右四）代表领奖 董宇涵老师（中）与张石(右三)、曹智渊

（左三）等学生合影

编者按:10月14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清

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院领导，各学科领域师生代表分别在学思楼、信息楼报告厅集中观看直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师生通过

电脑、手机、电视等多种方式实时观看庆祝大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备受鼓舞、深感振奋。

清华展区现场

 信息楼报告厅集中收看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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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
——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的《乡

土中国》，是从社区研

究转入社会结构分析的

一种尝试，对中国社会

学而言，极具示范性和

开创性。十年前，学社

会学的同学给我推荐过

《乡土中国》，直到今

年疫情期间才开始阅读，相见恨晚，篇章之间

内在的逻辑层层深入，每晚睡前反复咀嚼回

味。书中的观点更多是讨论性的，结合了大量

的实际调查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该

书从社会道德层面启发我重新观察当下中国社

会结构与变迁，好书会给我带来心灵的升华，

“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男女有别”等篇

章反映了作者学贯中西的深厚功底和将中国社

会学推向高峰的勇气。

经历70多年的时间考验，历久弥新，多

读这样具有人文光辉的书，可以滋养我们的家

国情怀，更能给予人向前探索的力量。有人说

深圳是文化沙漠，我却觉得深圳是文化绿洲，

上千万的人才从家乡、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座

开放、多元、创新的城市，深圳的气质更具有

文化自信的特点。读书不光是为了充实自己，

更应该照亮他人。费孝通先生1935年毕业于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校长邱勇今年给新生的赠

书也是《乡土中国》，并寄语新生“植根家国

热土，砥砺成长担当”。愿与您分享读书的喜

悦，读书，也是一种幸福。

（培养处  韩春）

《学会提问》
——尼尔·布朗 斯图尔特·基利

 第一次听到“不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

这九个字是在本科的课

堂上，当时尚不明白其

含义，只觉得这话说得

虚 ， 听 完 仍 不 懂 何 为

“实”。每天裹挟在纷

繁复扰的信息中，独立

思考的能力好像在逐渐丧失，自己的想法很

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而摇摆不定。随

着外界不同观点的输入，自己的立场也一直

在变，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不加任何过

滤器的容器，不经过任何的挑选，就只是简

单地一股脑儿地将各种信息投加进脑子里。

因此在看到书中描述的海绵式思维时，只觉得

无比贴切。无论是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还是给予

者，都应该对所有的事实断言一视同仁。由于

局限性，我们很难根据自身的经历和知识储备

简单地发现所有事实断言的漏洞，这时候就要

多问“为什么”和“为什么不”，搞清楚作者

想表达的真正含义并进行合理反驳。为了养成

强势的批判性思维，不仅需要科学的判别证据

的思维方法，更重要的是个人还要抱有理性谦

逊、虚怀若谷的态度，并在进行判断时尽可能

减少感情和偏见的带入。

（资源与环境  张薇薇）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

 《 罪 与 罚 》 是 俄

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

经典的心理小说。故事

发生在1865年的圣彼得

堡，主人公是落魄的大

学生拉斯克尔尼科夫(小 

名罗佳)，此部小说出场

人物仅二十几人，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比较

简明，适合利用碎片化时间来阅读。此书的精

彩之处在于，作者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视

角交替描写了罗佳在实施犯罪前后跌宕起伏的

内心活动，情境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变换，为读

者呈现了一个在生活与人性的泥沼中苦苦挣

扎、同时又努力找寻着自我情感、理智与信仰

的罗佳。

（材料工程  王佳琪）

《偷影子的人》
——马克·李维

 《偷影子的人》一

书中诠释了催人泪下的亲

情、浪漫感人的爱情和

不离不弃的友情，讲述

了一个充满清新和浪漫气

息的感人故事，是一部

唤醒童年回忆和内心梦

想的温情疗愈小说。

这是一本读起来很轻松温暖的书，感觉

像是一本儿童文学。读完书之后，会觉得仿佛

一切在故事马上要正式开始的时候戛然而止。

当主人公看到了老年后的朋友成为了一位面包

师，而不是朋友梦想中的医生时，主人公帮助

朋友争取到去医学院学习的机会，反而让朋友

又主动回到了面包师的位置。这像是一个时间

的悖论，还有一点点决定论、机械论的意思，

是一切剧情早都写好了吗？翻看命运之书的人

想去改变命运，也是命运之书本身的一部分

吗？另外，当主人公听到他人影子的话，内容

几乎都是求而不得的悲伤和心灵创伤，很契合

弗洛伊德的理论，但时间会渐渐抚平一切吧。

（电子与通信  张菲菲）

《马克思传》
——张光明/罗传芳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

我加入了清华大学研究

生讲师团组织的“立言

计划”活动。经过几次

小组讨论，深深地感受

到了自身理论知识的匮

乏，于是想通过阅读丰富自己的思想。

我选择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传》。这

本书以时间为基本线索，讲述了马克思的生平

故事与思想变化。本书在叙事部分语言风趣幽

默，在讲述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与著作时也深入

浅出，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在阅读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马克思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和他强大的逻辑能

力。他在年轻时期求知若渴，大量阅读前人已有

研究，经过自己的思考后提出自己新的见解。

作为一名青年人，我们也应该多读书，汲

取前人研究的精华，用理论知识来充实自己，

让阅读成为我们最忠实的伙伴。

（环境工程  姜玉恒）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I'm a night reader. I 

like to read in the library 

or on my bed before going 

to sleep. My favorite book 

i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by Ernest Hemingway. 

What I appreciate is the 

old man's unremitt ing 

character, which inspires me to be strong and 

brave in the face of unknown and challenges. Even 

if the final conquest is a "fish bone," it is also a 

great victory.

 (Xinyu Zhao, Open FIESTA)

The Scroll Marked
——Og Mandinuo

 Reading in bed 

at night or in a quiet 

cafe on a lazy Sunday 

afternoon often helps 

m e  t o  c o n c e n t r a t e . 

The Scroll Marked is 

probably the book of 

most significance for 

myself. The book elaborates on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o achieve a fulfilled life as Jewish. To 

me, a good book is either a handbook of systematic 

techniques or a book that brings wellness to my 

heart, and I think The Scroll Marked  achieves 

both.

(Thomas Liu, Open FIESTA IID)

Enjoy Your Life
——Dr. Muhammad Al-Arifi

 My favorite book 

is Enjoy Your Life  by 

D r . M u h a m m a d  A l -

Ar i f i .  Th i s  i s  a  book 

about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interpersonal 

skills based on daily life principles with those 

around you. I love to read in our campus library. 

I feel like I am in a different world whenever I 

enter the library.

 (Muhammad Adnan Khalid, 

Computer Science)

The War of Art
——Steven Pressfield

 I  en joy  read ing 

throughout the day, during 

b r e a k s .  M y  f a v o r i t e 

book is The War of Art 

by Steven Pressfield. It 

talks about fighting this 

monster within us called 

“resis tance” which 

i s  a n y t h i n g  i n t e r n a l 

that prevents us from 

undertaking a creative endeavor. Worded from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it is a very relatable 

book for me and is super inspiring. 

(Shivaranjani, Data Science)

Four Seasons in Rome
——Anthony Doerr

F o u r  S e a s o n s  i n 

Rome  by Anthony Doerr 

is  a  beaut iful  memoir 

that talks about Doerr 

and his family moving 

to Rome for a literature 

f e l l o w s h i p ,  a n d  t h e 

adventures they embark 

on while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city. I first read this five or six years 

ago, but it still remains my favorite book of 

all time.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city 

surroundings and their encounters with local 

Italians transports you instantly to Rome, and is 

a great book to read when you want to relax. 

(Karen Lee, staff at PR office)

Wuthering Heights
——Emily Brontë

I always like to read 

when I have time, in the 

library or my dormitory. 

My  f avo r i t e  book  i s 

Wuthering Heights  by 

Emily Brontë. Set in the 

18th to 19th century, it 

is able to reflect how 

the society is like at the 

time. 

(Shan Hua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New Energy Technology)

深圳读书月 ｜ SIGS师生好书推荐

编者按:第二十一届深圳读书月已于11月3日正式启动。今年深圳读书月的主题为“读书让生活更加多彩，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深圳读书月是由深圳市

委市政府于2000年创立并举办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群众读书文化活动，对于引导大家读新书、读好书，助力深圳持续打造国际一流的城市读书文化品牌起到重要作

用。让我们一同来看看清华SIGS的师生们近期在读的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