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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在2018年教师节庆祝大会上的教师代表发言

第七届清华i-Space深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交流
营暨第一届“京津冀-粤港澳”（国际）青年创
新创业大赛南方赛区总决赛举办

以人为本，“三位一体”
培养高层次、实践型艺术硕士人才

我在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访学的240天

双语说文：谈“创业”

法式浪漫下的交叉学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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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2018 年清华专家内江行活动暨

水木深研·内江城市
创新示范中心签约仪式举行
9 月 26 日，2018 年 清 华 专 家 内 江 行

活动暨水木深研·内江城市创新示范中心

签约仪式在四川省内江市举行。内江市委

书记马波，市委副书记、市长任晓春，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先伟，副市长陈朗，

四川省高端人才服务中心主任杨瑛，我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武晓峰等出席本次活动。 

（刘小玲、王瑶）

“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学术研讨会举行

9 月 26 日下午，由清华大学港澳研究

中心主办的“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学术研讨会在我院 A 楼 415 会议室举行。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名誉主

任乔晓阳等岀席了研讨会。会议嘉宾和学

者围绕“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粤港澳大

湾区背景下的制度创新与区域合作，以及

国家战略与新时代港澳研究的方向与重点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合作与发展建言献策。       

（郭亚楠）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章启明教授
做客我院紫荆大讲坛

9 月 27 日上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电机系 Qiming Zhang ( 章启明 ) 教授做

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紫荆大讲坛，作

题为 "By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there can be 

plenty of light even inside the tunnel”的讲座。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 - 伯克利深

圳学院（TBSI）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本期

“紫荆大讲坛”由能源与环境学部能源电工

实验室承办，王黎明教授主持。

（顾欣宇、孙安平、尹芳辉）

我院中标香港特别行政区土木工
程拓展署“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 -
深圳河污染底泥原位修复”项目

9 月 19 日，我院接到香港特别行政区

土木工程拓展署发来的中标通知，与艾奕

康 ( 亚 太 ) 有 限 公 司（AECOM ASIA CO. 

LTD）所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中标“落马洲

河套地区开发 - 深圳河污染底泥原位修复

研究” 项目。这是我院和艾奕康 ( 亚太 ) 有

限公司公司暨合作开展“ 深圳河污染底泥

治理策略合作研究”项目后，在深圳河湾

流域水环境修复领域的深入合作。（陶益）

我院 2018 年暑假社会实践报告会
成功举办 

9 月 20 日下午，我院 2018 年暑假社会

实践报告会暨评优答辩会在 CII 大报告厅

举行。湖北宜城实践支队荣获我院 2018 年

暑假社会实践一等奖，青岛海洋实践支队

和吉林蛟河实践支队获得二等奖，陕西宝

鸡实践支队、重庆荣昌实践支队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实践支队获得三等奖。本次活

动由我院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办公室与团

委实践部组织。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武晓

峰等出席本次报告会并担任评委。（武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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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粒子加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签订共建研究
生实验教学基地协议及实验教学基金捐赠协议

9 月 27 日下午，我院与粒子加速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粒子创投加速器”）
共建研究生实验教学基地签约揭牌仪式在滨
海大道软件产业基地隆重举行。粒子创投加
速器创始人邓敬来、邓汉来、林永君，深圳
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副巡视员沙新华，深圳市
南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肖辉，香港科技园董

事局主席查毅超等 ；我院
副院长王晓浩，信息学部
副主任夏树涛，信息学部
教师王智、袁春，培养处
实验实践教学中心副主任
赵晶等百余人出席了签约
揭牌仪式。

在开幕式上，粒子创
投加速器三位创始人回顾
了创业历程，粒子创投加
速器一直致力于为科技初
创企业提供商业资源、支

持发展、促进合作、鼓励跨境业务、学术交
流及协助后期融资等方面的协助。

随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粒子创
投加速器共建研究生实验教学基地签约揭牌
仪式举行，王晓浩副院长和邓汉来先生分别
代表双方机构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共同为实
验教学基地揭牌。根据协议，粒子创投加速

器捐赠 50 万元，设立 “实验教学基金” 用于支
持我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探索实
验教学新模式，提高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共
同打造人才培养共享平台，助力科技驱动的
初创环境建设和发展，推动产业发展培养更
多优秀人才。实验教学基地将为我院学生的
课程实验教学提供软、硬件支持，包括行业
大数据等。双方将探索研究生实验教学模式，
支持课程教学实验的开展及学生创新自主实
验。后期，双方还会联合开展创新营、创新
黑客马拉松等活动。

王晓浩副院长致辞，他指出，我院作为
人才创新的重要平台，希望与社会各界合作
推动人才培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感谢粒
子创投加速器为我院办学的支持。他强调，
双方建立联合研究平台，目的是希望学生走
出校园，走入社会成长，并期待双方合作出
丰硕的成果。（刘虹豆）

头 版
评 论 创新创业教育点亮未来城市

谈到未来城市，每个人都有着不同
的憧憬。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
区块链等新词汇、新技术层出不穷，未
来城市将处于一个更庞大、复杂的系统
之中。有人说，城市的明天要靠青年创
新创业活力。的确，未来城市的一万种
可能都孕育在青年们的创新创业之中。
青年们的创新创业将会催生城市新生力
量和新生事物的发展。

自 2008 年 起， 清 华 深 研 院 已 连 续
七年举办双创交流盛会，不断推进和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早已成为青
年学子的 “必修课”。抓发展必须抓创
新，重科技就是重未来，重教育也是重
未来。创新创业教育是国家建设 “智慧

城市”、“创新型国家”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此次创新创业大赛中，我院参赛团队都从技
术革新的角度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智慧化解决
方案。团队取得的佳绩得益于逐步完善的创
新创业教育，青年学子创新创业能力不断提
高，拥有着对未来市场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
行动力，所以在创业的舞台上勇往直前，绽
放光芒。

未来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影响着城市的未来。身
处创新创业沃土的清华深研院一直着眼于未
来 , 力图将创新创业教育打造为深研院的特
色品牌。本届交流营中，俄罗斯青年创业代
表团的加入，为创新创业的国际化交流合作
碰撞出新的火花。同时 2018 年，i-Space 携
手国际扶轮社 3450 地区强力打造的创新创

新交流项目 “以色列创新创业之旅” 又将
开启，通过为期一周的创新科技与文化
考察，不断拓展青年的国际视野，培养
优秀的国际化创新创业能力，增进中以
双方的创业交流与合作。在建设清华大
学国际研究生院的进程中，清华深研院
将继续完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进
一步为国内学生与国际学生创新创业提
供条件，促进双方形成长期有效的良性
互动。

未来是个人才不断发挥聪明才智的
时代，未来是一个创新创业成果不断涌
现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该抓住未来，不
懈努力，利用自己的所学不断推进 “智慧
城市”、“创新型国家” 的建设，向全球展
示我们就是创造城市未来发展的新力量。

我院与启迪之星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9 月 20 日，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
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启迪国际技术
转移有限公司、深圳市水木深研创业研究院
强强联手，为增强创新创业实效，营造融合、
协同、共享的 “双创” 生态环境，成为珠三角
区域发展 “高水平” 双创服务的高地。四方协
同构建南国（珠三角地区）清华创新创业生
态体系，服务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科
研和创业教育，服务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技术转移和创新创业。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
长武晓峰，启迪控股副总裁、启迪之星董事
长、启迪国际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
生，启迪之星总经理沈全洪，深圳市水木深
研创业研究院院长马永斌作为本次创业服务
及技术转移战略合作代表签约。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

长武晓峰在签约仪式致辞。武晓峰表示，创
新创业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在
国家和清华大学的整体要求下，清华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也在推动创业教育、扶持学生创
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启迪之星在推动青年
创新创业方面有专业的经验和很多的资源，
这次的合作像是创业教育的 ‘接力赛’，只要
扎实推进，未来深圳研究生院的毕业生中一
定能产生更多的优秀企业家。

张金生副总裁表示，国家和清华大学都
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科技创新发展，
启迪控股希望借助自身在在创新创业、科技
成果转化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依托清华深圳
研究生院的研发能力、校友优势、国际网络，
借助深圳的产业资源和科技金融，把大湾区
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推到一个新高度。

清华科技园 24 年来，已经成功助力大量

校友创业企业的成长，未来会更多的在科技
成果转化领域发力。张金生副总裁强调，启
迪之星构建了覆盖全球近 70 个城市的创新孵
化网络，包含 120 个基地，链接了近万家创业
公司、数百个龙头企业和政府部门。双方优
势互补，启迪之星和 ‘南国清华’ 深圳研究生
院未来一定能在深圳，甚至大湾区大有作为。

会议中，启迪之星总经理沈全洪、水木
深研创业研究院院长马永斌分别介绍了启迪
之星创新创新孵化网络和水木创院的情况。与
会人员一致表示，依托启迪之星丰富的创新
创业专业经验、成熟的双创服务体系以及全
球化的双创服务网络，结合清华 i-Space 在深
圳的发展基础和优势，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
企业的孵化、教师的科技成果转化，均可以
得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同时，能通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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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教师节庆祝大会上的教师代表发言
编者按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第 34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 月 10 日下午，我院与清华 - 伯克利深圳学院在 C Ⅱ大报告厅举行 2018 年教师节庆祝大会，

回顾过去两年的主要工作，表彰在教书育人、服务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职工和集体。期间，王好谦代表教师系列先进个人发言，马莉、袁博
代表院先进集体发言。三位代表的精彩分享，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反响。

袁博代表先进集体发言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节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年来，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部信

息处理与智能系统研究所组建了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特色的
教学实验室，获清华大学学生实验室建设贡献奖三项。在大数
据人才培养方面，与相关学科共同建设了大数据公共实验平台，
主持完成清华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一项并获清华大学教育教学
成果奖，所培养的学生获国际知名人工智能会议最佳论文奖、
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 RONG 奖学金特等奖及我院专业实
践奖学金一等奖。

教书育人，立德立言。研究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书育人工作，围绕数据科学等核心技术
领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研究所的专职教师教学工作量饱满，教学效果一直保持在
较高的水平。苏格拉底说过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我们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激
发学生内心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并赋予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技能。近年来，我们在教育
领域不断开拓进取，在智慧教学和创新教学方面先行先试，如在我院首批制作了慕课，首次引

入 “雨课堂” 和混合式教学，多门课程加入我院社会公开课等。研究所一直重视教学科研力量
的培养和学术梯队的建设，目前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 80 后教师，如张永兵副研究员、王学谦副
研究员等。同时，研究所积极推动国际人才培养合作，与我院相关学科共同建设了 “清华 - 墨
尔本大学数据科学联授硕士项目”，该项目已经基本完成立项工作，预计将面向 2018 级同学正
式启动招生。

实践出真知 。研究所始终与校本部及业内领军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利用项目指导委员会
等平台，与各界专家深入探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实践。同时，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各类研
究生教育教学会议并作大会报告。为了进一步拓展研究生培养的维度，我们在专业实践的组织
形式方面大胆创新，与商汤科技和腾讯建设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同时，依托企业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人工智能实践课，面向我院及校本部研究生开放。经过不懈的
探索和实践，自动化学科正稳步实现专业实践的管理体系化、内容定制化、成果明晰化，努力
实现学校、学生和企业三方共赢的良性互动。

常言道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信息处理与智能系统研究所的全体成员将继续
精诚团结，砥砺前行，突出学科交叉特色，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更好地实现一流高校的社会服务价值。

马莉代表先进集体发言 ： “成为科研工作的有力支撑和

坚强后盾” （节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管

理绝不是为了制订冷冰冰的条文和规定，不是提出各种条
条框框来约束老师们的手脚，正好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帮
助老师，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顺畅地办理科研业务，保
障老师和院里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要明确职责，吃透
国家及各主管部门的政策，理解一线科研人员的诉求，最
终建立起兼顾可操作和可执行性的规范和流程。做到了这
些，才能真正的为一线人员提供专业、高效的科研服务，
成为科研工作的有力支撑和坚强后盾。

为此，综合办秉承科技处服务科研、创新思路、提高

王好谦代表教师系列先进个人发言 ：“学会十个手指谈

钢琴” （节录）
记得刚入职的时候，一位资深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在清华做一名合格的老师不容易，要学会十个手指弹钢琴，
爱岗敬业，全面发展。工作繁忙是老师的共同工作状态，我
们都经历过，深夜在巡楼工作人员的敲门声中结束一天的工
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快地发展。作为人民教师，
教书育人是我们的天职。育人，贵在润物无声，行胜于言。
我们以身作则的勤奋态度可以激励研究生们刻苦学习，培养
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

2016 年，我代表课题组登台领取了广东省一等奖证书。

效率的工作原则，组织内部培训，学习法律、项目管理等工作技能 ；配合处领导 “人员打通
使用，一专多能” 的思路，推动处内轮岗工作的开展 ；组织科技沙龙，配合处内各业务部门
邀请标准院、计量院、科创委等业务合作及主管部门负责人，与老师们交流大家密切关心的
政策 ；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根据行政工作头绪多，内容杂的特点，我们借助信息化的
手段提高工作效率。

上年度机构建设再创佳绩。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科技部批准， 在广东省工程技术中心
认定中，我院申报五项，一举全部通过 ；获批工信部绿色发展与评价中心，拥有了国家部委
认可的检测与评价资质 ；与 TBSI 联合申报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得到了深圳市领导的高度
重视 ；中德电动汽车共性支撑创新中心也落户我院。以上机构的建设，充分体现了我院各学
科在相应行业、领域中的综合优势及提供综合技术服务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服务支
撑部门，我们始终和申报的老师站在一起，我们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升业务能力、管
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最终提升科研服务质量和水平。感谢各位老师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2017 年，代表实验室深圳团队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今天，我更
有幸站在这个领奖台，接受先进个人表彰。这些成绩和荣誉，得益于研究生院良好的科研环境
和卓有成效的教师培养机制，也得益于研究生院勇于拼搏的文化氛围及合作精神。因此，成绩
和荣誉属于研究生院，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一线教师、属于默默奉献的各位行政
老师。

在深圳研究生院的十几年工作中，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是一个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地
方。研究生院在育人、学科建设、师资建设、科研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而地理位置有着不同
于本部的产业优势，这些便利为我们创造了成长条件，为集体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愿研究生院大家庭的每位成员，不忘初心、顽强拼搏，锐意创新，不断取得更好的成绩，为研
究生院，为清华大学，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增光添彩！ 

第七届清华 i-Space 深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交流营暨
第一届“京津冀 - 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南方赛区总决赛举办

2018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第七届清华 i-Space 深港澳
台青年创新创业交流营暨第一届 “京津冀 - 粤港澳”（国际）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南方赛区总决赛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举办。来自于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近百余所高校的创新
代表、创业青年、创业团队各带队导师以及组委会邀请的各
方领导和嘉宾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主办，南方赛区由清华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发起，联合龙岗区委区政府、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清华 - 伯克利深圳学院、清华大学港
澳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本届交流营以“创享未来城市”为主题，
通过各类活动带领青年学子探讨创业创新问题，举办创新创
业大赛，旨在推动青年创新热情和提升青年创新能力，激发
青年的创新创造活力，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团队
精神以及新时代使命感的优秀青年。

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副书记蓝涛，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副巡视员孙楠，共青团深圳市龙岗区委员会书记白黎敏，中
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秘书处执行主任虞苍璧，深圳市中
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锐，深圳兰度生物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佘振定，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
司柔宇学院校长杨琼娜，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武晓峰等嘉
宾出席了活动开幕式。

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副书记蓝涛、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副巡视员孙楠、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秘书处执行主任
虞苍璧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最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武晓峰老师致辞并宣布第七届清华 i-Space
深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交流营暨第一届“京津冀 - 粤港澳”（国
际）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南方赛区总决赛正式开幕。

大赛由北方赛区与南方赛区两个赛区以及国际赛道组

成，我院基于在创新创业方面的领先优势与丰富的赛事承办
经验，成为本届大赛南方赛区的唯一承办方代表。此次南方
赛区共收到来自香港、澳门、广东、浙江、四川等 20 个省
市和地区的 913 个团队报名，共有 55 个团队进入南方赛区
决赛，涉及健康、硬件、新能源、材料、文化、环保和社会
创新等领域。

本次创业大赛共评出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4 名，单项奖 15 名，优胜奖 30 名，共有 13 支
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特等奖由 “深慧视项目” 获得，我院
雷鹏团队的 “碳纳米管柔性传感器” 项目获一等奖，张华林
团队的 “快充长寿命 1.5V 锂电池” 项目获二等奖，邓婷团
队的 “深圳青藤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获三等奖，马彦军
团队的 “电池保姆” 动力电池高效热管理也顺利进入全国总
决赛。（陈斌、王美麟）

这样一个创新创业平台，回馈深圳研究生院的双创教育和人才
培养。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推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创业教育工作，推动学生和教师创新创业及科技成果转化，构

建研究生院更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借鉴清华科技园在清
华创新创业、产学研等方面的成熟经验、资金优势和资源优势，
有效促进科技成果高转化率与战略新兴产业双创项目对接。

参加本次签约仪式的领导和嘉宾还有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副院长马岚，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兼清华 - 伯克利深圳学院

中方院长张林，启迪控股院校合作总监、启迪之星副总经理韩
威等。

签约仪式开始前，与会人员还一同参观了清华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清华 - 伯克利深圳学院和 i-Space。

（嘉威、陈超群）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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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访学的240天

（摄影/李欣   )

（图片来源于象形词典）

在导师的精心安排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短
期出国访学基金的支持下，我有幸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赴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平
面设计系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访学研修。在听
课、访谈和学术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
中美文化和设计教育的异同点，这对于拓宽我
的国际学术视野，认清国内设计努力的方向，
增强学习的信心都将大有裨益。马里兰艺术
学院（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简称
MICA，成立于 1826 年，坐落在东海岸马里兰
州的巴尔的摩市，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学
院之一，也是美国最早授予学位的艺术学院。
我所到访的平面设计系是该院规模最大的一
个系，其学科专业排名常年位居全美 TOP5。

MICA 平面设计系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课
程是由来自全美著名的设计机构或企业的创
意总监或设计师讲授的。他们多半都是 MICA
的校友，这也是平面设计系引以为傲的亮点

之一。优秀的校友是 MICA 最宝贵的教学资源，
他们以现身说法，把最新设计思维和设计案
例带到课堂上。

MICA 的课程教学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
的思考和表达能力，老师在课堂的角色更像是
一位主持人和启发者，他们大多不会强迫学
生接受一个已有的概念或结论，而是通过精
细的课程设计，让学生通过发现问题、案例
搜查、小组讨论、个人演讲等一系列自主学
习的过程来寻找答案。学生独立思考和良好
的表达能力受益于 MICA 的讨论式教学。同
时，我发现整个 MICA 的学生都特别喜欢做
“展览”， 与其说是展览还不如说是展示，校园
里各种大大小小的展览，如个人作品展、教
学成果展、艺术家展、毕业展等等。展览的
地点也不一定都在展厅，走廊、草坪、咖啡
厅等等都可以展。美国学生乐于展示和分享，
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视觉征稿

2018年9月17日，台风“山竹”过后，校园“满目疮痍”，我看到一
棵“倔强”的大树。

作为一名博士生，阅读总是一门硬功夫。
初到 MICA，我就让联合导师 Brockett 为我开
列了一长串书单。包括设计专门史、人物志、
设计公司和设计师作品集、还有美国经济史、
社会史等书籍。MICA 图书馆的学习资源丰
富而便利，甚至可以通过登录 MICA 图书馆
账号借阅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籍。为了搜
寻更多的一手资料，我还专赴位于纽约下城
区 的 库 伯 联 盟 学 院（The Cooper Union） 的
Lubalin center，每位到访者需提前三天预约，
每天只接待不超过 10 位访客。除了在校搜索
资料、阅读和上课以外，我还非常荣幸地拜
访了一些知名设计公司和品牌商，并和他们
的设计经理、品牌总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访谈。当然，关于美国的印象还有很多很多，
八个月的异乡访学生活收获颇丰，这必将成
为我最宝贵和美好的清华记忆。

（李曦）

一位画家在法国南部访学时曾感叹过 ：
“这里的山水让我不想创作”，但实际上内
心充满着创作的激动，“这画笔这颜料仿佛
都是这山水为我准备的”。在法国巴黎交叉
学 科 创 新 研 究 院（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简称 CRI），我体会到了这种
感受——CRI 让我们显得不那么 “创新”。在
研修教育技术（EdTech）这个探讨 “Tech” 的
专业，除了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还有着
来自政治、国际关系、医生、漫画、工业设
计等等各种各样专业的学生——我这个之前
学习艺术史转到互联网 + 创新设计的人也就
显得无比正常了。

第一天到 CRI 时，每个人都带着简单的
行李坐在 Lunge 里，端着咖啡，迎着朝阳，
相互交谈。研究教育技术、生物的硕士、博
士都齐聚一堂，等着去参加新生训练营。

跟所有巴黎的高校一样，CRI 校园空间
十分有限。它位于全巴黎最高的大厦——蒙
帕纳斯大楼的 20、21 层，拥有着良好的视野；

双语说文：谈“创业”

法式浪漫下的交叉学科学习

说起中国汉字，可谓是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创业” 这个词也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根据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文献记载，“创业” 一
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序》中就已经出现。

 “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
得以基命稱之”

                                      ——《诗序》下卷
文中的 “创业之主” 无疑指的是创立霸业

的开国帝王。在古代，最大的事业莫过于创
建一个帝国，而史籍中记载的 “创业” 一词多

在蒙帕纳斯从东北面的窗户望出去，能毫无阻碍地欣赏埃菲尔
铁塔的美景——在这里工作和学习总会让人生出豪迈的心情。

从硬件设施看，CRI 拥有着良好的教室资源、游戏实验室、
Mooc 实验室、创客空间等。同时，它与 INSERM 等重点实验
室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软件配置来讲，CRI 拥有开放的办
公体系，行政办公公开透明 ；配有优秀的教师资源，同时会聘
请社会上各行业优秀的领军人物作为专题课程导师，如创业课
程邀请 Wakatoon 核心创业团队分享等。EdTech 的授课方式与
Open FIESTA 相似，主要采取项目式授课方式。Edtech 的课
程设计很灵活，课程安排会根据老师同学的反馈进行调整。

巴黎的确是文化时尚之都。大到卢浮宫，小到塞纳河畔的
独立工作室，都挂满了闪耀，点缀着浪漫。在这里，除了学习，
最自在的时光便是周末游览各大博物馆了。从 Les Halles 出站，
一路直行，到蓬皮杜中心的路上，三三两两的现代舞艺人或者
自由乐手在尽兴地表演，一曲终了，驻足的群众为之鼓掌，毫
不吝啬自己的欣赏。进入蓬皮杜之后，游观天马行空的艺术世
界，想象力又受到了一次冲刷。不知不觉便是一天过去了，走
出大门的一瞬间，感受到夜空的沉静，一回头，那蛰伏在此的
钢铁建筑仿若要融入点点星河。

亦或是约上三五好友，在巴黎岛上听历史学家讲这片土地
的历史。从巴黎圣母院开始，不对称的门楣是神的恩惠，顺着
河心岛可以看到与之鼎立的古监狱。正如这些有着清晰传承的
建筑一样，巴黎的艺术、文化教育与艺术机构结合得异常紧密。

这才是巴黎真正的浪漫。像《午夜巴黎》中的主角一样，
跟好友一起坐在梵高描绘过的露天咖啡屋，听着路口传来的小
提琴声，品一口咖啡，感叹一句 “C’ est magnifique”。在这里，
我收获了比想象中更多的东西 ：当大家都以跨学科合作为常的
时候，那么交叉创新也就只是日常的探索而已 ；同理，当艺术
的历史大厦完美建立的时候，其艺术教育便镶嵌在一砖一瓦之
中了。

用于君王建功立业。《孟子》中“君子创业垂统，
为可继也”，创业与守成往往成为大家经常讨
论的话题。在《资治通鉴》中，唐太宗曾问
身边的大臣 “创业与守成孰难 ?”。成就帝王大
业固然不易，在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
居注》中，就讲述了唐代李渊称帝的创业故
事，百死一生方知创业的艰辛。然而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守成之难又在难保初心，又要改
革创新。而史书中也有不少创业失败的例子。
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坦言 “先帝创业未
半，而中道崩殂。”

创业一词多用于帝王将相身上，但也有
将创业用于农事、水利之类的。《蔡中郎集》
中 “明哲君子 , 创业农事 , 因高卑之宜 , 驱自
行之势 , 以尽水利而富国饶人 , 自古有焉。” 都
江堰的李冰就是明哲君子的代表之一。当然，
这毕竟是少数。如此发展到现如今，虽然我

们还是时时可见 “创业者打造某领域商业帝国”
之类的新闻报道，但是 “创业” 一词早已从 “帝
王将相家” 飞入 “寻常老百姓家”，形成我们
现在人人称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

有人说创业头上一把刀，也有人说创业
右边一把刀，究竟 “创业” 一词与刀有什么样
的联系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明，创

（創），刅或从倉。作为一个会意字，“创” 可
以解读为用刀斧建造粮仓。追溯到更早，“创”
的本字为 “刅”，也就是用刀斧产生的划痕。
从当时的两个异体字来看，也就是匠人用刀
斧来制作器具。而 “业” 字从造字本义来说，
指奴役在严酷的监督下进行辛苦劳作。创业
这把刀，既是一种艰苦，也是一种坚韧。

而 在 英 语 词 汇 中， 创 业 一 般 翻 译 为
Entrepreneurship， 口 语 中 “start（establish ）
a business /project” 亦可称作创业。在牛津词

典中，明确表明 “创业” 的获益目的（“in the 
hope of profit”）。 此 外 entrepreneur、maker 、
hacker 都有创业者的意思。

“Entrepreneur” 一 词 最 早 来 源 于 法 国。
有 记 载 使 用 英 语 “Entrepreneur” 的 时 间 是
在 18 世纪，出现在普鲁士国王向将领发出指
令 的 翻 译 中 ：“. . . if the country happens not 
to abound in forage, you must agree with some 
Entrepreneur for the quantity required.” 这里的
“Entrepreneur” 特指 18 世纪的一类商人，到
19 世纪时，也可以指从事任何活动的人，20
世纪初才用于独立开创事业的人，同时出现
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

从中英文的 “创业” 一词流变来看，不管
是创业的艰苦，抑或是从小家到大家的流动，
还是创业的盈利目的、创客精神等，都融入 “创
业” 中，随着时代滚滚向前。（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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