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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一来到求是园，就常听到一句话，大学的班级没有归属感 。 于是，我们疯狂地参与各种组织，
疯狂到有些盲目 。 还记得百团大战时的激烈，场面热闹得一塌糊涂 。 我没有参与任何一场战斗，但事实
上，我却在很多组织中待过，团委、院刊、三农、团学联... ..还有一些一晃而过的角落 。 每次都因为那

么一点的机缘巧合 。
面试悲剧，常听到这样的理由，你很优秀，但不适合 。 何为适合，其实就是面试官的喜好 。 也许你
觉得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而且也是最合理的选拔方式 。 学生组织，重要的不是利益，而是作为一个
归属地，为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一个共同奋斗的平台，和谐比成绩更重要 。
总的来说，组织就那么两种，官方和非官方 。 但不管在哪儿，都是从小干事做起的，贴贴海报，发
发传单，打打电话，写写总结... ..却依旧乐此不疲，是个十足的小跟班 。 可是，这样的经历，以后就没

有了，随着各种职务加身，随着自己慢慢长大，环境改变，我们就不再那么单纯，单纯到不计较辛苦 。
如果你还在大一，这种机会还是好好珍惜吧 。
从一开始，就喜欢把三农定义为家，大学中最温馨的港湾 。

因为温馨，停泊了好久，舍不得离开 。

不管这几年他如何趋于官方化，我们还是认定他只是个民间社团 。

因为民间，所以可以有些放肆地为所

欲为，这些放肆，不是超出规矩和制度，只是一种我的社团我做主的自豪 。
二农里，有人说，我不爱三农，但我爱二农人 。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 来这里的人，有的是因为三农
的名气，有的是想体验下乡的感觉，有的只是想找个归属地，而真正关注三农、关心二农的人，也许不
多吧 。 那又如何呢?不可否认，我们在一起，真的做了很多事 。 工友艺术团，贵州|经济林，长三角公益

论坛，大学生村官访谈，还有伴着我一路走来的支教活动 。
据说最好的关系是"下过乡，扛过枪"还有那什么就不说了 。 我们属于第一种 。 整整半个
月，一起吃、住、工作，没有现代设备的诱惑，在偏远的苗家寨子里，井边洗澡，月下高歌，很淳朴的
生活，也促成了不少恋情 。 回来的火车上我问一人，这趟下乡，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是朋友 。 我
当时也这么认定了，但真的体会到，却是在后来的生活中 。 在那段大家都是单身的日子里，这群人给了

E

我最大的热情和关怀 。
08 年底，院系调整，突然之间觉得生活圈子变小了，系里同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 于是，我决定
停泊，在这个港湾。如今回首，在这里，付出了最多，也印刻得最深 。

团学联是个官方组织，官方了，就不那么自由了 。 处处要受到限制 。 但这反而让很多东西简化了 。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系团学联最大的好处是一起共事的人有太多的文集，一起上课，一起工作，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聊不尽的八卦舆论 。 开会聊到了作业，聊到了老师，一群人都懂得的状态 。 像是有一种默契，弥浸在我
们之间 。 甚至课上课下，小组作业，又多了一个可以收留自己的港湾 。 还是一样的人，忙碌于不一样的

事。
接受着同样的教育，拥有着一样的思维 。

不用再争论反馈机制和市场调节哪个更重要 。 也许少了集

百家之言然后择其善者的选择余地，但很多事情，不需要那么完美和精确 。 只要做到好，就够了 。 方式
只是个外在，讨论不过是一群人找个话题来聊天 。

大众民主其实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

这一年，在这里，做了很多自己曾经想做的事 。 虽然因为时间，因为精力，我没能尽全力 。 但试过
了，做过了，无悔了 。
记得当初刚刚决定在两个组织中留下时，曾有人问我是不是疯了 。 的确，当初是受了些打击，想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用工作充斥生活 。 但我还是高估自己了，在那段忙得不可开交的日子里，我还是有些乱
了阵脚 。 这一年，也是学业最悲剧的一年 。 我从来不会后悔什么，但不代表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依旧会
走这条路 。 成绩是王道，这是前辈们留下的箴言，只是往往我们当作了戏言 。
记忆中的港湾，温馨而精彩 。 付出很多，也收获很多 。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以家的方式存在于我的
生活里 。 有人说，在学生组织中做事，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寻到更多的帮助 。 但要记得，让自己强大，

比什么都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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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rapidly growing applications of large-scale sensor networks (e.g ,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 human health monitoring) , the need to uncover efficient energy sour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elling , in order to reduce cost and run sensor networks perpetually. Although
sensor nodes are low-cost, small-size and easy for deployment, they are powered by batteries and
thus are limited with capacities such as computation , process and storage. Hence, energy management has been the primary concern compared with other challenges such as fault tolerance and
scalability. Consjderable efforts have been devoted to the design of utilizing the constrained resources efficierftly , making sensor networks an excellent paradigm of "Green Communication" .
Generally, there are several approaches for energy saving without impairing the network performance: i) Sleep scheduling; ii) Power control; iii) Routing design; and iv) Cross layer design. However,
the aforementioned techniques are most from viewpoint of algorithms , and cannot tackle the challenge of constrained energy fundamentally in sensor networks. More exciting and interesting methods should be employed to develop a device, which can make the sensor nodes self-powered by
harvesting ambient energy from a variety of natural and man-made sources for sustained network
operation. Such energy harvesting method is really GreenTech and can instrument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replacing batteries periodically.

Energy from ambient energy resources to power the electronic devices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promising solution to the long period requirement of unattended operation.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energy harvesting field , is energy harvesting devices , which are
designed to capture the ambient energy surrounding the electronics and convert it into usable electrical energy to power the low-cost and small-size sensor nodes. Achieving sustainable network lifetime via battery-aware design brings forth a new frontier for energy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 which
expèrienced low-power hardware design at the early stage , evolved into power-aware design , and
recently, battery-aware design. As a result, approaches of scavenging energy from sources of solar
[1 ], vibration [2 ], temperature variations
power[町，

[坷，

wind [4 ], biochemical energy [5] and passive human

have been proposed as alternatives to replace the batteries on the electronic devices.

Solar is perhaps the most popular and frequently adopted energy source of energy scavenging ,
due to its availability and abundance outdoors during the daytime. Solar scavenging embedded networks typically consist of a solar cell and microelectronic devices. Fig. 1 shows a sensor node powered by a solar cel l. The solar cell is made to be a thin and wide panel ,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absorbing sunlight. In the indoor lighting condition , which exhibits far lower power densitYáthan outdoor condition , thin film amorphous silicon cell has better efficiency because ! !i"ë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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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response more closely matches that of artificial indoor light.

Fig.1 a sensor node powered by a solar cell

Vibration i ~abundant in our living environments, such as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automobiles, etc. The mechanical vibration can be modeled as a vibration source
which couples into the electrical system through the MEMS transducer. There are two common
energy conversion cycles for the MEMS transducer: i) Charges-constrained Conversion; and ii)
Voltage-constrained conversion. One fundamental constraint for both cycles is that there exists a
maximum voltage,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The principle of energy
conversion is to convert mechanical energy into electrical energy by loading charge on the
capacitor plates and then taking the plates apart. Many other methods including electromagnetic,
electrostatic, and piezoelectric have been proposed to harvest energy from vibration sources.

Temperature variation based on thermoelectric principle is also explored as an energy
harvesting technology. The worldwide well-established thermoelectric generator is made of
compact polycrystalline or sintered materials [3]. The thermoelectric generator is a promising and
compact energy source for micro embedded electronic systems. It can work wherever a
temperature variation exists, and this miniaturized device has the ability of producing an output of
a few 10 to

100μW，

depending on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Due to the seebeck effect, heat

energy can be directly converted into electrical energy by the thermoelectric generator through its
thermocouple. When both heat couple plates are directly connected to a heat source and a heat
sink, a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s formed, which drives heat flow through the thermopile and, thus
generates an electromotive force. This yields useful power and provides continuous energy to the
connected electronic device, as long as a temperature gradient is maintained. To achieve a
continuous operation time of the electronic device even if a temperature gradient is not available,
the energy obtained from thermoelectric generator has to be stored in a storage system. The
storage system should be chosen by the infrequency and amount of harvested energy. Moreover,
since the harvested energy depends on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irr叩 lar， random, discontinuous, and time-叫咱 an energy-efficient, low-powe~nage~nt

be desired to guarantee good performance.

、

oxidize organic and inorganic matter , and thus collect the electrical energy from the
gen erated cu rrent [5]. The bacteria fro m th ese su bstrates ca n prod uce electron s~
which are transferred to the anode and flow to the cathode , i.e. , a current flows from
the cathode terminal to the anode termina l. The two terminals are connected by a
conductive material , which is used for storing electrical energy or powering an
electronic device directly. Microbial fuel cells (MFCs) are devices based on this
mechanism to harvest energy , and are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research interest.
MFCs constructed using a variety of materials , are configurable to operate under a
range of conditions such as different temperature , pH , electrode surface areas ,
reactor size , and so on.

Recently , biochemical energy in the tree has been exploited as a self-sustaining
power supply. It is discovered that an imbalance in pH between a tree and the
surrounding soil can generate
sensor node , and

be used

sma 川

amounts

of electricity which can power the

as a sustainable energy reservoir ,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by MIT researchers as shown in Fig. 2 [7]. A perpetual sensor network has

been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in the forest to
detect forest fire , while traditional ways of detection resort to remote automated weather
stations , which are expensive and sparsely distributed.

Fig .2 Voltree powered sensor nod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in the form of radio waves can be used for energy.
Radio waves can be picked up by antennas , and converted to electrical ener
Energy harvesting through RF , e.g.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sy
applies this principle. A RFID system consists of a reader and several
containing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the attached objects. When the read
query the object inform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range , it will
querying signal in the region. The RF sign
within the communication range , and co
collected , the tags will
several commercialized energy harvest

统W

ν'

Biochemical energy also can be harvested to employ bacteria as the catalys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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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Sensing Platform (WISP) as shown in Fig.3 , which is a wireless ,
battery-free platform for sensing and computing [8].
Similar to RFID tags , WISP is battery-free and completely powered by the RF

enell1<~ y

transmitted with an RFID reader. How to deploy reader to provide energy to these wisp
make them work normally has been a critical challenge issue [9].

Fig.3 RF rechargeable sensor node

IEEE Spectrum recently report a radioisotopes fuel based energy harvester for
tiny

transm 毕~ er

[10]. Energy harvesting as a prominent GreenTech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a promising solution to the energy constraint problem in the
large-scale sensor networks. The existing energy harvesting methods can be used to
power sensor nodes so as to yield perpetual operation time. Especially , RF based
wireless rechargeable sensor node has drawn main attention in this area . The
suitability of using the energy harvesting in applications of large-scale urban
sensing is still a topic for discu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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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呢?

我研究的主要是传感器，或者亘准确的说，是人工感知这一块.我们通常所

记者 夏梦琳陆洋周莹

李光教授专访

Q l.我们了解到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生物传感器、医学仪器和神经信息学，

..

说的传感器是用来探测某一个化学或者物理量的，然而生物本身却从来不会去探

测这些量.比如你吃菜的时候，只能告诉我菜咸不咸，好吃不好吃，而你却不能
分析出菜中盐的浓度是多少，这就是人工感知与传感器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
人工感知的第一步仍然是传感，传感就是能够得到信号.然后，我们的神经系统

才能将真换算成信息.这种信息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就是人的感觉.所以我个
人认为，按照层次来说，信号这一等级属于传感器，再往上，加上一些智能的、

神经的成分，就是信息了.从心理学上讲，这之上还有一层，就是知识的处理.
比如，我认识宋超，从传感上看，我获得了一个圄像信号，然后，我分析出特

征，一个女孩，留着短发，但是如果没有 knowledge

background ，我也不能

知道她是宋超，只是得到了一个信息.又比如说，
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圄像，最典型的是face

to

face的

两张脸，有的时候你却会把官看作花瓶.从信号上来说，得到的圄像信号没有改

变，但是信息的处理却改变了.我这些方面都有在做，细分开来就是传感器和神经
信息.至于医学仪器，我的背景就是这个方向，而且医学仪器也能最直接地将技术
转化成产晶，为社会作贡献.我们有些东西已经产业化了，比如说血糖仪已经在市
场上，包括欧洲地区，销售了好几年了.

Q2 .1~本科阶段所学的专业是生物医学仪器与工程，为什么现在会进入控制系呢?您认为这两个专业交叉

与区剧之处在哪里?
大体上来说，圭仪和控制都属于信息类、弱电类.我从本科到博士都在生物学工程，回国后也在生物学工
程果了一段时间.进入控制系的理由，主要是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向很接近，交叉点很多.我现在，包括带的
很多学生，做的还是偏向生物传感、信号处理的工作.我们系里也有很多老师在做遗传算法、人工智能和自动
化装置方向的研究，这些也是和传感器有紧密联系的.而且，控制系的环境很好，特剧是人文的环境，老师和
学生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都很和谐.同时，系里也有很多偏向生物方向的实验室，比如数字化医疗中心和学
校的分析仪器研究中心.从本科生课程设置上来说，两个专业也是很类似的.

Q3.有些同学对您所研究的人工智能技术比较感兴趣，宫是否比较偏向生物呢?
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历史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计算机领域所独霸的.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圄灵机"，数

学家圄灵试圄证明所有数学问题都可以用计算机来解决.当时认为人工智能也就是建立一个数据库来进行擅
索，用逻辑代数的方法解决问题.但真正的人工智能是这样的吗?我们的大脑显然不是这样工作的.没有人能
否认我们的脑子是最复杂的结构.就像我们上微机课的时候说，如果我们把人脑当做电脑，那么从运算速度的

角度考虑，我们的头上应该装个大电扇.但实际上我们的兴奋传输是通过动作电位实现的，以脉冲的形式工作
的，耗能要低得多.另一个不一样就是信息处理这一块，计算机能做到的最主要就是模式识剧，但官做知识的
学习和处理就很难.我们来模拟神经网络，大部分是用软件来进行的，模拟单个神经元的功能，再把官们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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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宫的算法比较特剧，脱离了传统的计算机算法.在这一块，我们浙大也有脑科学方面的教授作为全国的
学术带头人，在进行前沿的研究.

Q4. 您在英国留学期间有什么经历与我们分享?丑指剧口控制系里一些想出国的同学，又有什么建议呢?

我当时是拿政府奖学金过去的.我们那一代比现在的学生要勤奋，我们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在 36个月
内完成学业，所以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是没有节假日的，每天阜6点到晚11点.我的体会是，很多事要"学
会"怎么做.

在我们中国，学生的时间观念真实很淡漠，态度不够严谨认真.迟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是怎么
计算时间的呢，比如 5个人参与的事情，一个人迟到 5分钟，他们将损失大家的 25分钟.等一个人成长成熟，

有了一定的成就和财富，他的成绩租金钱是用以前的时间折算的，那么他又损失了多少?社会损失了多少?在
英国的这段生活对我影响很大，至少我会按照他们的思维和严谨态度去做事，即使是小到避免迟到这种事，这

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亘是对社会的尊重.
而且，外国人的奖学金，是scholarship ，而不是 reward

or

award. 这意昧着他们把这笔钱给你，是希

望你作为一个 scholar ，去做事和研究，而且希望你将这种能力转化为将来对社会的贡献.这种能力是需要证

明的，而不是停留在潜力阶段.所以我对想出国的同学的建议是，在完成学业考好英语的基础上，去动手做科
研、去社会实践，取得成绩，去显示你的能力.我们控制系，也给了同学们很多条件，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Q5.能否谈谈您对控制系未来的展望?

控制系从当初我读大学时的化工自动化专业，发展成现在一个独立的系，拥有如此良好优越的工作、学习
环境，强大的师资力量，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睡越.我个人觉得控制不是一门单纯的学科，而是一个交叉的应用

基础，因此控制系的范围将会拓展的越来越广，真发展也会越来越快.从控制理论这门学科中就可以感觉到控

制这一专业在迅速的发展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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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G ;，.垦 Jt，L.击各校剁街告 t 星自 J导手中夺具手中。革命，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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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夫跌路线击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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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告'非若饰。 4令人击各成搓，他钝是「位 vtj孔州火

再三丁多夕份儿在。或许l0阎王毛 i主埠警告例令很
4先仿他刻J络Jf.来，娃天还池，计在之间是。
4李成谢夫在别章主击各共他走古平「埠，或州成萄t
小曹老师的基本资料:
生日: 2 月 23 日

斗.t~ 饰份在丘，成谢他 4年 1毛 A吕立学 4合或刑击各快

至座:双鱼座

理想:做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牟，

妥盛L谢他中1>五毛主何朵 ，..:f: 幸在供 4合夸哇击各主!:-.fÁ 奇f

爱好:运动，唱歌，焊电路

助。相信。依伪何弟何味l0令丘和他击各族锅 t

口头禅:太给力了啊

f最佳丁得这倒-t几份~何击各再三平凡。已。

座右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最尊敬的人:父母

一一淫扬主主

犹新吧，那你大学期间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呢?
小曹老师:那时候我旧的学习生活没高现在的同学丰富，以前学院的管理
比现在系里的管理宽松，那个日才慢很少苟同学参加省创、晚会表演等活动。好

像没高什么特别深刻的事情......如果要说的话，记得有一次在冬天，曾在作业

·记者 值一日天龙崔禁{木超

||曹唔老师专访

令唱歌的邻家太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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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小曹老师虽然比我仍大几岁，但丑刮乍为学生时的大学生活应该记忆

截止前一天晚上通胃赶课程项目，那个教室就在现在归、公室的隔壁。终于把作
业做完时，很高解脱的心情，不过第二天瞟子就痛了。说实话:本科时没高那么

多文体活动，学校的规定变得也很快，我行〕大一大二时由学园管理，大三以后
又交由学院管理，和你们〕差不多。

记者:原来小曹老师也奇和我们类似的经历啊，那除了这些，小曹老师对
本科生活还高哪些印象呢?当时校园氛围怎样?高没高什么主动的事例?

小曹老师:当时身边的人也不是太多。现在控制系人越来越多了，实验教学都要忙不过来了晗，不知
算不算好事。至于生动的事例，印象很深的就是去巨化实习 ， 那里的水很冰冷 ， 阜饭的包子很不错。

记者:小曹老师作为学长，应该对老校长的"两个问题"高所感悟吧?

小曹老师:这个深度也太大了吧......我觉得要理解这个应该搜照表面意恩来理解就行了，要明确奋斗
的方向 ， 明确自己的兴趣。本科的出路一般也只高出国、 i卖研、工作 ， 在学校里能够培养不同的能力 ， 但

各种能力差异很大，如果在学校里的生活和学习太盲目了或者天天混日子，毕业的时囔就会感到失落吧，
本科阶段还是很关键的。

记者:那小曹老师丑古拉伯来来的发展高什么好的建议吗?

小曹老师:这个要看个人的兴趣了，在本科的日才候就应该选好方向，高计划地努力，只要方向对了，
工作也好， 1卖研也好都是很好的出路，将来出国也很给力啊。

记者:那小曹老师为什么会留校任教呢?将来高什么打算?传闻小曹老师准备读研，是真的吗?

小曹老师:以前倒还没高深入想过留校的原因，仔细想想，当时正好奇机会，就应聘成功留下了。毕
竟读书时总还是高一些向往在学校工作，而且实验室的老师又很 nice ，于是就留下了。(笑)要说崇高一
点的原因的话，还是觉得读书时接触实验室的机会很少，而且往往只奋极少数很优秀的同学能利用这些资
源 ，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同学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源 ， 而且自己相同学年龄差距不大 I ì，量高
代泪，对实验教学会高帮助吧。如果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上给同学旧一些帮助，那就更好了。
i卖研的话的确已经确定了，我自己也希望高机会深造一下，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服务实验教学工作。
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应该踏实一些，一步一个脚印吧。

记者:小曹老师丑拮划ìJ参加的各种科研项目高什么建议吗?

小曹老师:科研任务之类的还是量力而为吧，到处去水是不厚道的。当然只是学完大学课程肯定是不

够的，适当地做一些科研应该能够学到不少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记者:那最后小曹老师高没高什么想对同学{ìJ~兑的话?

小曹老师:首先还是要把方向明确下来。以前我的班主任丑指划ìJ说，哪怕是玩游戏也要奇想法，要决

定玩成什么程度一一这当然只是举个例子。走了方向以后，目标短期内或许无法实现，但也不要过于计较
眼前的得失。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下去，总会高收获的。

瑞典 Lund 大学外教

Erik Johannesson 专访
记者:李心悦邱越杨苗棱

J : jo旧nalist

整理:韦晓亚

E: Erik

Topi cI: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Swedish students?
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The Swedish students are a bit more active in class , but Chinese ones
seldom ask me questions. As for Chinese students, 1 think they are a little shy. Perhaps they are not so
used to asking questions in class , are they?

J : Yeah , actually , some Chinese teachers prefer to answer questions after class since it may slow down
their teaching progress. Also possibilities are that the students feel a litt1 e bit embarrassed asking questions in public; they are a little shy.
E: OK. It 's different in Lund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given

opp。此unities

to ask questions in class to

give teachers feedback about what the students are confused with. 1 think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much
more polite and they study much harder. They are much better in math than Swedish students , who 1
guess have problems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because of their math abilities. It 's difficult to explain
con位01

theory to anyone without a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math. That's the problem. However, the

Swedish students' math ski11 s are different from program to program---some of them haven't leamed
much math until now because oftheir course arrangements That's the difference , but 1 think the key lies
in attitude differences. Chinese students are more eager to leam. It 's really fun to teach Chinese students , but they have to be more active , especially if they want to have further studies abroad.
TopicII: What did you do during the leisure time?
E: Typically 1 prepare for the next course. It takes a lot oftime to prepare lectures. Apart 仕om that, 1 did
traveling a lot. 1 have been to Beijing , Shanghai, Suzhou and Hong Kong.

J: So how about these cities?
E: Well , Shanghai is an intemational city with many restaurants while 1 enjoy delicious food like hot
food. In Beijing there are many scenery and historical places and it is also a cosmopolitan city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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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long history. Suzhou is really a beautiful garden city. Wh at' s more , Hong Kong is kind of like
Shanghai , ve巧r intemational with big city atmosphere.

J: Yeah, these cities are quite distinguished and they he1p make up Chinese culture.
E: I' ve also 1eamed some Chinese , like"ni hao/wo shi 1ao shi/shang ke" ect. It's usefu1 to pick up some
10ca1 words if you go to an unfamiliar

coun仕y.

Topic 111: What about your ideas on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E: Ifyou study automatic contro1 , you can get a distinct perspective on something and understand them
whi1e others may have troub1e doing so , such as fundamenta11imitations to contro1 things. Important is
feedback , of course. For examp1e , when 1 am working as a teacher 1ike now , 1 find it ve巧r 1mportant to
have feedback 企om you whi1e certain other teachers don' t. They do keep feed-forward. They have some
models of the students , which are inaccurate. With the

ve巧r

mode1 they give 1ectures without rea1izing

that students fai1 to catch them. My goa1 is to understand wha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how they understand; ifthey don't, then why. With that information 1 can adapt my teaching. It' s a1ways easy to exp1ain something clear1y to two or three persons because you can ta1k about it see where exactly they are
confused.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in the face of a group of forty students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knowing where they are interested. Sometimes you can see someone is nodding , that is ve可 important.
So that is one examp1e ofhow 1 find contro1 the。可

lS.

Contro1 is not mere1y a the。可， but it streams just all the way 企om mathematica1 mode1s to actually app1ications. It 's a ve巧r genera1 or universa1 subject to an extent, because it covers a vast range from mathematica1

the。可 to

practica1 experiments that actually work with engines , processes , and big machines.

Ifyou are a contro1 engineer, you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the who1e chain ofthe deve10pment
process. If you are to make a product or something , you can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1e
process instead of on1y specializing in one part. Maybe other engineers are good at doing 1ab experiments and the。可， but they may not be ab1e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sequence. And a1so there are many
applications; there are so many areas where you can use contro l. So if you are a control engineer, you
are not 1imit to certain work in on1y one fie1d. Y ou can work in many different companies.
Topic IV: Something about Lund's masters and PHD

J: Just as you have mentioned,

con位01

is avai1able in various areas. Actually, many students in our de-

pa口ment would go aboard for further education in subject~ like 'EE , CS and FE , etc.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J: 1 wonder ifthere are any master programs in Lund.

E: The master? There is no master program in contro 1. The Swedish engineering students always study
for a mater degree direc t1y. Most students skip the bachelor degree. They study for 5 years and eam a
master direct1 y. After graduation most ofthem step into industry and others choose to be a PhD student
for five more years. The research takes 4 years and there is one year of teaching.
We have master programs in other fields. Besides , we always have PhD programs. It is more like applying a job. When we have funds for researching , we make an announcement on the webpage.

Everγone

can apply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f one is qualified , we w i11 hire him.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hire intemational students since it is hard to know ifthey are good enough compared with native students. We
have hired a lot of intemational students. But some of our professors know their advisors and some of
them have recommendations.

Erik Johann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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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开设关于自动控制研究的讲座

我与机器人份豆豆滴滴
一一记三年"中控杯"实践中的创新之路
·许永鹏
大一的时候，我跟着同是07级的单大牛参加了第

老师乃计算机学院屈指可数的软硬件兼通之奇

三届"中控杯"实物组校赛。那时候，单大牛就已经

才，我做他的小学徒再合适不过了。从焊电路到

懂不少单片机和电路方面的知识了，而我完全是小

设计电路，再到根据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硬件平

白。那次我仍使用新的传感器一一地磁传感器( f倒1

台 ， 编写程序，就这样几个项目做下来，我不再

指南针) ，而忽略了传统定位方j去一一光电传感器辨

是小白了。

识自钱。由于起初的设计没高涉及到利用场地自钱来

虽然单大牛给我仍队莫大的帮助，但受精力

定位，机器人做出来实地测试后发现，只要经过转弯

和能力上的限制，我的第四届"中控杯"注定只

0

再出发时角度偏差大于4 ，机器人往前跑就会偏离自

是一个过场......

钱很远。然而，受机械结构所限，没苟地方安装巡钱

转眼到了大三，迎来第五届"中控杯"。这

用的传感器，后来勉强装上效果也不好，起不到引导

次机器人的活动范围从地面发展到空中，难度较

方向的作用，没能很好地jE 白线走，所以最后只拿到

以往更大。我仍最终组建了一个理想组合:机楠+

三等奖。值得一握的是，为了兼顾转弯的速度和停止

电气+控制(分明就是机电控嘛)。台工方面 ， 机

时的精度，我设计了一个方法让机器人转弯时角度偏

楠人做机楠，电气人写程序，控制人固电路。后

差大就转得快，偏差小则转得慢。从现在看，那就是

两者的分工之所以颠倒过来，是因为电气同学高

{棚中的 PID调节去掉I和Dn阿......

扎实的C语言功底和编F里圣验，我这个控制人在计

大二的时候 ， 比赛难度加大 ， 场地上高了小木

算机实验室接触到ARM 嵌入式系统 ， 准备利用它

桩，对中川成设计提出了重高的要求。我组建了新的团

的高性能来提高 PID计算的实时性。我刊〕三个人都

队。不再高人带我，所高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单大牛

把制作机器人放在除课内学习外最重要的位置

的那套功夫我还没高掌握，很多东西都是略知一二，

上，这是组成团队的基础。我们〕从09年10月份开

没高亲手实践过，一时间难以适从，只好硬着头皮向

始进行机械设计 ， 每周都能保证至少奇一天时间

前;中。

在一起合作，这是时间基础。负重机楠的同学住

到了大二的第二个长学期，周围同学都高做

在紫金港，负章程序的队友佳在玉泉，在机械加

SRTP的打算。我和我们 0704班的三个同学一起申请

工和场地调试两方面都更加方便，这是空间基

了王慧者师的智能交通方面的题目。结果一同申请的

础。

另一个组的同学全是大牛，我们没高选上。想着大二

机器人竞赛自举办以来，还没高给过特等

课业负担重， SRTP不参加也罢。可谁知 M柳暗花明

奖。我们都知道，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不仅要取

又一村"，我借着计算机学院的人脉，跟计算机学院

得比赛的好成绩，还要给组委会足够充分的理由

的同学组成了 SRTP 团队，并加入了翁皑老师的实验

来给出这个奖。我们感觉技术过硬必不可少，创

室。这个实验室跟外面的企业打交道，工程性很强，

新更是必要的.

几乎所高的眉目都跟嵌入式系统相关.霸王的是，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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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必须以有用为墓础，否则就是画蛇添足

了。由于使用了机幡营和"吸取"吻块的方法，机

需的Tasks + Communications的形式。在多任劳情

器人摘栗子时的定位必须更加准确，如此便需要采

况下，为了 PID的实时响应，离不开 RTOS-假设

用低速定位。此时供给电机的平均电压很小，电机

某个时刻 MCU正在写液晶屏或进行巡线调整， RTOS

的 rB矩就很小。如果用开环的方法，不对电机的实

就可以把我的 PID控制任务(高优先级)插入立即执

际转速进行测量，那么遇到扰动很窑易卡死，就只

行，就可以保证控制系统的性能。而且，高了操作系

能重启了。虽然单回路 PID是控制工程里最基本的系

统，添加功能或设备是比较方便的，也是一个相对独

统，但是把白从硬件到软件全部亲手向建出来，我

立的过程，不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如同给

心中充满了兴奋和喜悦。

Windows开发一个应用程序，只需要考虑APm~操作

然而，喜悦之余却遇到了整个项目最大的败
笔。 PID控制系统对整套程序的运行时序提出了更高

系统打交道，并不用考虑系统里高没有真他程序的影
响。

的要求。软硬件功能全部到位后，整套机器人的机

近来有一些参加第六届"中控杯"的同学咨询我

电系统已经相当复杂了，我们通过串口连接舵机控

在这方面如何入门。我觉得，对第一次参赛的同学来

制器驱动9个舵机，用 12864液晶屏显示关键数据，

说"机器人"不仅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更是一个综

奇一直工作的巡结校正系统等等。通过硬件定时器

合性的工程。我们面对一个新的东西，往往会想先去

将不同的功能安排在不同的时间运行，就如同具有

学很多很多东西，等学好了，再来开工。即使这样，

分时操作系统(Time-sharing Operating System)一

在实际做的过程中，问题不断地冒出来。我认为，动

样:机械臂需要动的时候，串口发数据，液晶屏每

手做吧，遇到问题再说!在实践中学习，更高针对

100ms刷新一次，巡结校正系统每 100ms对机器人

性，学习效果也亘好。"学以致用"的精髓就在于

"压线"的情况纠正一次，还高几十个光电传感器

此，这也许就是工科的特点吧!

对环境的检测、判断. ..... 以分时的方式做，走时器的

在我与机器人的点点滴滴中所感悟到的，是这样

压力很大，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也很庞大，并且

的一种"求是创新"从模仿开始，将己奇的东西消

每增加一个模块，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都要进行

化、 综合，直到面对新的需求，便有了创新的基础和

重改。这也是为什么制作过程中我们进度一直领

能力。创新性人才不好圄于知识本身，在信息爆炸的

先，每一个模块部正常工作，到最后半个月却问题

这样一个时代中，你知道得再多，奇百度、谷歌知道

连连，最终输掉比赛的主要原因。

的多吗?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最最重要的，也是

没有及旱地应用

实时操作系统(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

这所大学本科阶段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我的责任无法推卸。直到比赛前一个月，我才搭建

好在那块 LPC2214上运行的jJ C/OS-II ，最终没能将
这套已经调试了 3个月的"裸片"程序改成 RTOS所

作者简介:

曾获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好学主

浙江大学第五届"中控杯"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实物组二等奖、最佳技术奖、最佳造型奖
曾经担任浙江大学机器人协会会长

大-暑假赴陕西省延安市槐里坪小学进行支教，被评为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大二暑假进入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

笠

二§惑之时间"螺竣 f 混边'下邸户馅耳、稳宝:邸爹

独自行走
·陆洋
我只是觉得应该把那些独自行走的经历都记录下来。再点文字见证 ， 总是好的。

那还是去年初冬，再一天下午去走向越野，在玉泉对面植物园的小竹林里。竹子很多 ， 茂密，并且参天。我们
几个人拿着地圄和指北针，一路跑跑走走的，很是惬意。土地松软。跑到一处竹子特别密的地方，顿觉天地都昏暗

了，再自然俯身下来给人重压逼迫的感觉。周围无建筑物，完全靠手上的工具指引万向，路途崎岖，上下台阶，翻
栅栏 ， 还要走向没再晤的林区，不能大步向前跑，衣服头发还是被汗水浸湿。但真的很畅快啊!

按照自己的计划，那天没高坐校车回来。而是拿着地圄开始我的独自行走。
上了大学以后，一到节假日，总是想往外跑。因为江南，这两个字 ， 一吐出口，就像是含着情结般水润。大学

之前的那个暑假，常常昕着彭坦的声音，想象着南方的样子，很潮湿，很松软的南方，他在湖边的家。对于生长于
旷远粗放的大西北怀抱的我，这样触手可及的精致天地，怎能不向往倘佯。

可谁又能随时随刻，抽出时间，扔下手头的事情 ， 跟随你时快时慢的节奏，忍受你不断停驻的脚步，看懂你望
向夕阳时的情憬。可以不时地陪伴，只是不能永远啊 ， 这时候 ， 你们都忙，没关系，慢慢来，今天我自己来。

曾经以为南方是看不到落叶的，原来错了。确是一席地的金黄己铺满，可这是你的颜色，我偏不，我要忍意地
绿，绿到苦慧，这不够，我要绿到天荒地老。奇花常开，我不知道在北方最最娇嫩的花儿 ， 天气稍高凉意就柔柔弱

弱地退场的她们，在此地怎能这样'冻人" 地美丽着。于是天高气爽的时候，走在路上，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地
上各种颜色层叠着错落高致，因为步伐的紧凑串联在了一起，又加以天空的碧蓝 ， 真美。

可是当日，己是秋天的尾巴，严冬虎视眈眈。南国的深秋才是真的肃杀。那时候只觉得，奇的已经光秃，高的
还苍翠，这是怎样的悲凉。走了整个下午，没葡停止。从玉泉到由院风荷，再到平湖秋月 ， 然后走完整个白埋。我

向往的独自行走，也大约就是这个样子了，很安静的 ， 很从窑的。我终于看到了西湖的冬日。让我停下来。由院风
荷的荷谢了己很久，枯冷在湖水里。夕阳晚照，山水依旧很美 ， 花仍然盛装，要开到荼靡么。这种气氛，是适合一

个人的。那天的风好大好冷，是那种卷挟着潮气的风。看到一处名叫林风眠的人的故居，坐拥林海，清风镜湖，长
眠于斯，他的名字难道正描绘了他的生活情境么?看到了武松墓和苏小小墓，而F用冒平湖秋月只是一块石碑。西湖

周围，几乎三步一景，还是高出处的。走到自堤的尽头是断桥 ， 天已经全然
暗了下来。

人在天地间行走，想来当是件很自然的事。就是那么走着走着，就能觉

得心气爽朗。而独自行走在一个城市的时候，不论是在自然之间、人流之中
或者马路之上，一步一履像是印在了这个城市的躯体上，感受着E作为一个
、

10......-

， 也就自认为这才是真正地认识了这城市的内里。于是多

应该是这样的，是慢速而充溢着
P

感情的，是值得细细体昧的。白堤的一端就是熙熙攘攘的大马路了，车流入
潮再次涌来。于是在断桥，又见人间。

一

感恩节，想念母亲
·黄毅伟

4号亲是感恩节，忽然想起好多去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是应该借着这~时机好好感谢一下母亲。电话打通了 ，我

~~吾吾地对母亲说出今去是感恩节，所以要谢谢她。母亲笑了 ，说高什么谢不i射的，能记着多给家里A打电话、
报平安，就行?。昕到这里，我愣了一下，转而明 7: 是啊，父母如何在于子女的感谢和回报呢?

但是，挂断电话~后，我开始忐忑不安。仔细回想过去二十年中，我是否再真正关心过母亲， 了解过母亲，感
谢过母亲呢?
惭愧地说，自己的行为与"孝顺"两字相差京远。母亲的生日，我直到主高中以后才i己牢。而与此形成鲜明对

胞的是，对于自己要好的朋友、暗恋的女生的生日我却记得一清二楚。我就这么没心没肺地长大了 ，没少让母亲操
心。从小到大，老师同学没少拿我的斑斑劣迹向母亲告状。那时候的我根本示知道什么是丢脸，可母亲是伞脸皮薄

的λ ，想想她三::J2两头因自己儿子的捣蛋行为被老师叫去谈话，心里该是什么滋昧?为此，她自然没步重罚过我，
苟明F今家长不希望再~昕i舌的孩子呢?
像大多数家长一样，母亲会拿自己的孩子和别4人家的孩子攀比，会用别A家的孩子的好来教育自家孩子。那时

候母亲时常对我说"你看A家次次次 ， 多昕i舌啊，你要是高A家一半就好~$'''。当时真的令我无比厦感。好在我小
时候学习成绩很好，这让她离了在单位同事面前攀比的资本，我却很示以为然，因为在我看来成绩是我的而示是她

的。今去回想起来，这些也还是要归功于她。虽然她没上过大学，但他在我小时候对我的学习抓的是比较严的。尽
管也就是幼儿园时多背扎首唐诗，提前教给我拼音算术等等，不过这些倒是挺管用的，至少让我这只不算太笨的鸟

先飞起来了。上小学后，她对我的作业要求重严。刚开始几今月她会认真地检查我的作业，替我找出错误;随后变

为让我自己检查，她再查，如果她查出来再错就要惩罚我。她并不相信我再不会做的题目。 4号去看来，如果不是她
在我小肘11.吴的严槽要求，我又怎、乞会高机会来浙大呢?

过去的事情，原来我很少考虑过母亲的想法。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可以坐在母亲头上，她很高大;到后来，我到她的肩膀，耳朵，和她一样高，我一亘在为

自己身体上的渐渐长大而高兴，她也是;而直到高一去，我突然发现母亲原来是这么瘦弱，瘦弱得让A怜惜，而她
却要用这瘦弱的肩膀茧撑整今家庭。这一刻，我的心很痛，很惭愧。

回想起两年前在交大的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盲问过我是如何表达对母亲的爱的，我的答案是 : 对亲A表达感

激，尤真是对母亲的感谢，并示是非要在某~特殊的时刻通过特殊的礼物或者言语去表达，而是在平时的生活中用
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解和贴心。然而，我又用过多步行动去证明?

无i仓什么时候，母亲总是记得我小时候的模事，在聚会的时候，她也总喜欢和别 A聊起这些，聊的时候她很开
心，仿佛我永远是今长不大的孩子。每当这~时候，我总是很厦感，干方百计地想把话题岔开。但是，我决定，从

令以后，安静地去昕地芥知道是第几次兴高采烈地讲起这些事。事实上，我们在母亲眼里永远是命孩子，不是吗 ?

感谢，就从身边的小事开始，试着去理解母亲吧。

后记:

小时候t 我曾羡慕过别的同学的家庭也 因掏钱的父母都是最普通的工人4 我的家庭条件大普通74
大多数同学 。 我为曾有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 套周李键的歌曲 《父毒》 串的歌词
骄傲，我却未曾因你感到自豪 。 你如此宽厚，是我永远的惭愧。

控制印象
· 宋超

这是来到控制的第一年。我想说，在这里每一天，都是那么的开心而美好。高许多许多的回忆，从这里开始

书写新的篇章.. ....
回想起初来王泉，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熟悉。已经习惯了匆匆忙忙，奔下六楼的慌张;习惯了一出门，便是蓝

田学园的那个小花园;习惯了在没有课的晚上，窝在西区自习室的闲适。以至于当穿过绕来绕去的走廊，面对着
的是宛如布达拉宫的阶梯的一霎那，不由得高些恍惚，仿佛瞬间移动般的感觉，从紫金港来到了玉泉。

可是新的生活依然在继续，不会因为我对从前的留恋而停住脚步。
还记得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是自控，这可以说是我与控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一天旱上，我带着一丝期待，

也带着一丝敬震，紧张地坐在教t202 ，等着铃声响起。上自控的吴明光老师，一个很有趣的人，喜欢在课上说
些笑话，来调节气氛，可往往最先笑的反而是他自己。所以直到现在换成周立芳老师上课，我们]依然会想起吴老

师，那满满一黑板的板书和那旬"又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的话语。
大三的课，比起刚刚过去的大二，并不算很多，可是很多人，却越发的觉得时间不够用。也许是因为课程的

难度加大，也许是因为大三的我们开始对自己的未来高了规划与要求。褪去了大一的青涩，摆脱了大二的无目的
的忙碍，大三的我们开始努力地绽放自己的光彩。参加各种科研竞赛，如机器人大赛、挑战杯，参与各种社团，

如团学联、学生会。开始有目的地锻炼自己，充实自己。
时间沙i盾的沙缓缓在流逝着 . .....

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已融入这里的一切，不会再如当初一般无聊地比较着玉泉和紫金港的差异，也不会发果时
就想着曾经的曾经。慢慢地习惯了走在玉泉林荫大道上的悠闲，慢慢地习惯了穿梭于教七与寝室间的不慌不忙，

也慢慢地习惯了每节课的教室里都看到熟悉的面孔。我喜欢下了课，挂着茵茵去怡膳堂;喜欢偶尔放松，和吉吉
一起去南门外吃麻辣烫;喜欢靠在杨杨和佳佳的肩膀上，漫步校园。

系里面的老师都很热心，也很相善，他们很乐意去帮你解决学业上的问题，也很乐意助你完成科研掏想。相
对的，你也要付出你的热情和努力。这里是你的发展平台，是一幅空白的画卷，供你突发奇想，添墨加彩。

来到控制后，你会慢慢爱上自习的感觉，拉着室友一起驻扎在专款，吹着暖暖的空调，一起学习，一起解决
学业上的困难。直到要关门，才慢悠悠走出来，逛到小吃店里吃吃关东煮，再回到寝室水水98和班群，一天就这

么很快地过去了。
我眼里的世界很美好，但是也奋不快乐，只不过它们如沙子般，会很快地被风吹去，消失不见。我会记得所
高的快乐，我会珍惜所高的美好。
希望在控制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单纯地快乐着，也未尝不好。

我知道，控制的大家庭，很温暖，很美好。

说起庄子，从初中起便对他有了一种特副的执好:因为他的自由的

庄

灵魂，因为他的在乱世中宁求逍遥无待的精神.
庄子的文章，读起来是很畅意的.生在战国的庄周并没有被当时盛

子

极的对话式文体所束缚，而是大量应用了叙事体和寓言，他丰富的想
象，张扬的文笔，旬出了一幅幅蜻丽而玄幻的精彩画卷，极具浪漫主义

自由之魂

色彩.司马先生评价

11真言洗洋自恋以适己"，意出尘外，怪生笔

端.也许正是由于他对于不凝于物的毕生追求相对权势名利的鄙弃使得
他能够写出自己真正的心声.而且，他的文章往往看起来并不严密，常
常倏忽而来，又骤然而去，行所欲行，止所欲止，变化无端，但细细晶
睐，冥思想却能一贯始终.为他的文章平添了几分引人入胜.而《庄
l曰

子》中的精彩片段，譬如 M 庄周梦蝶"、

沫"、

"居丁解牛"、

M 相濡以

"知鱼之乐"等等，更是阜巳妇需皆知的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喜欢庄子的最主要的原因.真正让我沉醉真中

的，是庄子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不自由，由宁死"，古今中外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从未息止，然而
真正能够理解究竟自由为何物的人又有多少呢?自由不是肆意妄为，自由不是心想事成，自由更不是意昧着可
以满足人们的-己之私.在庄子眼中，自由是-种崇高的境界与追求.
《庄子》内篇七篇，是全书的精华所在.真中亘以真-<<逍遥游》与真二《齐物论》为首，掏成了庄子道
家的核心思想.

"北冥有鱼，真告为盟，醒之大

11 高中课本中的这段逍遥游的节选想必是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庄子

笔下扶摇九天的大鹏与不能语冰的夏虫用真特有的寓意向人们传述着他眼中的逍遥:躏与学蝇，朝菌夏虫，实
际上反映了庄子试圄超越时间和空间，摆脱害观现实对自身的影响和制约，忘掉一切来实现"逍遥"见解.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日:至人无己，神入无功，圣人无
名."达到如此，才是庄子心中真正的逍遥:真正的逍遥必然是无所凭藉依附的，是悠游于自然之中的.

"知

效一宫，行比一乡，德舍一君，而徽一国者"是有待于君;宋荣子"定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是有待于
民;"列子御风而行"则是有待于凤.

'有以为来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真次以为有物矣，而来始有封也.真次以为有封焉，而来
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从"来始有物"到 M道所以亏"，庄子

阐述了从世界刨建之初，万物在人们心中从无所差别到有分是非，便也随之产生了好恶之心，进而迷失于各种偏
见与执念之间，于是乎一个对立的世界形成.因此，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便能达到"逍遥".在庄子
的哲学中，

"天M 是与"人"两个对立的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 M人"则代表着"人为"、人们刻意而为

之的一切，是有悖天道自然的.

"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

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东西、那些人们在尘世间沾染的不良的精神，去顺从"天道"，就是庄子所提倡

的"逍遥".

所以，在《齐物论》开篇写到心若死灰的南郭子霉，便是强调了"齐物"的关键并非在事物本身，而是在于
人心.正如庄子在逍遥游第一中提出的三种人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为便是大为，无用便是大
用.要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摆脱各种束缚相依凭是唯一的途径，只萄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周遭一切:
M若一志，无昕之以E而昕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昕之以气!昕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
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方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正如他在《这
生》中所言..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旦得苟言乎?既己谓之一矣，旦得无言乎".

这种对万事的通达和不羁才使得庄子能够"鼓盆而歌，歌妻化羽"、能够拒绝权利，

"曳尾泥中"、能够说

出"浑雄十步一曝，百步一饮，不哥畜平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无需过分
注重那些身外之物，虚名小利反而枉耗心神.游珑踵字，从窑不迫.人生的最高境界应是以自由之魂，以齐物之
心，心若明镜，潇洒自如，以游无穷.

最近一次被恶狠狠地感动到，是淘出《昕不到》

像是所高秘而不宣的心思都在和冈熏过的曲调里

的 MV ，梁静茹聊赖地旋着小红伞，垂目侧首之际可

渐渐膨胀出无数干净美好的梦境.蔡依林是一定会和

见跳脱的稚气，而不确定的忐忑与甜蜜却一寸一寸在

周杰伦在一起的，毛利兰是终于会等到长大了消灭了

歌声里温柔绵伏地摇摆着.

黑衣组织的柯南的，清空了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作业后
的周末是可以被痛痛快快挥霍的.
李清照的声声惺被编排成SHE长相思的 rap ，老

①二零零三年

师逐字逐句解说着的时候，你会稍稍低首，把脸埋在
似于在一夜之间，东风破就响遍大街小巷的每一

书后，兀自与谁心照不宣似的微笑起来.

家盲像店。捂着硬纸版垫着厚报纸的帽子铺里，封面
粗糙的盗版《叶惠美》被万万正正地摆在柜台上层最

②二零零丸年

显眼的地方，播放的录像里明快的旋律总是和JAY的
从十八选六考场里豪气干云出来散伙饭的晚上，

口型对不上号.
班上的男生突然就不打弹子不拍反斗圈不溜

一帮子人挤在好乐迪大包里声嘶力竭地 K歌.一首在

YOYO球 ， 全部商量好了一样眯着眼睛 ， 翘着嘴角哼

《在梅边》被几个男生参差着硬生生唱出一段满江红

着嘟嘟歪歪语意不详的调子，眼角眉梢却是和JAY如

的气势来 ， 每符重重的殴字落盲处都带了不罢休的泄

出一辙故作深情的腼腆和故作洒脱的青涩.女生的抽

愤意昧，像是离愁别恨，前欢旧梦，就此各奔东西.

屉里慢慢塞满了各种海报，会趁老师转身的空挡，暗

层层叠叠交错着打下的灯影，黯魅姐姐地漾着

暗翻看一眼书页夹层里的贴纸，下课后能零星昕到诸

亮 ， 我蜷在沙发角落里踩着节拍撒娇般地轻轻晃着微

如 M哎呀呀，帅呆了 " 之类的对话.

微的胳膊 ， 微微侧过脸来，眼里一温五色的湖光，声

统布着小心翼翼的柔软"帽，怎么了那。"
我摆手却只说没什么没什么嘛.

，乎自今剩

我想间还记得吗，很多个这样的晚餐过后，广播
.~步很

站的音乐 ， 凤一样卷过教学楼间的天空 ， 在灯火渐明
的走廊里迎面扑来，许昌的《高何不可》被暮色修董

出斑驳不清的边角.

边列着几何方程一边偷偷接下兜里 MP3 的快进键，

旧，座旁的女生扯着嗓子大嚼"杰伦我爱你"

声

我想间还记得吗，很多个这样的自修课，我们一

敲着琴键缓缓唱着开不了口，面目模糊宛如年少依

一声，直至渐渐微弱被掌声盖过.

罩着帽子却仍外露出一截绕成圈的黑色耳机线，林

12 月的最初收到心心念念了三年终于出版的小

俊杰黠腻的声音和渐渐固暖的天气，一道在耳膜上

说，捧着快递盒骑车穿过大半个紫金港，食堂的灯光

潮湿起来。

在明寐的夜色里剔透地辉煌着，幢幢人影中漫起的雾

我想间还记得吗，很多个这样的巡寝时分，你挽

气沾着月华贴着肌肤刺骨地凉润起来.

着我的手靠着我的肩酶，十指如飞地发着短信，手

和小严提电话粥的时候，她半带欣喜半带伤感股

机屏幕在浓帽的黑暗里幽幽缸出蓝色的光晕.斜趴

呀呀又要过年了，我嚼着亘鼓应道是啊是啊我爱好口

在栏杆上，可以看到对面寝楼手电一点不分明的

昧都大龄女青年化了，室友凑过来说别解释了你就是

亮，忽然划破视野中无边的静谧，然后迅速涅灭在

只老女人嘛.于是真的就不知不觉后知后觉渭进了二

Shayne Ward1非恻的浅吟里.

零一零年的尾梢.

凡此总总，除却来路，别无归途.

③二零一零年

10月的国庆去了趟JH ，途径现下人来人往的福泰
隆，突然就想起那时候的周末强挂着你们陪我去席

殊晃荡整个下午，回程的 10路车上寥霎几人，夕阳
的余晖铺了一地情色的尘埃.
11月的中旬去昕他的演唱会，他在远处台中央

仿佛所有，昨日不及燃尽，今朝己见殆去。

J三
·文三四
育的时候我会觉得紫金港是个很美的地方.在骑自行车路过月牙楼的时候，偶尔会看见难得很蓝的天空军日飘
逸的云，或者夕阳西下时桶黄色或紫红色的晚霞;从东一最西边下楼的时候，常常能够看见阳光下的启真湖泛着
制制的波光.傍晚从东区临湖的庭院眺望西区，教学楼模糊的轮廓和罗列冥中的灯，会让人觉得很沉静.比较清
闲的时候在圄书馆的-排排书架间穿行，会觉得很惬意。

常常觉得，能够认真地学习，也是→哨民美好的事.然而这些感觉却很难延续下去。也许就在下一秒，我就

开始为五楼的自习室心烦意乱;或者还高四篇论文没写，而截止日期将近;又或者种种考试均要到来，却己来不
及逐一复习，不免焦头烂额。我也知道，这些俗事都不该成为扰乱闲适心境的理由，可是，也许是因为我本来就
是一个世俗的人吧，总是不能在各种事情的狂轰乱炸之下仍然淡定自若。从理论上讲，这些事情应该使我感到充
实，然而我却只感到疲惫和焦虑。我已经想不起来这种感觉和高中是否相似了，尽管我的高考才过去一年.我隐
隐约约能记起的是高中时期的紧张和繁忙，以及抱怨和劳累，可是现在回忆起的高中已不再是那时应付成堆作业
时的煎熬和数不清的考试的折磨，而是很简单的、效率很高的一段时光，还有相同学们一起渡过的一段平静的生

活。相比现在，高中的生活也应该是比较美好的了。然而当时的我若是昕到了这种评价，一定会很愤慨地谴责自

己的遗忘吧.

我再时也会对未来产生妄想。假想中的事情通常简单而美好，虽然我也能考虑~~过程的困难，或者选择的痛
苦.然而，在我的假设之中我却总是能神奇地解决所有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回忆和想象的神奇的功能，官们

似乎能够滤去那些不够理想的部分，而代之以美好的修饰或者幻想.

这也算得上是我对美的认识吧，也许以上也并不足以作为例证。美的感觉是难以在现时延续的，芭只能够在
对过去的留恋与对未来的憧憬中存在，然而这份美可能已经失去真本真，或者已经经历过回忆的处理或者删改，

只怕不再是当时瞬间的美的冲击;也许官本是概括中的美，不存在于任何一刻，却来源于过去的每一个时刻;或
者宫是对过程煎熬的估计不足，而导致的美的妄想.然而我却仍旧希望美的感觉能够维持，这大概也只是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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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在杭州|一一玉泉篇
·文周乐
杭州|被称为晶质生活之城，既然大家来到了这里，好好享受一番是少不了的。浙大玉泉校区地处西湖畔，高很

多餐饮、娱乐和休闲场所供大家在学习工作之余放松心情、调整节奏、享受生活。本文就选取几个玉泉附近的地方
和大家分享!
玉泉北门附近百很多便利的小餐厅，比如沙县、土菜馆、奇昧鸡堡、西溪滋昧、好昧豆浆等等，环境再好高

差 ， 相信许多人都去过，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下面介绍几个稍微远一些的餐馆。

澜浙 会

地点在黄姑山路上，可以办张88t斤的卡，后来发现即使打折之后性价比还不是很高。比较好吃的菜再土豆泥，
是比较偏甜的，剁椒鱼头，加上面条很好吃。还高一道菜叫霸王鱼头 ， 昧道差不多，但是要贵很多 .... ..里面环境很
不错，这里的菜很多都是偏辣的，是喜欢吃辣的童鞋的一个好选择!

8 人 8 家海鲜 工萌
地点在黄姑山路和天目山路交接处，这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批特价菜，所以筒子们不要喜羞，在这里全
点特价菜是完全可以的， {;象神马9块9 的三只蜻蟹，很便直的每次都会点好几份的虾饺，都是大家喜欢的东西，不

过特价菜数量有限，供大家选择的不多。另一个各人各家在文二路上，离王泉较远。那里的可选量就更多啦，而且
环境也更加好，特别提醒下，这两家店的包厢可提前预定，还有，两家店饭后都有口碑极好的花生刨冰赠送。
八月 美食 园
地点在万塘晤，是一家云南菜馆，也掺杂了一些杭菜，汽锅鸡是它的招牌，昧道很好，而且饭店的阿姨还会告
诉顾害里面有神马天麻啊之类的滋补的东西，总之几乎是每次必点。还有云南年糕、盐1考睦子、辣炒百花菌及各种
真他菌类，昧道也都还不错。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点一下醉虾，很有杭城特色。饭店的老板很 nice ， 而且浙大

的学生可以打时斤，价格比较适中，唯一的缺点是酒水硝贵。
湘绅 家厨

八月美食园旁边，湖南菜馆。虽然点菜系统很先进，但是环境一般，比较适合5人以下的小聚，比较酶，但是
菜很好吃，再一种狠辣的鸭子，做法~~火红年代的土匪鸡差不多，还有玉米酥和包心菜都比较有特点，还有比较推
荐的菜有毛家扫肉、剁椒鱼头，如果能吃辣的人应该会比较爱这家。
同乐胡
在益乐路上，粤菜，大部分菜都偏甜，可能大部分人都吃不惯。环境很好，菜的质量也算不错。记得这里的猪
尾很好吃，还高一些粤系的点心，不过菜价很高， 60-100/人，买缘网的打折券后也不是很划算。

B

{~才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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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偌
广东菜，是潮州菜系，各种粥都很赞 ， 比如马鸡粥、排骨粥、海鲜粥，冬天的时候这里是喝粥的好地方，比较

推荐。卤水拼盘、普宁豆腐、撒尿牛丸都是比较正宗的潮州、|菜，还高一大特色是海鲜，大部分是时价，大家要事先

问问眠，消费在 50/人左右。

ìim M!凤
杭州、|菜，有各种菜泡饭，菜价不算高，但是分量不大，做的比较精致。比较推荐的有川烫西兰花、各种点心。
这里还是一家棋牌室，可以边吃边打牌，但是费用比较高，不如一般的棋牌室。
川味泡菜帽
表示是我吃过的猥酶的几家之一，印象中所高的菜都超辣. ... .环境一般，但是想吃酶的人在这肯定会很爽 . ... ..具

体的菜名我没晗印象啦，大家可以去点评网上看看，但是这绝对星喜欢吃辣的童鞋必去的店!
普罗斯旺

法国餐厅，有米的同学想体验下比较正宗的法式西餐，还是比较推荐这里。环境很好，菜的分类也很考究，想
去的同学最好先做下功课晗，要不然点东西的时候会一头雾水，消费 150/人，所以是有米的同学可以去体验。

自!直
白鹿是杭帮菜的典范，基本做到了物美价廉，离我们比较近的店在龙游路上的新白鹿，还有大家去银泰武林店

逛街的时候，旁边的耶稣堂弄有家老白鹿。但是无论哪家都是人山人海，特别是在周末，排队在一个小时以上都是
很正常的事情，即使是预定包阳最好也要提前一周，可见真火爆。招牌菜有碎蒸自卢鱼、蛋黄鸡翅、 蛋黄仔排、童子

鸡、黄金糕、碳炜肉等。
川味观

吃火锅的很好的选择，杭域有很多分店的。锅底不错，牛肉和羊肉都很新鲜，蔬菜拼盘和菌菇拼盘都很给力，
分量很足，而且年糕、贡丸等质量也很好，所以还是比较推荐。

绿茶
龙井路上的绿茶餐厅，环境nice ，菜也很精致。面包的诱惑很推荐，烤面包上面搭配了冰激凌，很有特色。真

他比较推荐的是农夫炖鱼，还有各种烤肉，这里也是人超级多的餐厅，最好旱旱地前往。
港式 荼餐 斤

比较有名的有西旺相嘉乐，带有些粤菜的烤昧在真中，比较推荐的是各种甜晶，比如菠萝油和冰火两重天，还
高各种t.&类相信也是很多男生的选择。

浸步一 φ 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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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水上巴士，一路上缓缓而行，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不知不觉船在码头边靠了岸，
西溪，到了 ..... .

我们下了船，沿着一条小蹈，穿过大片的芦苇丛，白茫茫的一片，为这里的寂寥又平
添了另一种兴致，据说"秋芦飞雪"也是西溪的一大奇景。同行的人还饶高兴致的折下一
支芦苇，一路摆弄。

.主养品

夸 ρO悟
M 出网，
'易堂，每'穹

走了不到二十分钟，我们〕一行三入到了西区的门口。走进，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种别样

的风景，水是这里的灵魂 : 清澈见底的池塘，水边芦苇丛间欢飞的鸟儿，浓重水乡气，惠的
古建筑， jE堤漫步的男女老少.. .. . .眼前的景色远离了外界的喧嚣，是一种醉人的美。

此刻我们]的脚下是寿堤，与由折蜿蜒的五常港并行。站在堤上 ， 遥望山色翠绿，众鸟
欢聚，而低下头，河港中的鱼儿又讲述着E旧的趣事，堤岸与河港交相辉映 ， 我们如同在
画中游走，插脆的自然风光，让人着实与大自然亲近了一把。寿堤把西区的各色风景串联

一体，沿着寿堤，我们向前走着。
没走多远，我们]面前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宅居，这里是洪氏宗词，之前我也没再做好功

课，搞不清楚洪氏家族到底高何故事，但眼前余秋雨先生的一幅对联"宋朝父子公侯三宰
锢，明纪祖孙太保五尚书"让我明白难怪这洪氏家族是当时再名的钱塘望族 ， 一家出了三
个宰相，五个尚书 ， 这样的家族可绝不简单啊!走进大门，从门屋到享堂，再到寝殿，整

个词堂透着浓郁的文化气息。里面高祖先的画像、?且训和祭祀的牌位等向游人开放，各种憧联匾额展现看书香门第的
大气豪放。
我们走过宗祠，左转是钱塘望族一-):共氏家族的文化展馆。刚一进门，仿佛时空穿越，回到了科举制度的时代，

从乡i式、会试到最后的殿试 ， 整个展馆以人物彩像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每个彩像活灵活现。乡试、会试的考场
上，再头发花白的老人，再年轻强壮的青年，还高稚气来脱的孩童。各个寒窗吉i卖的学子伏案思索，神态各异。监考
冒端坐在前面，气氛紧张严肃。回过头，是科举的最后角逐-一殿试，皇帝坐在大殿之上，宦官服侍左右，大臣在两

边，中间的一个人表情激昂，似乎侃侃而谈。看了四周一幕幕场景，感觉真的置身于那个年代 ， 体会寒窗学子为走上
仕途之路的苦与乐。
当我们依旧沉浸在科举气氛中，不知不觉转进下一个展馆 ， 四周的墙壁上名人诗句汇聚，育的赞叹洪氏家族，高

的欣赏西溪风光。真中一酋是康熙皇帝笔下的西溪
"十里青溪曲，修重入望森。暖催梅信旱，水落草寝深。欲藉渔
--、‘
为业，园绕笋{乍林。 - ~风景淳朴，不厌一登监。"可见康熙对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及淳厚质朴的民凤是大加赞美。 .
上楼 ， 这里展示的是武试，高十八个彩色塑像，每个人各执一种武器，摆着各异的造型，显示着中国武术的力。十八
fit

l '飞、

种武器特点各异，真中高一种武器，真头部是一只手只伸出国f旨和小指真余三指握着一枝笔，我们还讨论了一番，这
武器是昨用的。
除文化古迹和彩色雕塑，这里还融入现代科技。电子书存入

，又再一些富教于乐的游戏设备。可l

主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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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西溪湿地西区风景区是西溪公园开发的三期工程，很大一部分景观还在统筹建设中，未向游人完全开放。

尽管如此，她的美也是令人惊叹的。三期风景区以洪氏家族为核心，主要是让游客感受文化湿地的氛围。寿堤贯穿
整个西j翼的西区，沿着寿堤，去荆源访古感受明清古建筑的非凡魅力;到龙舟胜会(这个封号可不是我弄的，是乾

隆皇帝下江南是经由此地，有感而发)见识干南竞技的盛况;到五常人家感受淳朴的民冈，体验江南水乡的风情;
到火柿映波享受收获;到历史名人的博物馆去长长见识;还可以到现音庵去走走. .. . ..如果不喜欢散步，可以乘观光

车把西i案的美景一览无余;甚至，你哪都不用去，只是站在那里，一样可以感受到独特的魅力。渐渐的你就会越来
越懂得为什么这里是文人墨客的隐居圣地了。

当然，你还有个不锚的选择，就是跟我们一样，继续走，穿过一片原生态的自然风景，从西区毅行到东区。来
到西溪另一个人文风景区，这是二期工程，大部分对游人开放着。

这里，我主要想说一下高庄。这是清代文人高士奇当年的隐居之所，伴着清幽高雅，略带哀伤的音乐《枉凝
眉))

， 穿过两边茂竹层叠的小路 ， 几番辗转之后，面前是震览亭，里面有一个石碑 ， 正面"高庄震运"四个字苍穹

有力，转到背面，几行规整精到的小楷迎入眼帘。我不懂书法，又文采匮乏，这字就先不说了吧。倒是两边的一幅
对联让我印象深刻"翠荤曾停红莲依旧，震游不再斯事难逢。"这庄主该是何等的贤人雅士啊!怪不得高士奇会

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下江南时就住在高庄。
拍了张照片，继续往前走着，走进高宅大门，正厅、{则厅、书房、厢房、后花园.....这里各种古建筑汇集，可

以与苏州园林媲美了。高宅里面房间层层嵌套，桌椅古朴简单又不失大家冈范，摆放的整齐典雅，墙上的字画看出
主人对艺术的见解之深。

最让我留恋的还是高庄的后花园，翠绿清澈的湖水，自由自在的鱼儿，朴素大气的八角亭，由折幽深的长廊，
穿过湖心的长桥. .....我尤真喜欢那条长廊，静静地走在长廊之中，侧着头欣赏着廊外的竹、树、亭、水 、 桥. .....在

这条长廊的尽头，侧墙被打开一个大圈圈(这样说有点破坏美感，但我也实在没什么文采了)。透过12;，八角亭，
另一条长廊，清澈的水，书房的一角.....构成了一幅锁在圈圈里的画，这里是拍照的好地方。站在这里，不同的角

度，眼前是不同的画面，你不会想急切的趴在边上要看尽全部美景，你也不会想急切的走出去，因为仅是高庄的一
角也着实令人心醉。站在这里让人更加淡定，再种旁观者的感觉，不像是赏景，倒更像是一种向往，向往着圈外世

外桃源。

总之，这里偌-'-1';金 " 我梦想着可以和家人、 朋友在这里久留，不必离去。但夕阳已经在程放最后的余晖。我

站在那个圈圈里， 毒草对同画的风景，夕阳映在水里，人间出现了两个坷，醉人的美景已经让人搞不清哪里
里是水了。

西溪，这里到史提7M :!..;者澈透明;这里还是鸟的天堂，清晨可以昕着鸟儿欢唱 ; 这里是梅竹之乡，优雅宁静;

•

2004年 10月 28 日，杭州市在市区运河干道开通

运营了水上公共交通巴士。这也让杭州成为了全国首

个具奇市区水上巴士的城市。经过几年的发展，杭州、|
"水上巴士"服务渐渐渗入市区的支流河道，船体外
观也作了大幅调整 ， 更高了古色古香的韵昧。

本，ι 巴，士一一余杭塘河段

余杭塘河，古称运粮河，是古运河延伸段，民间

俗称"运河尾巴"。西起余杭区余杭镇，流经仓前、

.~二陶字 T仓

长桥、女儿桥、保安桥、庆丰桥至康家桥注入京杭大
运河，是京杭大运河一条重要分支。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南边的余杭塘河水平如银

镜，微风时而带着些许水乡古朴的气，曹、轻扰路人。水

j皮涟酒，有节奏地触攘两岸碎岩，似在招揽乘害，又

似是夹道欢迎。

上巴士浙大码头，坐落在紫金港医学院围墙外，僻静

船只高一层，从外侧看上去古典雅致，舱内部格

的小道边。由麦香食堂后面的小路向右走去，约莫走

局更是别具一格，除了前舱一个巨大的电视机和操作

2 、 3分钟便到了浙大码头。浙大码头是一个仿古的

台，舱内所有设备都被一种复古的中国红包围着。边

小长亭，斗拱、飞檐和j奈得嬉红的檐桂让等船的乘害

上的座位与河水仅高一窗之隔，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

仿佛置身于百年前的古杭州1 ，透着一股江南水乡之独

碰到这丝滑的河水。再向窗外望去，两岸翠绿的草坪

特的韵昧。亭子的回廊间，每一根檐柱上都挂再对

和纤瘦的翠木倒映水中，倒像是坐着游船观光了。偶

联，乘害们在等船的同时，一边欣赏两岸的风景，一

尔会发现，生活闲适的老人零星地坐在岸边垂钓，一

边晶昧对联的内涵，惬意而闲淡的心情油然而生。在

人一椅-鱼竿，仿佛时间就在此刻静止。一切景、一

这里，不会让人感觉到丝毫杭州、|繁忙的城市氛围，奇

切物，汇成一幅幅迷离的水墨旱己将乘害们带离忙碌

的只是悠然自得的幸福淡然。等船之余，有飞鸟轻掠

繁华的城市，带出繁重的工作和学习压力，投身惬意

于平静的湖面之上，让人眼前猛然一亮，被这突如真

怡人的自然韵律之中。

来的野趣，挑起了静心凝楠、细细观赏周围景致的兴
致 ， 少却了等船闲暇的无所事事之感。

水j皮有些微漾，远远看去 ， 一艘形似古脑的游船

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乘坐水上巴士的游害并没

再很多，因此在这里不用担心船内的拥挤，也不会再
马路上难闰的汽车尾气，更不会再难以忍受的堵车。

正缰缰行来。目及之所，同样漆得深红的平顶船，静

从浙大站乘坐水上巴士前往西溪湿地仅仅需要 30分钟

静匍旬在青绿的水面上，像是一座古朴的湖心亭。与

的时间，这将是一段远离城市街道探访古朴自然的悠

真说它在行驶，倒不如说是在随波而下。船渐渐近

闲之旅。假期来坐坐水上巴士，感受感受这古朴悠闲

港，原本平静的河水也接擦不佳了。荡漾起了一波一

的气息是个不锚的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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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西溪湿地景色之精髓在于:冷、野、 j炎、雅。

;令之幽寂、冷静，好似都市里的一帖宁静剂.
莱茵泛月
该景位于五常港冬御田里.月夜泛舟芦港，四望茫无边际，晶光摇曳，股洁眩目，月明溪动，光漾天际.厉鹊
诗云"一曲溪流一曲烟"

，非亲临真境，不知真美也。明人施万于月夜泛舟西溪，有诗写道"自露带莱茵，月

光翻在水。恍若御天风，高歌云汉里。"

野之天然、野趣，宛如红尘中的原始净土。

莲滩莺影
在西溪湿地登高望远，感受的不是荡气回肠，而是精灵般的禽鸟。高台1见鸟为远1见，苇丛观鸟宣近窥。远现社

鹊黄瞄轻巧回旋，近窥白莺点水展翅而飞。 D~禽宛转丛林，生意盎然，野趣纷呈。

淡之淡泊、清远，使人回归自然之宽广.

秋芦飞雪
莱茵深处，四面河流溪水环绕，东面秋雪滩上的芦花摇曳，一经风吹，花白而轻如棉絮，随风飞扬，如漫天飘

雪，着实有"莱茵弥望，花时如雪"之感。

雅之文雅、沁雅，随处可感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

西溪草堂
穿过一条长长的竹径，来到一户小庭院前，叩晌清脆的铁环声，悬挂着"西溪草堂"匾额的门拮应声而开，一

个精致的小院呈现眼前。地上长满了细细的青草，四周由篱笆筑成，青翠的竹子掩盖起白色的泥墙，古井、葡萄藤
架、石椅......一幅}享朴幽静的农家圄.突然，两只燕子从边上的"快堂"内飞出，看来燕子也喜欢上了这幅农家美

景，在内堂筑起了鸟巢.草堂东侧堤岸葱宠，视廊深远，北侧野草浅滩，西侧层叠与堤塘相连，远处柿丛疏朗、自
茅呈带，另有一番平原意趣。

;J;J.
整个西溪湿地景色之独特之处在于四季的变换，春丽、夏茂、秋硕、冬俏。
踏青寻花
"虽无弱7l<三干里，不是仙人不到来。"春日的西溪湿地，水绿如蓝，花开似火，到处生机勃勃。无论在草滩

上漫步，还是驾舟荡漾在碧波上，都会让人神清气爽。自觅水边花丛，以蓝天为顶，绿草为毯，百花为屏，虫鸟为
伴，铺展餐布，与好友、家人在这自然的怀抱中野餐小慧，自是神清气爽，胃口大开。
桑憧吐翠
"绿阴幽草胜花时"，湿地内几干棵树木，散发出浓浓自然生机，三棵百年老憧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漫
步于青石小蹈，踩着婆婆树影之间投射在石子小路上的光晕，呼吸着湿地散发的特奇的绿叶香甜，池水清新的空
气，这盛夏的暑意又剩几分呢。
火柿映j皮

柿子树，被誉为长寿树， t绝果。前人称赞"柿再t绝 : 一长寿，二多荫，三无鸟巢，四无虫噩 ，五霜叶可

玩，六佳果可食， t落叶可书。"每当金风送寞之时，一树树饱满次第呈现眼前。
蓝天碧云下，苍苍翠翠，一望无际的柿林，一粒粒桶黄的果点染了这幅美极的柿林秋色。有的柿树叶子已几乎
落尽，只剩下一树丰硕的果实，伸向蓝天里，仿佛一盏盏红灯笼，高高挂在枝头，点亮了这片柿林的秋天。西溪水
岸，红柿万株，红果累累，辍满枝头，乡村田园景色展现眼前，使西j翼湿地显露别样风情。
游船探梅
在西溪观赏梅花，最富有前致的地方是 : 水上现梅、陆舟探梅。((西湖志》称 : 阜春花时，舟从梅树下，弥漫
如雪。梅花暗香阵阵，水上寒气弥散，凛冽之中夹存着幽苔，让人不禁摇槽前行，沿着蜿蜒前行的水路，欲一探深
处梅影芳踪。除了沿水路能看到岸边梅树探头，往东南深处划去，过春信桥，便可见漫山遍野的梅花，登岸拾级而
上就可见否梅园和红梅坞。否梅园是梅墅土坡最高点，可以倚梅望远;红梅坞以梅树为篱，再现旧时生活:场景。

"游"感而发 :
信步于西溪湿地的古朴小蹈，每走到一个路口，总是踌躇着不知该往哪条小道拐去，每条小路的延伸之处总再
看别具一格的风景，走着走着便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的豁然之感。伴随着秋日傍晚的夕阳，走过一座一座旧石
桥，回昧着那些在城市中旱己淡去的自然古朴之感，踏上木制的渡口，昕闺咿呀咿呀由远而近的摇槽声，感受到脚
下河水涤荡木桩的轻颤，伸手握住那残存的日光的温暖，眼光目送水波伴着小船远去隐入一片苇丛。迫不及待的提

步寻去，却因河水交汇相隔，只能在脑海中幻想着那沿岸苇丛随水起伏，夕阳透过交错的树权，将一船-人映在泛
起涟洒的河面之上。"疏影横斜水清浅"

，秋日西溪湿地，唯此句可尽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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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剃系 2010-2011

大事记
2010-01-07

美国大学生代表团参观控制系实验室

1月 7 日下午，由美国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53名师圭和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30名师生组成的美国各校大学生代表团，分三批参观了我系的控制工程实验室与机器人实验室。实验室所展示的各
种标志性研究成果，给美国大学生的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我系首次成功接待大规模的外国代表团，为促进控制系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贡献。

2010-01-08

控制系举行2010年第一次全体教授会议

新年伊始，控制系在富阳召开了 2010年第一次全体教搜会议。会议倍U广大教授旧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共
高26名教授参加了本次会议，孙优贤院士、系党政领导等口机关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系主任荣冈教授和党委

书记王慧教授共同主持。此次教授会是系实运转一年后对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的会议，为控制系2010年各方面工作
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工作目标。

2010-01-14

控制系召开青年教师迎新年座谈会并成立青工委和青年教师联谊会

1 月 14 日下午控制系召开青年教师新年座谈会，并举行了控制系工会青工委员会暨控制系青年教师联谊会成立
仪式。座谈会分为成立仪式环节、成长经验介绍环节、自我介绍及活动建议环节 ， 各个环节中老师们〕畅所欲言，献
计献策，会议增进了大家的相E了解，为今后举办更多的活动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2010-01-25

控制系召开2009年度中层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搜照学校党委统一部署， 1月 25 日下午控制系中层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搜时举行 ， 教工支部书记邵之江老师、
谢依玲老师参加了民主会议，认真昕取了系领导班子的总结和介绍。
在召开民主会议前，班子成员做了充分的准备。会上，党委书记王慧老师对2009年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

对个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对2010年控制系发展和规划做了展望和安排。随后，真他班子成员对自己的分
管工作情况做了回顾 ， 并就个人和班子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上，大家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了建设一流学系的信心和决心。

2010-01-27

控制系工会召开系工会骨干座谈会

1 月 27 日下午控制系工会召开了由全系工会小组长、工会委员和系文体骨干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系工会主席

研制2009年的工会工作做了简要的，蜡。系摆手记王慧眼充分肯定系工会成立来阳展的各项研辄得
的成绩，并向与会的工会工作骨&干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座谈会的气氛非常活跃，与会的工会工作骨干对市一年度系
工会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因

级嘈 宝
•

2010-01-28

控制系举行2010年新春团拜会

1月 28 日晚上，邵科馆的大厅里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控制系2010年新春团拜会在此隆重举行。
孙优贤院士、禧健副校长、张宏建处长、信息学部张素勤老师、归、公室主任王E玉人老师、系全体党政领导及全

体在职与退休者师，其 140多名教职工欢聚一堂，其庆新春。系主任荣冈教搜、党委书记王慧教搜向全系教职工全
面汇报了学系 2009年的各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并对2009年各方面工作业绩突出的教师进行了表彰。

2010-02-22

控制系春节前夕慰问孙优贤院士和刘韵清先生

控制系党政领导在春节前夕分别慰问了孙优贤院士和刘韵j青先生，送去了新春的祝福。
孙院士对2009年控制系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表示将一如继往地支持系领导班子开展工作，

为控制系今后晤越式发展而努力。在刘韵j青先生的家中，刘先生和控制系领导深情地追忆起周春晖先生。系领导表
示要继承周先生遗志 ， 争取将控制系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2010-02-22

控制系春节前夕慰问退休教师

春节前夕，控制系党政领导分两路逐一上门慰问了控制系 30余f立退休教师。

控制系领导给各位退休教师带去了新年的问候和新春大礼包 ， 感谢他仍在控制系 54年的发展征程中做出的突出
贡献，希望他仍今后能继续关注控制系，为控制系进一步晤越式发展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退休教师对系领导的

上门慰问纷纷表示感谢，相信在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控制系各项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0-03-14

控制系开展低碳环保西湖行志愿者活动

为了发扬志愿者精楠，响应国家低碳环保的号召，控制系青年志愿者中心在系团蚕的指导下于3 月 14 日开展了
低碳环保西湖行志愿者行活动。阜上8: 30 ，志愿者仍抵达西湖，展开了先前准备的利用废旧横幅重新制作的宣传

横幅，每人手持一块利用废旧纸报做成的宣传板开始了活动。

这次富高意义的活动得到了杭州市民和游客的高度赞扬 ， 志愿者仰所宣传的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更是为广大群
众所称赞。

2010-03-24

控制系召开2010届春季毕业研究生座谈会

3 月 24 日下午，控制系在工控楼414会议室召开了 2010届春季毕业研究生座谈会。控制系党委书记王慧老师、

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负圭就业工作的赵莉老师、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季湘铭以及毕业研究生代表出席了座谈会。
王慧老师首先代表控制系对各位同学顺利毕业表示祝贺。同学刊〕针对控制系网站建设、班级活动、师生关系、

培养环节中的过程管理、研究生压力、寝室分配研究生会工作等话题分别谈了自于育部删节改进主命
建议。

2010-03-28
3 月 28 日下午，控制系青年志愿者在系团委青志中心的纽霄 ， 俨町本明第讯 A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

志愿者活动。在这春意浓浓的日子里J 志愿者给爷爷奶奶们送去了温情的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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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控制系健身俱乐部"

为了响应新时期"锻炼一人，健康一生，幸福一家"、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

子"的号召，鼓励人人参与健身运动，建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并促进内部交流沟通，增强教职工体质。经多万
讨论筹措，决定成立"控制系健身俱乐部"。
俱乐部下设:登山协会、棋牌协、乒乓球协会和羽毛球协会。俱乐部主任为范菊芬，副主任陈曦。并设高各协
会负圭人。每月在规定的时间内高相应的活动供老师们参与。
1轩民据各人的参与情况，年底按积分评出"控制系健身达人"，由系里表彰奖励。

2010-04-15

控制系"模拟世博"活动隆重举行

4月 15 日中午，控制系团委学生联合会在文化广场举行了"模拟世博"大型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同学参与，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本科生科长i射依玲、系团委书记丁立仲参加了活动。
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真吉祥物'海宝"机器人是由控制系和中控集团联合研制的，为了向同学们展示世
博魅力，展现'海宝"冈采，同时也加深同学们对控制系的认识，系团学联组织了这次"模拟世博"主题活动。

2010-04-15

控制系第二届学生科技文化节开幕式

暨"控制领航一一走近机器人"报告会隆重举行
4月 15 日晚6点半，浙江大学控制系第二届学生科技文化节开幕式暨"控制领航一一走近机器人"吴铁军教授
报告会在蒙民伟楼 138室隆重举行。浙江大学工业控制研究所副所长吴铁军老师应邀出席，并做了精彩报告。
出席开幕式的领事日老师高浙江大学党委学工部副部长郑胜，浙江大学党委研工部副部长李文睛，浙江大学团
委副书记傅方正，求是学院蓝田学园主任曾超，控制系党委书记王慧，系副主任卢建刚，系副主任张Td斤，系党委

副书记叶松，系团委书记丁立仲。校学生会和各兄弟院系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
吴铁军教授报告会的成功举行为控制系第二届学生科技文化节的顺利举办打造了良好开端。本次科技文化节以
"展控制风采，扬求是精神"为宗旨，展示控制系师生的科研热情和精神风貌，传承和发扬"求是创新"精神内
涵。此次活动将历时两个多月，分为开幕式、学j每j乏南、洁如m青春、个性舞台、控制印象和闭幕式等六个篇章。活

动涉及科学讲座、学术交流、志愿活动、体育运动、人生倒真、校园文化、知识竞赛等各个方面，能最大程度地促
进同学以及师生的交流E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相信在学校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系领导的恶心关心下，在控制系师生的热情参与和共同努力下，控制系第
二届学生科技文化节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2010-04-16

控制系召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工作研讨会

4月 16 日下午，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召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工作研讨会，学习贯彻2010年"两会"精神，同时

讨论布置下阶段研究生的党建工作。会议由控制系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季湘铭老师主持，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
和全体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

训 11。在研究生党建工作上高优异表现的刘波同学介绍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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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控'志'者之家"启动仪式成功举行

为了更好地实践控制系青年志愿者 M服务社会、传播文明、奉献爱心、锻炼自我"的宗旨，为更多的控制学子
提供通过志愿活动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平台，推进我系志愿者活动的开展，打造属于控制系自己的志愿者晶牌，
控制系团委于4月 17 日在紫金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311举行了"控'志'者之家"启动仪式，来自全校多个大类的
09级同学和控制系07 、 08级的志愿者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系团委书记丁立仲老师在启动仪式上讲话。

u控"志"者之家"向志愿者代表们展示了已开展活动的成果。最

后，在'志'者之家"成员进行了联谊活动。

2010-04-21

控制系研究生会举办科技论文写作经验交流会

4月 21 日晚7点，由控制系研究生会主办的"科技论文写作经验交流会"在控制系智能所304会议室举行。作为

校博士生会 DMB (登攀)节博士生创新论坛控制系分论坛活动，本次交流会邀请了阳王江、包鑫和曹向辉三位在科
学研究领域卓高成就的学长，和与会同学们分享了他们高关科技论文写作的宝贵经验。

2010-04-23

控制系全体教工党员开展纪念笠可帧老校长诞辰 120周年活动

今年是笠可帧校长诞辰 120周年，为深切缅怀笠可损校长对学校发展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继承发扬"求是
创新"精神，控制系党委组织全系教工党员开展纪念笠可帧者校长诞辰120周年的系列活动。
4月 23 日下午，在系党委的组织和号召下，控制系 36名教工党员满怀敬意参观了应苦在玉泉校区笠可损国际教
育大楼内的笠可损纪念馆。

2010-04-23

控制系全体教师向青海玉树灾区捐款

4月 14 日阜上青海省黯族自治州、压树县发生了 7.1级地震，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引起了我系教职工的关
注。奇的教师主动询问与救灾高关的事情，自从4 月 19 日校工会发出捐款倡议后，系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并带头捐

款，在系工会的组织下，备工会小组长和全系教师积极行动起来。原工控所所长吕勇哉教授昕到消息后，马上捐款

1000元，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系共收到捐款 13 ， 630元。 4月 23 日寄托着暖暖爱心的善款已经转交到校工会。

2010-05-05

Biegler教授与周武元教授受聘长江讲座教授仪式暨学术报告会成功举行

5 月 5 日下午，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Biegler教授和美国北内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周武元教授受聘浙江大学"长江
讲座教授"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邵科馆会议厅隆重举行。仪式由系主任荣冈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情健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优贤、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韦巍教授及控制系近80名师生参加了受聘仪式。

2010-05-08

上海世博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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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本科生党总支组织四明山红色之旅

5月 13 日，控制系本科生党总支主且织了主题为"重ìJ]红色遗址，传承革命激情，发扬求是精楠一一四明山红色
之旅"的学生党员教育活动。系本科生党总支副书记兼团委书记丁立仲老师带领近三十位学生党员来到宁波余姚市
四明山区柿林村过了一次生动的主ru只生活会。

2010-05-15

控制系组织学生干部联谊交流活动

5月 15 日，控制系学生干部联谊交流活动在余杭浙大农业专家园举行。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者师和来自研究
生党总支和本科生党总支的老师和学生干吉日参加了此次活动。
上午10时左右，大家来到农业专家园，参加了趣昧采摘草莓活动，并晶尝了农家菜，餐后，在季湘铭老师的主

持下，各位师生针对学生干部就如何更好地开展活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活动结束后，参与的师生普遍反映很好，
认为起到了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效果。

2010-05-17

973项目"复杂生产制造过程一体化控制系统理论和技术基础研究"

年度总结会议顺利举行
5 月 17-19 日，国家 973 计划项目"复杂生产制造过程一体化控制系统理论和技术基础研究"
~009CB32060~

2009年度总结会议在杭州西子湖畔隆重召开。会议由该项目办公室主办、浙江大学承办，首席

科学家柴天佑院士主持。项目首席顾问吴澄院士、科技部973计划咨询组圭任专家安隋灿院士、强文义教授，项目
专家组成员王子才院士、桂E华教授出席了会议。包括主要学术骨干在内的项目组成员 5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我校控制系钱积新教授等负圭承担了本项目的 03课题。

2010-05-17

控制系研究生团总支成立

5月 17 日为了更好地开展我系学生团建工作，高举邓小平理论辛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立
足学系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切合我系人才培养理念，充分发挥学系优势，为培养"一流的创新型人才"做出努

力。经系团委研究，并报校团委组织音由比准，决定成立共青团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研究生团总支。并确定
季湘铭、郭诚、张杰为第一届总支书记处成员。

2010-05-19

控制系召开研究生德育导师工作会议

5月 19 日上午9点，控制系研究生德育导师工作会议在工控者楼414会议室举行。学系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叶松副

书记、研究生德育导师和学系负圭研究生恩政以及就业的老师参加了会议。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季湘铭者师主持了会
议。

会上，叶松者。刷新主了学校"保稳定、树典型、造氛围"的工作精神，赵莉老师和季湘铭老师分别就研究生近
期的就业和恩政工作情况作了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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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举行春晖奖学金答辩会

5 月 28 日晚六点半，控制系第二届'春晖奖学金"评选答辩会于紫金港校区东 1A-215 隆重举行o

春晖奖学

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平、控制系党委书记王慧、系副主任张光新、系党委副书记叶松、本科生科长谢依玲、系
团委书记丁立伸等老师出席评选会并担任教师评委，同时控制系每班级推选五名代表作为学生评委参加了此次评

选.
本次评选答辩会分为候选人风采展示和评委投票两大环节。 9位候选人先后上台展示，分别从科研、学习、生
活、社会工作等不同角度展现出自我的风采。计票间隙，

"春晖奖学盒"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平教攫对'春晖奖学

盒"的设立过程和意义进行了详细介绍.

2010-05-29

控制系组织首届 MATLAB程序设计竞赛

5月 29 日，筹备已久的控制系首届 MATLAB程序设计竞赛研究生组在玉泉校区教十机房顺利举行o 5月 30 日，
本科生组的比赛也顺利进行。近百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同学参与了此次竞赛。
此项赛事的举办为控制系乃至全校同学间的学习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通过此次活动，广大同学对
MATLAB程序设计的兴趣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得到了提升，全面提高了同学的综合素质.

2010-05-29

控制系团委组织学校机器人大赛志愿者活动

5月 29 日、 30 日，浙江大学第五届机器人大赛在王泉校区永谦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校各个专业的几十支优秀
的队伍参加了本次大赛。为了维持比赛现场秩序，保证大赛的顺利进行，控制系青年志愿者在系团委青志中心的组
织下，开展了机器人大赛志愿者活动。

2010-06-04

储运自动化技术应用和外企成长经历与体会讲座

4割主自动化技术应用和外企成长经历与体会i井座于6月 4 日晚上6:30 ，在王泉校区控制系新楼 501顺利举行，同
学们踊跃到场，会议现场气氛热烈.
本次活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恩德斯豪斯自动化设备再限公司(

Endress+ Hauser )工程总监李建华先生，讲

座主题为4剖主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手日毕业生进入职场后在外企的成长经历和体会。

2010-06-06

控制系工会组织全系教职工诸置五泄游

6月 5~6 日，控制系工会组织系里的教职工们到诸置五泄和西施故里两日}膏。此次诸置五j世之服，全程轻快惬
意，大家感受了清新迷人的自然风光，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既寄情山水，陶冶身心，又增进了大家的感情，
控制家园的活动.

201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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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团总支组织志愿者去农民子弟工小学进行帮学工作

自

学系研究生团总支以改善现阶段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帮助在杭农民工子弟健康成长为目的，以结
对帮扶、 E动联谊为主要形式，摆手杭州市蓝天小学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志愿者活动。活动期间，青年志愿者对蓝
天小学农民工子弟学生们进行课业辅导，激发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养成勤于思考、敢于提间的学习习惯。

2010-06-11

控制系举行2006级本科毕业生座谈会

6月 11 日下午，控制系在工控老楼414会议室举行了 2006级本科毕业生座谈会。控制系党委书记王慧老师、系
副主任张光新老师、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负责本科教学的谢依玲老师、团委书记丁立伸老师以及十九位本科毕业
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同学们纷纷发言，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激与依恋之情，对学校和学系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与会老师
对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了肯定，并向即将离开母校走上工作岗位或到国内外继续深造的同学表达了深深的
祝福。

2010-06-11

第二届控制科技文化节闭幕式置第二届"春晖"奖学金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6月 11 日晚六点半，浙江大学第二届控制科技文化节闭幕式置第二届"春晖"奖学金颁奖典礼于紫金港校区蒙
民伟楼(国际会议中心) 138隆重举行.浙江大学党委研工部部长吕森华、教学研究处副处长唐晓武、控制系教授
王树青、系党委书记王慧、系副主任卢建刚、系副主任张光新、系党委副书记叶松、春晖奖学金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林庆、系团委书记丁立伸等老师出席了闭幕式.来自控制系各本科生、研究生班级的学生代表参加了闭幕式。闭幕
式还吸引了诸多09级同学参与，现场座无虚席。
闭幕式首先由校党委研工部吕森华部长代表学校致辞。控制系老教授王树青向在场的师生介绍了控制系的历史

渊源以及'春晖"奖学金的来由。控制系党委书记王慧郑重宣读了第二届'春晖奖学金"获奖名单。

2010-06-11

控制系举行2010年学生代表大会

6月 11 日晚20:00 ，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 2010年学生代表大会在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国际会议中
心) 138隆重召开。控制系党委书记王慧、党委副书记叶松、团委书记丁立伸及真他负责老师出席大会。同到场的
嘉宾还有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福涵文，光电系团学联主席赵鼎。来自控制系06-08级的66名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
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为大会致开幕辞，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禧涵文和光电系团学联主席赵鼎先后代表浙江大
学学生会和兄弟院系学生会向本次大会致辞。控制系团学联主席滕可振代表控制系团学联第二届主席团做工作报
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控制系团学联第二届主席团工作报告、

《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团委学生联合会章程

(草案) ))。
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选举相关的各项章程草案。会议最终选举李心悦、邵诚俊、周颖、赵东奇为浙江大学控
制科学与工程学系团委学生会联合会第三届主席团成员。会议由控制系团委书记丁立伸老师致闭幕辞。

2010-06-18

控制系召开2010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教育动员会

为了更好的开展2010年暑期社会实践工作， 6月 18下午，控制系 2010年暑期社会实践教育动员会在紫金港校
区蓝田六舍党员之家召开。控制系各暑期实践团队负责人及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系团委书记丁立伸主持。系党

委副韦记叶松老师出席会议共讲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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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未来选择的困惑"主题交流活动

6 月 18 日下午，控制系"未来选择的困惑"主题交流活动在紫金港校区蓝田 6 舍"党员之家"举行，控制系党
委副书记叶松、系团委书记丁立伸手口自动化 07 级和 08 级部分同学参加了活动。

2010-06-19

IET 环球演讲竞赛落幕

6 月 19 日，由 IET 青年会员分部 (YP) 主办，控制系研究生会承办的 "Present

Around The World"IET 环球

演讲竞赛顺利落幕。

自 6 月 1 日起，先后共有 17 名来自浙江大学及真他省内高校的同学报名参加此次比赛。最终，来自浙江大学
的叶晨晖、熊江、付航以及来自浙江理工大学的李帅获得参加上海地区赛的参赛资格。

2010-06-23

控制系 06 级毕业生晚会

6 月 23 日晚 6 点半，控制系 06 级毕业晚会拉开了序幕。晚会共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歌舞青春，第二篇章年

轻万岁，第三篇章青春不散场。系里的部分老师:王慧、张光新、叶松、赵莉、谢依玲、丁立伸、曹铮、沈国江、
黄平捷都来到了现场，表达他们对 06 级毕业生的祝福。

2010-06-29

控制系研究生召开学生科研小组组长会议

6 月 29 日上午 10 肘，控制系研究生召开学生科研小组组长会议，通报与部署了近期工作，同时学习了学生科
研小组组长工作中需要的工作技巧。会议由控制系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季湘铭老师主持，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
和全体学生科研小组组长参加了会议。

叶松老师首先通报了以往的工作概况并部署了近期工作。季湘铭老师对全体学生科研小组组长进行了工作技能

培训 11 。最后，与会的各学生科研小组组长围绕学生科研小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2010-09-02

控制系 2010 级研究生新生见面会召开

9 月 2 日，浙江大学控制系 2010 级研究生新生见面会在玉泉校区教三 441 隆重举行。控制系相关领导、导师代表、
研究生教育、恩政、就业办公室相关者师以及德育导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来自控制系 2010 级的 150 多位研究生新

生参加了会议，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上，系党委书记王慧教授对全体研究生新生致欢迎词并对同学们今后的学习生活表达了美好的祝愿。系主任
荣冈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控制系相关情况。李光教授作为导师代表讲话。刘苗同学代表新生发言。主管研究生教学、恩政、
就业的张光新、叶松、徐巍华、黄吉思明、季湘铭和赵莉老师分别介绍了自己的主要工作。最后，三位德育导师分别
与所带领班级的同学见面，与同学们就学习、生活、科研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2010-09-03

召开教师支部书记会议，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工作

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9 月 3 日下午，控制系党委在系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创先争优"活动工作会议。
系党委书记王慧、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自动化仪表研究所载工党支部书记张光新、工业控制研究所载工党支部书记

邵之江、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载工党支部支部委员张泉灵、离退休教工党支部书记王树青、机关教工党支部书记
谢依玲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由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作了"控制系创先争优活动工作计划"的讲话，对控制系"创
先争优"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王慧书记做了总结。
各研究所党支部要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以搞好教书育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学校改革发展为主题，
以建设学习型党支部，创新型党支部为目标，围绕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关心服务党员群众、推动事业加快发展等展开，
为控制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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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

•

信电系和光电系联合举办实验室安全教育讲座

9 月 6 日晚 6:30 ，由控制系、光电系相信电系联合举办的"实验室安全教育"讲座在玉泉校区教七影视厅举行。
浙江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副处长、分析中心测试中心主任冯建跃教授担任主讲人，讲座由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
松老师主持。

2010-09-08

控制系召开研究生党总支扩大会议，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工作

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9 月 8 日下午，控制系研究生党总支在工
控老楼 414 会议室召开了"创先争优"活动工作会议。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系研究生党总支副书记季湘铭老师、

研究生党总支委员和各党支部书记共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传达了学校关于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的精干申和要求，介绍了创先争优活动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控制系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案。季老
师还给 2010 级研究生新生党支部书记作了党建业务知识培训。

2010-09-09

控制系研究生文心沙龙第三期

9 月 9 日晚上 7 点，控制系研究生文心沙龙(

((SS

)第三期"新生学习生活"在教三 441 顺利举行。沙龙邀

请了控制系研究生辅导员季湘铭老师和控制系及校内各大学生社团的多位骨干，与 50 余位新生分享研究生生活的

丰富经历和目标规划。

2010-09-12

控制系第三届研究生会换届置第一轮纳新工作顺利结束

9 月 12 日，控制系第三届研究生会第一轮纳新工作结束，经过简历筛选、面试两个阶段的选拔，共高 7 人加
入新一届研究生会。这些同学分别加入到文体生活部、外联部、心理健康发展中心参与研会工作，协助主席团开展

策划与组织工作。

2010-09-17

控制系召开 2010 年机关工作会议

控制系于 9 月 17 日下午召开了 2010 年机关工作会议。系主任荣冈老师、系党委书记王慧、老师、系副主任张

光新老师、系副主任卢建刚老师、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以及机关各科室全体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叶松

老师主持。
王慧、老师宣布了系机关工作台工调整方案;机关各科室工作人员做工作汇报;叶松老师做了"控制系机关工作
体会与展望"的报告;大家就如何更好地服务师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会议最后，由系主任荣冈老师对会议
及机关工作做了全面的总结。

本次系机关工作会议的召开，为加强学习型、效率型、服务型的机关建设做了充分地指导和推进，为新学期做
好各项工作打下了基础。

2010-09-21

控制系举行"情系控制月圆中秋"迎新联谊会

9 月 21 日晚 7 肘，控制系 2010 年"情系控制月圆中秋"迎新联谊会在永谦三楼多功能厅举行。控制系党委
书记王慧教授、系副主任张光新教授、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团委书记丁立伸老师、团委副书记季湘铭老师、德

盲导师和班主任代表等同到场的 200 余名控制系研究生、本科生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2010-09-26

控制系召开新学期班主任工作会议

为加强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更好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9 月 26 日下午，控制系在玉泉工控老楼 211 会议室
召开了新学期班主任工作会议。系党委副书记叶松、系团委书记丁立伸手日全体班主任老师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
哇"
r:
.'/;

叶松老师总结和回顾了学系上F学庄、学生工作。本科生辅导员丁立伸老师就评奖评优与综合素质考评、三困生工
"1', < F

作、学生活动开展等近期马各挝密切看关的工作做了沟通和说明。各位老师就自己在手时d级fi乍中遇到的问题进
行了充分讨论，并且就一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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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 MeastarÊ~业团队在第七届 M挑战杯"全国总决赛中获银奖

9月 29 日晚，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共同主办，长春市政府、吉林大学承办的第七届"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吉林大学体育馆落下帷幕，由我系 08级硕士邵旭敏领衔的 Meastar参赛团队
喜获银奖。

2010-10-12

控制系成功举办系衫征集活动

在系团委指导下， 2010年9月控制系团学联启动了系衫征集活动，经初步筛选确定优秀系衫设计作晶 6件，接受
师生意见和投票。选选出呼声较高的3个创意，并发起了系衫征集最终投票。最后，根据投票结果以及老师意见，确

定2008级伊忠文同学的设计作晶为系衫墓础方案。在结合师生意见墓础上进行了改进，力求方案最优化。

2010-10-14

控制系本科生党建骨干培训会顺利召开

10月 14 日下午，控制系在玉泉工控老楼414会议室召开了新学期本科生党建骨干培训会。会议由系本科生党总
支副书记丁立仲老师主持，各本科生党支部书记、支委等20余名党建骨干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丁老师通报了本科生党总支前一阶段创先争优工作开展情况，传达了控制系创先争优活动"党建立方"
结对方案及活动要求的通知。第五党支部书记王尊介绍了党建流程及注意事项。会议最后，丁老师强调了发展新党

员肘"质量与数量并重"的原则性，并提出"注重仪式"、

"注重体系"、

"注重实效"的工作理念，培养党员的

冲圣感、加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提高党员的服务意识。

2010-10-15

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学者访问控制系

10月 15 日上午，加拿大西门菲莎(

SFU

)大学工学院院长代表团访问了控制系，系副主任张光新老师负责并接

待了这次参观访问。

SFU工学院院长 Mehrdad

Sai f:教授等采访学者首先参观了我系的控制工程实验室与机器人实验室。之后，采访

学者和我系领导及相关老师就双方今后开展进一步的交流进行了具体探讨。此次参观以及双方对于合作细节的探讨

拓展了两院系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将促成我系和 SFU工学院的具体合作。

2010-10-17

控制系学长组辅导(

CSE

)计划顺利启动

10月 17 日下午在紫金港校区西 1-315温情开幕。控制系党委书记王慧、副系主任张光新、党委副书记叶松、本
科生科长i射依玲、团委书记丁立仲等出席了此次启动仪式并对CSE计划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学长组辅导( CSE )计划的成功启动为此项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各年级同学之间的联系，增强
了同学们对控制系的归属感。

2010-10-18

控制系学生职业发展中心成立

为了更好地开展我系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工作，服务同学职业规划与就业。经系团委研究，并报系党委批
准，决定成立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学生职业发展中心。并确定主任郭诚、副主任郑会、周颖为第一届主任

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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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指导与毕业工作动员大会成功举行

自

10月 22 日晚，由系学生职业发展中心举办的"控制系就业指导与毕业工作动员大会"在周亦卿报告厅隆重

举行，参与此次动员大会的为控制系本科及研究生毕业生。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副主任张光新、团委书记

丁立仲，副书记季湘铭老师出席了此次动员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从当前毕业生就业形势、就业和毕
业注意事项到面试技巧等方方面面，为控制系即将毕业的学子排忧解惑。

2010-10-23

控制系代表队积极参加校运会

为了更好地展示控制系的风采，树立控制系的形象，系研究生会和团学联积极鼓励广大同学报名参加校运
动会的比赛或运动会场上控制系的宣传工作。我系的体育健儿们面对恶劣的天气并不退却，在两天的紧密赛程
中，显示了良好的体育竞技水平和永不言败的精神风貌。全体运动员与工作人员众志成城，团结协作，在经过

了两天的激烈比赛之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展现了控制学子良好的精神冈貌，并荣获运动会研究生体育道德
风尚黯日相斗生体育道德风尚奖。

2010-11-05

控制系"挑战杯"动员大会圆满召开

11月 5 日下午，控制系"挑战杯"动员大会在工控新楼 501 隆重举行。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机器人基地

负圭人熊蓉副教授、系团委书记丁立仲、团委副书记季湘铭和学生科技活动代表李干山同学出席了本次动员大
会。控制系本科生以及研究生代表参与了大会。此动员大会旨在向控制系同学介绍挑战杯并发动大家积极参与
进来，以挑战杯为平台，培养科技实践能力，把书本知识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起来，积极营造控制系学生课

外科技活动的氛围。

2010-11-06

控制系吧 +H 杯"篮球赛落下帷幕

新学年，由系研究生会和团学联联合组织的一年一度的 "E+H 杯"控制系篮球赛在广大同学的期盼中又重

燃战火，从 10月 10 日茵场循环赛开始，经过20场比赛的精彩角逐，于 11月 6 日上午圆满地落下帷幕。在学系的
大力支持和团委老师的恶心指导下，在 E+H 公司的大力支持赞助下，在研究生会和团学联积极配合下，特别是

文体部的精心纽只，宣传部的及附匠道，在广大同学的支持下，本次比赛得以按原计划JII则进行。

2010-11-10

控制系研究生党总支换届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11 月 10 日上午，控制系第二届研究生党总支委员在控制系党员之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共商冬学期党总

支工作要点。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者师、控制系研究生党总支副书记季湘铭老师出席会议，控制系第二届党
总支全体学生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季湘铭者师主持。

叶松老师宣读了研究生第二届研究生党总支委员任命文件，任命季湘铭为研究生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工作) ,
宋假轩、黄承伟、蒋华琴、张国泽、王世超为第二届研究生党总支学生委员，并对新一届研究生党总支工作提
出了要求。

2010-11-12

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隆重召开

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隆重召开。到会的高晗尔

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蔡鹤事院士、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吴澄院士、晗尔滨工业大学仿真与控制中心王子才院

士、东北大字自动化中心、柴却民/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王天然院士、北京理工大学陈杰棘手日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贾英民教授等13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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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孙优贤院士主持，吴朝晖副校长到会并代表学校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实

验室主任宿健教授作了年度工作报告。重点实验室的付敏跃教授、荣冈教授、王文海教授和熊蕃副教授分别作了学
术报告。幢幢教授表示今后实验室将更加重视开创性、系统性的理论成果的培育，积极鼓励年轻人从小事做起、从

兴趣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钻研，做出一批国际水平的理论成果。

2010-11-17

控制系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

11月 17 日下午，控制系在工程中心 501室召开了全系教职工大会，此次会议主要是针对学校的教师聘岗政策为
全系老师作出解i卖，并传达控制系在这方面的具体施行计划及进度。系党委书记王慧老师、系副主任张光新老师、

卢建刚老师分别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在传达和解读学校聘岗工作政策的同时，也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动员令，鼓励老
师们结合聘岗抓住新的机会，做好工作，一方面要创新科研，另一方面要培养名师，搞好教学工作。

2010-11-18

控制系研究生文心沙龙第四期

11月 18 日晚上7点，控制系研究生文心沙龙(

((55 ) :第四期"创业起跑线"在工控新楼 211顺利举行。本期沙

龙邀请了原浙大研究生创新与创业中心主任严亘辉和挑战杯创赛全国银奖获奖者邵旭敏，与大家分享学生创赛与创

业的丰富经验。

2010-11-20

控制系学长经验交流会顺利举行

11月 20 日晚，玉泉校区工控新楼 501 内济济一堂，在温暖而励志的基调中控制系学长经验交流会倾情上映。此
次交流会主要是研究生和 07级学长为 08与09级同学在考研、保研、直博、外推等方面作出了详细介绍，分享自己的

经验，并针对同学们的困惑给出解答。在学长交流会过程中，李元实、王尊、滕可j辰、周乐、李f辰煌平日宋俊潇六位
同学与大家一起回顾了他们的理想追寻之脏。

2010-11-27

"控'志'者之家"开展志愿者培训活动

11 月 27 日，由控制系团委指导的志愿者组织"控'志'者之家"和杭州志愿者协会共同举归、的"控'志'者之
家"志愿者专题培训活动在紫金港校区西-315J顺利举行。"控'志'者之家"非常荣幸地请来了杭州市志愿者协会

的钱肮老师主i井此次活动，钱老师结合亲身经历为志愿者们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培训。开展此次培训活动旨在提升志
愿者的专业性，提升志愿者的晶质和服务精神，为今后开展高质量的志愿活动打下基础。

2010-11-28

嘉兴南湖"红色之旅"

为响应学校创先争优的号召，创新控制系党支部活动形式与内容，促进教工党支部与研究生党支部、本科生党
支部的交流，由系机关教工党支部、自动化0704党支部、自动化0804党支部、控制系 2010级硕士第四党支部组成

的党建立方团队于2010年 11 月 28 日来到党的诞生地一一嘉兴南湖，开展'重温誓言、传承理想"的主题活动。先
后到了嘉兴革命烈士陵园(英雄园)和中国红色之旅一嘉兴南湖革命景区。

2010-11-30

控制系与 E+H 公司合作签约置 "E+H 奖学金"颁奖仪式成功举行

11月 30 日下午3:00 ，浙江大学控制系与 E+H 公司合作签约置 "E+H奖学金"颁奖仪式在邵科馆212会议室隆重

举行。 E+H公司总经理郁光建博士f 人事部经理姚悦女士、产吕经理刘鹏先生、控制系系主任荣冈教授、副主任张

光新教授、党委副书记叶松乡j币、 』4书记丁立伸老师、团委副书记季湘铭老师等出睛了仪式扩 系党委副书记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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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主持了仪式。

自

首先，控制系主任荣冈教授致辞，接着举行了 "E+H杯"篮球赛颁奖仪式和 "E+H 奖学金"颁奖仪式。郁
光建先生对 E+H公司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最后，刘鹏先生带来了一场关于 M如何实现气体流量精确测量"的精

彩的技术讲座。

2010-12-01

控制系"挑战杯"学生课外科技作晶竞赛咨询会顺利举行

12 月 1 日下午，我校第十二届 M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晶竞赛控制系参赛作晶咨询会在工控者楼
414会议室举行。控制系副主任张光新、系党委副书记日十松、系挑战杯"指导评审委员会主任李光、指导评审

委员会委员戴连奎、梁军、胡赤鹰、熊蓉辛日系本科教学秘书谢依玲等多位老师参加了咨询会。会议由系团委书

记丁立仲主持。
咨询会上，丁老师简要介绍了 M挑战杯"基本情况，我系工作进展以及同学参赛申报情况。各组同学介绍

了自己的项目情况，并就项目进行中遇到的问题与在场老师进行了充分交流。

2010-12-04

控制系师生参观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深切缅怀于子三烈士

为使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更深刻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更深切的体会党员圭任与义务，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控制系组织了"参观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深切缅怀于子三烈士"活动。 12月 4 日，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研究生新生预备党员、党支部书记、入党积极分子手日本科生预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在学

系研究生党总支副书记季湘铭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浙江革命纪念馆、凤凰山于子三烈士墓，参观纪念馆，缅怀敬
爱的浙大学长于子三烈士。

2010-12-05

2010级学生走进控制系实验室

为了进一步增进2010级同学对控制系和自动化专业的了解， 12 月 5 日，经过前期精心准备的控制系实验室

参观活动拉开了帷幕。当日 13:30 ， 100多名同学在校学生的组织带领下，乘校车来到玉泉校区控制系实验室。
我系安排了 16名优秀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学长带领同学们参观了智控所楼、柔性机器人实验室、机器人基地、

工业过程由莫实验室、出空工程实验大楼和实验教学中心，并在工程中心 501进行了教学咨询活动。

2010-12-05

系团学联开展总结内训活动

12月 5 日下午，控制系团学联秋学期工作总结会暨内训活动在玉泉校区工控者楼414会议室开展。会上对本

届团学联成立以来各项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通过内训方式拉近了成员距离，增强了团
学联内部的凝聚力。系团委书记丁立仲老师到会，团学联主席团成员、各部部长、副部长及紫金港校区负圭人
参会。

2010-12-11

控制系青工委组织青年教师赴桐庐野外拓展训练

12月 11 日，由控制系工会、控制系青工委、控制系青年教师联谊会联快策划的"控制系青年教师赴桐庐野
外伍展训练"活动成行，于阜上8点从玉泉校区出发前往桐庐。此次野外拓展训练主要包括四项内容:野外真人

cs、 50米攀岩、 30米岩降以及高空抓杆。
这短短的一天时间，让武家释放了平日的压力，增进了彼此的情谊，也增进了大家对系里的融入感。回来

的路上，老师仰表示很开山础在阳能组牺多的青年缸咀参加这样的荫，多锻炼、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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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研究生文心沙龙第五期

12月 13 日晚，控制系研究生文心沙龙( ((55 )第五期"情绪管理与心理调节" 在工控老楼414顺利举行。本期
沙龙的嘉宾是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沙龙由研究生辅导员季湘铭老师主持。沙龙围绕情绪管理、压力应对与

心理调节三个话题展开交流，让大家对心理健康音更深入的认识。

2010-12-15

法国 INRIA学者访问控制系

12月 15 日，来自法国 INRIA的 Daniel 5imon在lDavid Daney两位科技专家参观访问了控制系，系副主任卢建刚
老师、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吴俊老师、系外事秘书杨磊老师及i射磊老师责并接待了这次参观访问。

Daniel 5imon和 David Daney两位法国学者参观了我系的控制工程实验室与机器人实验室并在智能系统与控制
研究所223会议室作了精彩报告。

此次访问由法国大使馆和浙江大学牵头，经过此次交流，双方都表现了热诚的合作意向，希望以此为契机，吸
引两万学者进一步交流与合作，推进中法科技交流。

2010-12-17

2010年控制系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圆满召开

12 月 17 日上午9点，控制系 2010年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在校邵科馆二楼报告厅拉开帷幕。本科生院副院长、教学
研究处处长陆国栋教授，研究生院研究生招生处处长陈慰浙教授，信息学部副主任、本科生院副院长、求是学院院

长何钦铭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控制系全体教师及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控制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主持。
此次教育教学工作会议主要有五项议程 : 一、与会校部领导发言;二、控制系系副主任张光新教授作2010年控

制系教育教学工作报告;三、 分组讨论;四、台组讨论汇报;五、控制系系主任荣冈教授作会议总结。通过此次会
议，大家就控制系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和提高交流了想法，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

2010-12-17

中国共产党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隆重举行

12 月 17 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曹光彪东
502会议厅隆重开幕，会场气氛喜庆而庄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裙健同志，信息学部主任刘旭同志，玉泉校区管委

会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张幼铭同志，校组织部党校办公室副主任陈海荣同志，民革浙大工作委员会戴连奎副主委
等应邀请出席了会议。来自全系 32个支部的 105名正式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党委副书记叶松主持。

情健副校长代表学校党委在大会上致贺词。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党委书记王慧教授代表上一届院党委作的题为
《统一思想深化改革凝聚力量趁势而上一一为实现控制系新的跨越式发展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按照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高关章程和换届程序，选举产生了控制系亲←眉党委委员。

2010-12-23

控制系举行师生迎新年晚会

12月 23 日晚，教工活动中心二楼多功能厅热闹非凡，控制系师生迎新年晚会在这里隆重举行。系党委书记王慧

老师、系副主任张光新老师、系党委副书记叶松老师、本科生班主任、 研究生德育导师、任i果老师、系机关老师以
及 300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同学参加了新年晚会。本次晚会由系团学联和研究生会承办，活动得到了 E+H 公司的大
力赞助.整台晚会无论是歌舞还是语言类节目，都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游戏、抽奖环节更是高潮迭起.在对2011年

美好憧憬中，晚会圆满结束，我们相信2011年控制系将会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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