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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悦）在赛前还有心在主场
和天津女排一较高下的詹海根，可能也没料到
老天会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由于赛
前意外发现脊椎错位，河南鑫苑女排的顶梁柱、
国手朱婷不得不火线退赛，少了第一进攻点的
主队仅靠小将蔡晓晴显然无法和对手抗衡，在
11月 25日晚结束的全国女排联赛第六轮的比
赛中，河南女排只能无奈地以1∶3告负。

虽然少了绝对主力朱婷，但当晚的比赛
河南队年仅 16岁的主攻蔡晓晴却展现出了一
名优秀攻击手的潜力。首局比赛依靠她的稳
定发挥，河南女排从一开始就和对手战得难
解难分，并最终抓住两次难得的机会以 25∶23
先下一城。但接下来的第二局，天津队抓住
河南进攻点过于单一的弱点做了针对性的
部署，此外在这一局河南女排在一传方面也
出现了不小的问题，这让天津女排很快就以

25∶17 扳平了大比分。大比分被扳平后，年
轻的河南女排第三局在心理方面出现了很
大的波动，攻击不利加上自身失误较多，让
她们以 8∶25 较大分差再丢一局。虽然在第
四局的比赛中，河南女排紧咬牙关进行了顽
强抗争，但实力和经验上的差距还是让球队
以 23∶25 输掉了比赛。

“朱婷是在中午时突然发现脊椎错位，虽
然经过队医的处理复位了，但为了保护她，这
场比赛并没有让她出场。”赛后河南女排主教
练詹海根表示，朱婷的伤并非训练和比赛造
成的，只是睡觉时没太注意，经过复位和休息
后应该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此外，谈到
拿下本场比赛最高分的蔡晓晴，詹海根也是
非常满意，认为这名本场比赛拿下全场最高
分 18 分的小将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上去，未来
有着不小的发展前途。④11

朱婷缺阵 小将独木难支

河南女排主场落败

11 月 19 日晚，第 14136 期大乐透开奖，
全国井喷 9 注 658 万元一等奖，其中 6 注追加
投注使奖金达到 1052 万多元。更加令人瞠
目的是，后经证实这 6 注追加头奖全部由陕
西宝鸡第 13070 号体彩销售网点独揽，总奖
金高达 6317 万多元。至于大奖是否为一人
独揽，众人皆拭目以待？

11 月 24 日上午 10 点，悬念终于揭晓，幸
运的大将得主现身陕西省体彩中心，确认
6317 万元大奖为一人独揽。

“我来自贵州贵阳，由于工作原因，一年大
概只有一个月在家，其余都在外面出差，中奖

当天也是刚好在宝鸡出差。在体彩销售网点
研究了10来分钟，买了几注。这次确实是运气
撞上了。”巨奖得主回忆当天自己的购彩经历。

两张彩票，两次购买，前后相隔不到 1 分
钟时间。对这样的购买方式，王先生也给出
了自己的解释：“我
每次都会这样买，通
常第一张彩票会买 5
注，然后从里面选 1
注，再进行追加投注
和倍投购买。”④11

（彩文）

陕西体彩6317万元大奖得主现身

体彩乐园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中国
游泳队领队许琦 25 日在北京就孙杨
兴奋剂阳性被禁赛三个月一事做出回
应。

许琦说：“协会做出的处罚是尊重
事实、依法依规的。孙杨的情节较轻，
原本可以给予警告处罚，但还是做出了

适当的处理。”
孙杨在今年 5 月 17 日的全国游泳

冠军赛时接受赛内检查，结果 A 瓶尿样
中发现了违禁物质曲美他嗪。中国游
泳协会从 5 月 17 日至 8 月 16 日对孙杨
禁赛了三个月，同时取消了他在全国游
泳冠军赛上的 1500 米自由泳冠军头衔

并罚款 5000 元。
许琦说：“优秀的运动员也是常人，

也会犯错误，我们应该抱一个宽容的态
度来对待。毕竟孙杨在运动场上为国
争光，他的成绩经得住历史考验。孙杨
在听证会上拿出了充分的证据表明他
完全是遵照医嘱服用了‘万爽力’。”

全国游泳冠军赛是亚运会的国内
选拔赛，孙杨被取消了 1500 米自由泳
成绩但仍参加了仁川亚运会此项目的
比赛并夺得金牌。对此许琦解释道：

“我们亚运会的选拔是综合性的，除了
全国冠军赛，还参考了 2013 年的成绩，
不是一锤定音。”④11

中国游泳队领队：

孙杨受罚依规 成绩经得住考验

最近几个月中国体坛谁最红？毫
无疑问是那个有着八块腹肌、俊朗面
容的“小鲜肉”宁泽涛。昨天，记者来
到宁泽涛开始启蒙训练的河南省体育
场业余体校采访，正好碰到一个来自
安阳的家长带着孩子，非要到宁泽涛
小时候上过的体校来练游泳。但因为
这里能容纳的名额有限，而且他的孩
子不具备成为优秀运动员的基本条
件，只能遗憾地离开。“这样的场面这
一段不少，这都是宁泽涛带来的明星
效应啊！”省体育场场长申建立感慨地
说。

老学校焕发新风采
宁泽涛的训练启蒙之地——省体

育场业余体校成立于 1960 年，当时的
学生来源主要是省体委的干部职工和
教练员的孩子们。在前 20多年也默默

无闻，没有多大的名气。但随着一个个
运动员从这里走上国内国际大舞台，它
才名声大噪。这里走出的第一个明星
是 1993 年和 1997 年两届全运会男子
跳远冠军黄庚，最有名的则数 2004 年
奥运会女子网球双打冠军孙甜甜。除
此之外，还有足球国家队队长杜威、全
运会和亚运会跆拳道冠军郭耘菲、奥运
会游泳铜牌得主李昀琦以及王丹、李宇
森、黄乐、周刚等名将。目前，体校开办
有游泳、篮球、网球和乒乓球 4 个运动
项目，但由于场地和教练员人数的限
制，运动班都有人数限制，像游泳，最多
只能有 150人左右参加正规训练，暑假
期间开办的以健身为目的的游泳班则
可以容纳 1500人。

宁泽涛从小与众不同
退休后被返聘的郭红岩看起来不

像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还像个 40 多
岁的中年人。因为是宁泽涛的启蒙教

练的缘故，她也跟着幸福了一把：不但
网上铺天盖地都有关于她和宁泽涛的
故事，而且她也得到了“实惠”：宁泽涛
和另外一名运动员的全运会 2 金 2 银，
给她带来了 24 万元的奖金，这可是她
一生中最大的一笔钱。而宁泽涛亚运
会 4 枚金牌的奖金还没有兑现，应该
也不是个小数目。说起小时候的宁泽
涛，她如数家珍：“他是从纬一路小学
来训练的，来时才 8 岁，跟着我练了 3
年半，然后去了体工大队，在那里又练
了近 3 年，到 14 岁时参军入伍去了海
军队。他从小特别聪明，悟性高，教练
讲什么他很快就能明白，还能举一反
三。他的神经类型、肌肉力量、反应速
度还有心理素质都是一流的，天生是
个好运动员的料儿。就是身体素质差
了点，免疫力差，从小爱生病。”手球运
动员出身的省体育场书记李祖平解释
说，像宁泽涛这样的运动员也不少，属
于身体机能调动得特别充分的那一

类，往往能在比赛中超水平发挥，然后
就会很疲劳甚至出现伤病，需要较长
时间的调整和恢复。

多培养几个“宁泽涛”
尽管培养出了宁泽涛这样的当红

明星，省体育场体校并没有沾沾自喜，
他们的目标是培养出更多的“宁泽涛”
式的运动员。在现有 4 个传统项目的
基础上，他们已经动手或者马上要开
办乒乓球、足球、跆拳道和艺术体操 4
个运动班，有的是瞄准专业队，有些则
是瞄准高水平大学进行输送。省体操
中心明年准备搬迁到省体育场综合训
练馆，他们准备利用这一契机，建设河
南省体操高水平后备基地。另外，他
们还准备向省体育局提出申请，单独
组队，参加 2018 年在周口举行的省运
会。

当然，他们目前的重中之重还是
游泳。国家队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训
练基地，每次重大比赛前都要来这里

“充电”，重点优秀教练员的莅临也给
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学习机会。目前，
他们积极配合国家队，想方设法将宁
泽涛的 100 米自由泳成绩稳定到 47.5
秒左右。因为只有拿出这个成绩，才
有希望在 2016 年巴西奥运会上登上
领奖台，这不但是河南游泳界的希
望，也是中国游泳界的渴盼。因为中
国选手从来没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
50 米、100 米自由泳上跻身前三名。
从 宁 泽 涛 亚 运 会 上 接 力 比 赛 游 出
46.91 秒的情况来他，他已经具备了
这样的实力，关键就是保持并力争再
提高 0.2 秒左右。

“ 除 了 宁 泽 涛 ，我 们 这 儿 还 有
‘秘密武器’，一个叫冉冉的小姑娘，
今年才 13 岁，已经进了国家队，她和
宁泽涛很像，也是天赋特别突出，特
别聪明，没准哪一天就会给我们带
来惊喜。”采访结束时，郭红岩悄悄
地说。④11

宁泽涛大红大紫宁泽涛大红大紫
出道地人满为患出道地人满为患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实习生 陈 雷

本报讯（记者李 悦）11月25日晚，2014—
2015全国女篮联赛结束了第十轮的较量，前三
节还和对手难分高下的河南女篮最终第四节
陷入崩溃，主场被沈阳部队队以 91∶72 击败，
目前一胜九负的她们在北区依然排名垫底。

这个赛季，河南女篮糟糕的战绩主要就是
吃亏在板凳厚度不足上，球队也在为大批缺少
联赛经验的年轻球员付出代价。上一轮主场
和北京女篮的比赛，一段时间里河南队在场上
比赛的 5名队员有 4名都是 95后青葱小将，最
终以52∶88大比分落败也就不奇怪了。

这场和沈部女篮的较量，前三节以主力阵
容出战的河南队并没有处于下风，比分也一直
处于胶着状态。但随着第四节，由于规则限定
河南队的外援无法出场，拼得太凶的主力队员
体能方面又出现了问题，无人可用的河南队被
对手打了一个22∶5，并最终以72∶91落败。

“这场球我们的后场篮板保护不好，而且
罚球命中率也较低，这是主场输球的主要原
因。”不过河南女篮主教练王晓梅对队员们的
发挥还是比较满意，认为处于爬坡阶段的球
队还是有着光明的未来。④11

WCBA河南女篮主场不敌沈部

长期以来，许昌学院信息工程
学院紧紧围绕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培养，坚持“产教融合、工学交替”
的 办 学 理 念 ，实 施“ 校 企 联 姻 工
程”，拓展校企合作渠道，构筑专业
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三大
平台”，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实力
明显提升。

一、背靠行业拓宽专
业建设平台，专业对接行
业发展需求

坚持围绕行业需求调整优化
学科专业结构，不断强化专业建设
与地方产业、行业发展的契合度和
依存度。作为河南省的重点产业
之一，信息产业及信息产品制造业
发展非常迅速。信息工程学院紧
扣许昌市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脉搏，
跟踪行业需求推进专业改造提升，
促进专业交叉融合，专业群初步构
建。在计算科学与技术这一传统
专业的基础上，围绕信息产业拓展
专业，相继开设了数字媒体技术、
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等专业。学
校还依托信息工程学院，创办了软
件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计算机应
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系
统管理、软件技术、动漫设计与制
作等专业。这些专业都具有与 IT
行业结合紧密及工程性、应用性强
的特点，逐步形成了计算机科学技
术专业群。

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建立并完
善了校企互动的专业建设机制，与
企业共同实施“学科专业改造提升
计划”，校企共订培养方案、共享设
备资源、共管教学过程、共控教学
质量，实现专业建设与产业的紧密
对接。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将企业
的要求和标准引入到人才培养全
过程，通过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
养方案制订、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构建“双主体”育人的人才培养模
式，实现与对口企业接轨。

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积极
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训，提升教
师的实践能力，选聘实践经验丰富

的企业专家进行专业指导，帮助教
师了解行业新技术和发展趋势，实
现了院企间的人才双向流动。信
息工程学院先后聘请了 23 名行业
工程师走上讲台，担任专业主干课
程的教学。每到假期，信息工程学
院把教师分期派送到企业参加项
目实训，还先后选派了 12 名教师到
企业进行为期一年以上的锻炼服
务，直接参与企业的项目培训和研
发。通过这些途径，提高专职教师
的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逐渐
打造了一支有理论、懂技术、会管
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2014 年，
学校开展的首批“双师型”教师认
定工作，信息工程学院有 14 名教师
被认定为“双师型”教师。

与行业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
地，增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世界
500 强企业惠普集团依托洛阳惠普
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项目，在
信息工程学院投入 1000 万元软硬
件设备，共建软件人才实训基地，
每年培训 200 名 IT 专业人员，打造
软件人才和产业基地的人力资源
中心。信息工程学院还先后与全
球大型数据库软件公司——甲骨
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博、四川
华迪、中软国际等签署共建协议，
合作共建了 22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其中 ORACLE 甲骨文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 300 余万元软硬件设备打
造“许昌学院——甲骨文教育实践
中心”，为学生的课程实习、工程实
践和毕业设计提供了非常便利的
条件，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进入基地
进行实训。

二、对接企业构筑合
作育人平台，学生契合就
业岗位要求

信息工程学院根据 IT 企业对
岗位的知识、技能和素质要求，会
同企业技术专家重新定位人才培
养目标，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重构课程体系，努力培养“能用、顶
用、好用”的高素质应用型信息技
术人才，逐步构建了以“教学合作、
管理参与、文化融入、就业订单”为
主要内容的“融入式”校企合作育
人平台。

在课程体系上，以综合职业能
力培养为基点，以完善课程结构为
主线，整合基础课程和实践课程两
个系统，注重强化实践环节，建立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行互动的
教学内容体系，让学生在做中学、
在学中做。在教学内容上，及时引
入企业行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

能，实现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的有
效衔接，保证了教学内容对产业、
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等要素融
入。先后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优
质核心课程 9 门、工学结合教材 8
部，获得厅级信息技术类教学成果
奖 8 项。

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
应用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落实“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职
业”的要求，实现“技能训练与岗位
要求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结合、教室与实训室结合、学生与
员工结合，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结
合”的标准。

实训过程中，信息工程学院与
企业共同设立“3+1”培养模式，学
生在学校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大学
学业，用一年的时间进行定岗实
训。学生在三年级下学期就开始
介入实训课程，实行学分置换，让
学生在第二课堂跟进实训。一个
实训周期后，大四的第一个学期，
刚刚进入顶岗实习期的学生就直
接入职公司，让学生作为准员工培
养，最终实现学习与就业对接。

重视创新能力培养，以科技创
新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有专业特
色的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加强创新
创业教育。把企业引入校园，在院
内建立“IT 创新创业孵化器”等实
践锻炼平台，首批组建 8 个学生创
新团队进入孵化器，让学生“真刀
真枪”在真实课题中得到锻炼。根
据专业特色，成立了专业社团和学
习阵地，举办动态网站设计大赛、
动漫设计大赛、编程强化训练营等
专业特色的学习竞赛活动，为学生
科研创新搭建平台。通过这些措
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和创新的
积极性，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在全国
全省的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课外
科技作品大赛、大学生程序设计大
赛、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等活动中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IT 创新
创业孵化器”中，物联网技术开发
团队成员大二学生宋航航、曾仁
杰、常元检三位同学结合所学专业
知识，积极关注业界前沿技术动

态，成功开发 3D 打印机。
由于企业参与学生培养的全

过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适应性
强、上手快，专业知识牢固，贴近企
业岗位需求，企业留得住、愿意留，
深受欢迎。近年来，信息工程学院
先后与惠普公司、甲骨文公司、欧
特克国际认证中心、紫光通和技术
有限公司等 3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
业签订合作协议，为他们“订单式”
培养人才。2014 年 3 月，信息工程
学院与北京尚德致远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开办了首期“iOS（苹果）系
统开发工程师实验班”，首期 32 名
优秀学员（在读大四学生）全部就
业，最高薪资 8000 元，平均月薪达
到 5483 元。

三、瞄准产业打造科
技创新平台，成果助推地
方产业发展

瞄准区域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和企业的实际需求，不断强化应用
型科研，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引培
结合，组建科技创新团队，强化科
研成果应用，取得了重要成绩。

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力
度，先后引进和培养博士 5 人，从许
继集团引进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
人，逐渐汇聚出了一支科技创新团
队。目前，信息工程学院共有教授
7 人、副教授 15 人、博士 7 人。三年

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主
持完成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科技
攻关项目 31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出版著作 22 部，发表学术论
文 316 篇。

整合校内外资源，凝炼数字媒
体技术、网络安全、数字信息处理、
智能控制等研究方向，先后成立了
数字信号处理应用技术研究所、多
媒体信息技术研究所、河南省高校
计算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科技
创新平台，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依托数字信号处理与智能控
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了许昌
市数字信号处理与智能控制工程
技术中心，主要从事电力通信工程
和智能控制等方面的技术研究、产
品开发、成果转化等工作，2012 年
获批该校首个河南省高校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与河南森
茂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联
合组建“工业机器人协同创新中
心”，共同研发集机械、电子、控制、
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于一体的现代制造业自动化
装备，打造校企科技合作、应用技
术开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
平台。目前该协同创新中心正在
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

不断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途
径，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王奎甫
教授与许继集团合作研发的数字
化电力线载波机等产品，实现产值

1.2 亿元；平源博士与许昌市公安
局开发的“微博舆情分析系统”，大
大提升了网络舆情监控水平；孟耀
伟博士参与的“马钢集团南山矿业
高村铁矿地测采系统”，实现了露
天铁矿地质建模、采矿设计、测量
验收和爆破设计等业务的集成，大
幅度提升了生产效率，当年降低了
企业经营成本 1000 万元以上。

通过校地校企合作，先后获批
建立了许昌市网络工程技术中心、
许昌市数字信号处理与电力通信
重点实验室，服务地方和企业的科
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许昌市委
市政府提出“五型许昌”的建设目
标，市政府“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
组技术筹备办公室就设在信息工
程学院。与河南中视影像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河南世纪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河南森尼瑞电气有限公司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许昌电视
台、许昌移动公司、许昌联通公司、
许昌电信公司等单位建立了技术
服务意向，相关合作项目正在稳步
推进。

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张志立博
士表示，在今后的转型发展历程
中，信息工程学院将紧紧抓住学校
转型发展的良好机遇，进一步推进
院企合作，不断深化专业建设和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提升办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努力走在学校
转型发展的前列！（翟广辉 王晓霞）

产教融合 工学交替 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许昌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发展探索实践纪实

苹果 iOS 系统开发订单班

ORACLE 甲骨文教育实践中心揭牌仪式

大二学生制作 3D 打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