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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1日，培训班开始了紧张的培训。三天后，大家初步感受到了这种培

训的滋味，本选编展示了一些学生的感受，与大家分享。



原来这才是晓明，原来这才是生活！

王晋花（自动化 1301，培训生）

参加晓明暑期培训已有三天，但这注定将是刻

骨铭心的三天！除了高考，我从未想过，每天的生

活原来可以这样过！相比在这里的状态，以前的自

己不知浪费了多少的宝贵时光！......再多的“！”

也无法表达此刻我心中的震撼与欣喜。我就像是一

直沉睡在迷茫中，而晓明却一语点醒梦中人！让我

意识到：原来这才是晓明，原来这才是生活！

照片 1 晨练中的王晋花（右一）（2014.7.25）

1、这里的早晨如此清爽！

每天 5:30的起床晨练，让在太原土生土长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夏季三伏天的太原原来如此清爽

怡人！而无论你起多早，总会有人比你起得更早！

比你优秀的人都如此勤奋，谁还有睡懒觉的资格？

2、这里的大神如此之多！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种相似的气场，那来源于

他们优秀的技能，聪明的大脑，良好的品格与晓明

的文化熏陶！走到哪里，他们都是那么的熠熠生辉，

因为他们的身上有着晓明的印记！

3、这里的学习如此快乐！

从没有一个地方，能最大潜能的调动起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而晓明却做到了！初来三天的我，在

各个学长学姐的言传身教中，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

不足与浅陋。身边的同学也是如此，没有人监督，

可同学们连午休的人都没有，因为我们都在这里找

到了无限的学习动力，共同的前进方向！晓明，真

是个神奇的地方！

4、这里的困难自己克服！

在这里的每一天，都会遇到小麻烦，小困难，

但是这里的同学都努力自己克服。所以，仅仅三天，

我就收获了许多自己攻克难关的快乐！这里的每天

都是全新的！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爱这里，

我爱晓明！

5、心之所向即晓明！

记得在晓明演讲阶段我曾说过，我渴望有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进步，一起努力。而此刻，

我无比坚信，晓明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地！

尽管我还差得很远，但我有足够的毅力与努力，我

将全力以赴！

这就是晓明！这才是晓明！也许我只窥见了它

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够令我震撼！原来这才是晓明！

原来这才是生活！

My diary in Xiaoming lab

赵尉伯（过控 1301，培训生）

It’s the forth day that I have been in the

Xiaoming lab. With an exciting and complacent

mood, I have experienced a new lifestyle and a

precious change. If you ask me what impressed me

most, I will tell you the importance of preciseness

and integrity without hesitation.

“Why?” maybe you would ask. It is due to the

reason from myself. To be honest, I am not a talented

kid in my childhood, which urges me to try my best

to catch up with others. But the life has witnessed my

hard work and gives me another two gifts--an

energetic body and an emulative heart. I got a lot of

benefits from them and exceeded many other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I had been proud of my outstanding

abilities and colorful life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arrogance was a dangerous thing——it resulted in the

inadvertence towards the discipline, which did great

harm to my development. The Xiaoming lab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overcome my disadvantages.

Sometimes I was exhausted. The sudden illness

of herpes almost drive me crazy. Cold, fever, cough

and dizziness looted a burning house. But I had seen

my progress--I never complained,instead, I tried my

best to persist. Completing the task of group leader in

time,studying the courses, and preparing the teaching

of PPT and photo-shop... Everything could be done

successfully.

Now I can find my rhythm of life gradually. I

believe firmly that I can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Xiaoming lab and make self-breakthrough in the

future!

照片 2 回答问题时的赵尉伯（2014.7.25）

晓明研究室生活日记

赵尉伯（过控 1301，培训生）

经过在晓明研究室这四天的学习生活，我带着

激动和自豪的心情经历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和一

次珍贵的改变。如果你问我是什么触动我最深，我

会告诉你是晓明研究室教会我的严谨的重要性和

锲而不舍的精神。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会说因为这真的改变了

我很多。老实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并不聪明，

但这恰好成为了我努力学习赶超其他人的最大动

力。生活见证了我的努力并且让我学会了两件事：

拥有一个精力充沛的身体和一颗好胜心，也由于这

两个优点，我得以战胜了很多大学里的其他同学。

我一直为我的外交能力和拥有的精彩生活而自豪。

但是骄傲自满是危险的，它会使我有时候疏忽到纪

律的重要性，并且这将对我的未来发展十分有害。

晓明研究室给了我克服困难的机会。

有时我很累，突发的疱疹快把我逼疯了，感冒

发烧咳嗽头晕使我很难受，但是我从不言弃，我尽

力坚持。完成好组长的职责，学习课程，准备 PPT

演讲，photo-shop等等我都在努力去做，并且所有

事都会完成的很好。

我现在逐渐找到了生活的节奏，我坚信我能在

晓明研究室取得很大的成就，在未来实现自我的突

破！

勿忘本心

郭令仪（自动化 1303，培训生）

一个人的快乐成功，不是因为他是高智商的天

才，不是因为他有显赫的家世，而是一颗源于对生

活充满执着与热情的心。一个人不因一时的得意而

骄纵，不因一时的失意而萎靡，时刻保持着并坚守

着自己最初的梦想，勿忘本心，在我看来是最理想

的生活。

不奢求日日进出高档酒店，不羡慕别人奢侈品

牌，快乐生活，激情奔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成功

应当是源于自我内心的憧憬、渴望及不懈的追求。

在这条道路上，也许我会摔倒，也许我会被身后一

个个人超越，可是我不曾因此停止前进。记得肖申

克的救赎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心怀希望就永远

有希望”。有些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大多数的



机遇都是自己创造的，当你付出了，所有你得到的

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当机遇到来时，但你最终却

没有得到它的宠幸，与之失之交臂，应当反思自己。

在研究室培训的这几天，我深知自己学习成绩不如

各位同伴，并且这学期期末成绩也在我的意料之

外，我心里清楚这样的成绩远远达不到实验室的标

准。

照片 3 课间休息时的郭令仪（2014.7.25）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

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因为我喜欢科研，并且我对自

己的动手实践有着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也相信，天

道酬勤，人道酬诚。往后合理地调整自己的时间规

划，理性取舍，切忌贪多不烂。

对自己最大的期望便是永远怀着童真，以孩童

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或许这样会让我在如今的社

会上吃不少的亏，但内心的满足确实最难得的。快

乐的生活，激情地奔跑，勿忘本心。

我在研究室的感悟

冯浩然（信计 1302，培训生）

晓明研究室是一个能载着学子成功抵彼岸的

帆船，一个孕育了许许多多优秀青年的大集体。

在实验室的这几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这

里不仅有一位和蔼可亲但又讲求原则的常老师，而

且还有许多能够无私帮助我们的学长，学姐。在这

里，我懂得了杨自凯学长为何在高考失利后一样能

如此出色，也明白了陈璐学姐为何会愿意抛弃外面

繁华的世界而选择成为一名 “女汉子”，这一切的

一切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为梦想奋斗，因为研究室为

他们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

照片 4 冯浩然（左一）组组员合影（2014.7.25）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深刻懂得了研究室一个

重要的教学理念：自主学习+团队学习。每天学长，

学姐只讲不到 30分钟的课，剩余时间是自习时间。

正是在这种教学条件下，使得我们摆脱对老师的依

赖，同时又会锻炼我们的自主能力，培养我们的思

维，遇到困难要先自己解决。而团队学习则教会了

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通过团队来更快地解决

问题，以此来学习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而

且我发现在研究室的每一天都是处于一场比赛中，

要想最后胜出，能够真正进入研究室学习，就要天

天学，时时刻刻的学习，否则你就会被别人赶上，

最后被淘汰。因此，在研究室学习，不仅培养了我

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培养出了我们的危机意识，

想要留下，就必须拥有可以留下的资本，而这资本

需要自己去积累，正如同我们处于激烈竞争的社会

中一样，必须努力学习。

其实我非常庆幸我能进入这里学习，正因为在

这里，我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同时激发了自己那



颗沉睡了多年毫无斗志的心，如今的我，充满了力

量，也不会因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因为我没有骄

傲的资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比我强。但这却不会

打败我，相反，他们会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有他们

我就不会停下我的步伐。

拼搏——为未来的自己

冯博渊（光照 1302，培训生）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我有很多同学躲在空调

房里，打着游戏，吃着雪糕，过着“天堂”般的生

活。我也多么想这样啊！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要为

自己的未来而拼搏！！

照片 5 回答问题时的冯博渊（2014.7.25）

加入研究室是我不二的选择。在听说研究室之

前，我就早早地规划着暑假该怎样玩，幻想着假日

的清闲。在无意之中听说有研究室，在陪同好伙伴

听了几次演讲后我发现了自己的堕落，感到了无比

的失落。我就开始寻找适合我的研究室，真正培养

精英的研究室。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晓明研究室，很

幸运我获得了暑期培训的资格。我深知研究室的严

酷程度，但我不怕，因为烈焰出真金，只有更严酷

的训练才能练就出更优秀的自己。

父母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我的父母是很

疼爱我的，每星期都打电话关心我。在临近暑假的

前几个星期，我已经报名研究室，但在与父母通话

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因为我怕父母担心。当时我心

里还想的是要是没被录取就好了，这样就不用告诉

父母了。我是个幸运儿，情愿但又不情愿的被研究

室录用了。得知这个喜讯后，我就给父母打去了电

话，告诉了他们这件事。我原以为他们会毫不犹豫

的阻止我去，但是他们没有，在与父亲通话过程中，

他只是沉默了一会，淡淡的说了句去吧，我当时可

以感受到父亲的不舍与难过。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里父母一直给我打气，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坚定

了我的决心。

严谨、认真、高质、高效。这八个字是我在进

研究室之后听到最多的，它是研究室的精神，是研

究室的灵魂。在我来研究室之后知道，这个暑假我

既能学到软件知识，也可以学团体合作的技巧，还

能懂得为人处事的方法。相对于前两者来说，我觉

得最后一者更重要。要做事先做人，我会紧随常老

师的指导，发展成为一个全方面的精英。

如果说我在大学付出了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去

学习，那我就要在研究室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

拼搏。用努力回报父母的支持，用成果回报老师的

教导，用成功回报自己的拼搏。

这个暑假过后，不论成功与否，我都会不卑不

亢，因为这将是我度过的最充实，最快乐的暑假。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我不后悔！！！

明天的骄傲

王乾（交控 1301，培训生）

今天的平庸，不是为了让你有更多哀婉叹息的

资本，而是告诉你，青年，该付出了，该用汗水换

取明天的骄傲了！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超凡脱俗

的天赋，没有显赫的背景身世，每天，如所有大学

生一般，在校园穿梭。一样的肤色，一样的处境。

从乡村小学到大学，我同大多同龄人一样，18 年

走着近似的道路。

此次在研究室培训，第一天我已感到非同寻常



的震撼。我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拥有远超于我的能

力，有远胜于我的阅历，我的平庸，再一次赤裸裸

的显现，我不由自主地思考，难道此生注定平庸？

我不甘心，真的不甘心！我不愿此生如蝼蚁般平庸！

照片 6 上课时的王乾（2014.7.25）

报名研究室，是我年初萌生的一个念头，这个

念头在成果展之后愈加强烈。我坚信，改变的契机

来临了！我不能终日无为，虚度平庸了！此刻，培

训已近三日，严谨，认真，高质，高效，研究室文

化早已领教，但这不会使我退缩，反而激起我更强

的斗志，我绝不能先倒在自己剑下！

我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以前不是，将来更

不是！尽管深知竞争激烈，但我定会矢志不渝的拼

一把，这是未来的“资本积累”，这是在给未来夯

实基础，这是在用今天的汗水累积明天的骄傲！

勤能补拙，我一直坚信这个真理，别人能做到，

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是命运的舵手，而勤奋

则是推动前行的风帆。今天的平庸告诉我们，该扬

帆了，是时候为了明天的骄傲而勇拼一把了！

研究室，我来了
王辉（通信 1301，培训生）

激情六月，我经历了严酷的高考，至此，我结

束了自己的高中生活，期待着自己的大学。深情九

月，我满怀热情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我的大学，我

来了！

在自己的意识中，大学就是自由的天堂，就是

自己主宰的世界。慢慢地我开始接触周围的人，周

围的事物，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我的生活，我的学

习完全变了节奏，没有了父母的督促，没有老师的

严厉指导，一切都在由自己去安排。自己感觉完全

摆脱了束缚。可是，渐渐地，渐渐地，自己好像感

觉到有点迷惑了，有点不知所措了，生活，学习好

像失去了乐趣，自己开始变得不高兴，甚至开始抱

怨了。自己的大学到底该干点什么······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中，了解到了晓明研究室，

作为学校名声远扬的一个团队，晓明研究室吸引了

我，此后自己对研究室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得知研

究室开始招收大一本科生时，自己非常高兴，但同

时也很困惑，自己的能力能进入研究室吗？在经过

初选，复选，个人演讲三个环节后，我正式成为参

加晓明研究室 2014年暑期培训的一员，在看到自

己被选中的时候，那种高兴劲是上大学后没有的，

我在心里默默念到：“研究室，我来了！”

照片 7 上课时的王辉（2014.7.25）

紧张的暑期培训已经开始，自己正在努力适应

这种生活，我相信自己能够适应并且安排好自己的

生活，并尽快融入到这个大集体中。在团队学习中，

在丰富的课余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特长，提高自己

的能力。同时，我还需要不断的了解研究室的文化，

寻找自己的兴趣点，不断学习周围人的长处，学习

研究室研发生的学长学姐的优秀品质和超群能力，



不断认识和改变自己的低级思维，以最为有效的方

法激发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能力。在老师，学

长学姐的影响下，提高自己。不管自己最后能否留

在研究室，只要自己真正有所提高，真正学到了东

西，这个暑假过得就是有意义的！

研究室，我来了！你为我提供了好的学习环境；

研究室，我来了！你为我的大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研究室，我来了！我的兴趣在此得到实践基地！我

想对自己说，既然，研究室给我提高优越的条件，

那么，当自己离开时，自己也需要让研究室因为我

而多一丝光彩！

这个世界，我来了

李青天（应物 1301，培训生）

假期里，看着一脸迷茫、刚刚高考结束的弟弟，

有时候真的想奇怪的笑笑。这大概就是去年的自己

吧。每当听到他奇奇怪怪的发问，自己总似乎又看

到了去年今天的自己。对大学充满好奇，却也为自

己的前途担忧的害怕，说实话，大学一年也就这么

过去了。这一年里我哭过，笑过，也尝试过，很庆

幸自己在大一的最后走了正确的一步。因为这个选

择吸引我的地方真的太多了。我喜欢每天忙忙碌碌

的生活，我喜欢大家一起探索的过程，我喜欢和有

想法的人做朋友，也喜欢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我想

大声告诉自己，这个我向往的世界，我来了。

照片 8 李青天和她的组员们（2014.7.25）

这个世界在一般人眼里，很苦，很累。总有同

学问我，何必要把自己搞的那么累，大学要享受生

活。你自己不累吗？我会很坚定地告诉他，这就是

我所喜欢、热爱的东西，我不累，我很充实。这里

有“大学”里缺乏的勤奋，这里有大家学不到的知

识，这里有一群可爱的人，他们善良、真诚，他们

谦虚、有才，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会开阔你的眼

界和思想，会教会你先进的思想方法，这里还有“严

谨、认真、高质、高效”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做人

处事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想想这些，感觉自己应该

偷笑。每当其他同龄人在带着大学养成的习惯睡懒

觉，打游戏时，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都说早

起的鸟儿有虫吃，我可不想饿死在觅食的途中，而

且是自己都知道自己喜欢的食物在哪里，结果死在

半路。说到自己喜欢的食物，这东西可真是机缘造

化啊！无意的跟学院一起参观研究室却激起了死寂

的内心，本以为自己大学就向一般人那样随便学

学，参加这样那样的社团，四年也就过去了，物理

专业也就那么回事，没想到还有研究室这么严谨又

有趣的地方，从这时起，这就是我梦。既然选择了

梦想，也就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人生本

就当如此。

听璐璐学姐说功夫下到了，一切自然就有了。

我没必要慷慨激昂的走我的人生，只要这些简单的

事做到了，尽我之力至其极，就够了。我喜欢平平

淡淡充实的生活，只要梦还在，希望还在，我还在，

我就会向你走去，这个世界，我来了。

让暑假来的更爽一些吧

魏凡超（自动化 1304，培训生）

三天前，顶着炎炎夏日，我又踏进了校园——

这个寄予我无限遐想与期冀的地方。

当我在高中同学 QQ群里上传返校路上的照

片时，有同学说“可怜的孩子，暑假就这么结束了”，

我回了一个笑脸。我笑了，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

大一暑假的结束，而是一个真正令人热血沸腾的暑

假的开始！



这个暑假注定是忙碌而紧张的，你时时刻刻有

着被踢出的危险，你得顶着灼热的骄阳，你得在六

点前--许多人都还沉浸在甜美梦乡的时候艰难地

爬起来。然而，我仍然对这个暑假充满着未知的期

许，在这里，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牛人”，见识

了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神奇软件，当然，还有初进

实验室就感到的那种严谨认真的氛围，这一切，深

深地吸引着我这个屌丝青年，期待着通过一个暑假

的培训来一场华丽丽的逆袭。

照片 9 课后练习时的魏凡超（2014.7.25）

在这个注定不一般的暑假里，我相信每天都会

是丰富而充实的，不仅会学到各种从未接触过的知

识，更会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接受一场场

精神的洗礼，得到受用终身的理念与精神。这个暑

假，是一场历练，更是一场盛宴！让这个暑假来的

更爽一些吧！

短暂的几天，深刻的感悟

柴俊杰（通信 1302，培训生）

又是一个炎热的暑假，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暑

假非比寻常。

清晨 6点钟起床跑步，中午顶着刺眼的阳光穿

梭在校园，很晚才回到宿舍，也许不少人会问为什

么要待在这里，我也冷静下来深深思考过，内心曾

不停的问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但是我的梦想在我

的心中不停的涌动，我清楚的意识到这里是我实现

梦想的地方，是我腾飞的开始——晓明研究室。

照片 10 课后的柴俊杰（2014.7.25）

初到研究室，我结识了不少好朋友，我们来自

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地方，“君子和

而不同”，虽然我们有许多想法与做事上的差异，

但是我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与理想，不约而同的来

到了这里，研究室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好的条

件。这里的生活虽然忙碌，但是却不枯燥，丰富的

活动充实了我的假期生活。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团

队合作，学会了坚定信念，而不仅仅是知识，更重

要的是如何做人，常老师与学长学姐们以身作则，

令人十分敬佩，也坚定了我们不断努力奋发向上的

信念。严谨、认真、高质、高效地完成任务，遵守

时间与纪律，还有团队精神，这些我从前不曾想过

做过，但是现在这些显得越发重要，单凭一己之力

是无法将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的，老师的教诲让我感

悟到了许多许多，也让我回忆起了从前。刚上大学

时，我来到了班里，大家相处的也非常好，可是每

次举行一些集体活动时，不少人却不愿为集体出

力，而我也久而久之减少了对集体的热情，那时我

对团队合作没什么概念，总想着自己去做事，但是

来到了这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友情，还有我以前

最缺乏的团队意识。

虽短短几日，我却收获了许多，后面的路也许

更加曲折，但是我相信我能坚持下去！为梦想而战！



暑期培训小记

余丰毅（光信 1301，培训生）

从参观研究室，到报名，经历初选、复试，以

及漫长的等待。终于，我坐在了研究室暑期培训的

课堂上。怀着激动、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等等

各种想法，迈出了我漫漫征程上的第一步……

万事开头难，尽管怀揣着几十天的期盼，以及

满腔热血走进教室，然而这里各种严格的规定，以

及生活方面的一些小问题，还是给了放松一年的我

当头棒喝。不过，越是这样困难，越是严谨辛苦。

我心里越是高兴。试问，谁会愿意在一个乱糟糟的

课堂上浪费一暑假的宝贵时间？而且，付出的越

多，才能收获的越多。在大学校园里一直没有的努

力方向，在这里俯拾皆是。永远不会担心你太过努

力，超过要求。在这里，更多的努力，只是让我更

接近研究室的要求而已。研究室的浓厚学习氛围，

是我目前看到的最大亮点。

照片 12 上课时的余丰毅（2014.7.25）

就拿 21日晚上大家制作网页来说。各种各样

的，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被提出。面对一个个从未

见过的问题。大家坐在一起，相互商量，一起讨论，

相互纠错，忙的不亦乐乎。我时而抬头看看大家，

见所有人都一脸认真面对屏幕，时而敲击键盘，动

动鼠标，时而托腮深思。我发自内心的笑了。真的

很喜欢一群人一起认真工作的场景，这在校园里并

不是很常见的。能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氛围，我很知

足，觉得生活上的小问题，根本谈不上问题。当晚，

尽管在电脑前坐了几个小时，尽管十点多才离开教

室，但大家回去的时候都是笑着，相互聊着天离开

的。我想，这就是研究室的魅力所在吧。

说实话，初始只是抱着不荒废暑假，找地方学

学知识的想法，和些许对实验室的好奇进来的。但，

我发现我现在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儿。我更发

现，自己特别喜欢钻研这些新奇有趣，又实用的东

西。探索的兴趣来了，就根本停不下来！这样的生

活，这些人已是我不能忘却的记忆。

暑期培训才刚刚开始，更多的难题还在后面等

待着我。我会毫不犹豫的奋力前行，在这条路上留

下自己潇洒的身影。我憧憬着，这 42天之后，我

会怀揣着学到的知识，牢记着研究室的要求，结识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投入到更远的未来学习生

活中去。

编者：晓明研究室今年暑期培训的规模再度扩大，

招收的培训生共计 49 人。包括本校精挑细选出的

39 名培训生，来自我校杨玲珍教授的 5名代培生，

以及来自大连交通大学张军教授的 3名代培生，姚

世选老师的 1名代培生。同时，张军教授的儿子也

作为代培生参加了本次培训。

由于今年招收的 13 级学生全部来自明向校

区，在学生处的协调下，研究室为同学们解决了住

宿问题。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杨玲珍老师也为这

次培训提供了培训室——逸夫楼 908。以下是来自

代培生代表的培训感言。

在晓明研究室 3天感受
杨微（大连交通大学，车辆（詹））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士之才，亦必有坚忍

不拔之志。在我看来这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晓明研

究室希望这些预备生在这个暑期培训中能够明白

的道理和具备的品质。与此相比，每天用于构建整

个研究室规格体系的软件学习只是起到一个锦上

添花的作用，之于主修机械车辆的我来说更是缺少



必要性，其中的一些甚至会使我的知识体系多而不

精、华而不实，正如常老师第一天所说的“宽口径”

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样，对于希望成为高级机械工程

师的我来说严重缺乏实用性，请原谅我的诚实，如

有冒犯，实乃无心之过。但是，必须要说，这里的

确有很多地方是我的大学没有教给我的，最让我印

象深刻的就是这里严谨规整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模

式，在这里的学习真的是能做到有条不紊、稳步推

进，使人毫不怀疑这里的学生必将一步一步的走上

规范化的成才之路，当然所有的这些跟常老师的辛

勤付出和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也是晓明研究室长

期科学运作的结果，所以能有幸来到这里观摩体

验、亲身感受也必将会成为我以后人生路上的一笔

宝贵的财富。

照片 13 提问时的杨微（2014.7.24）

当然此刻的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我十分希望能在学习之余更近一步

的走进研究室，看看晓明研究室的正式研发生们在

处理项目时表现出来的厚积薄发所养成的思维方

式和处事方法，即便是在旁观摩、处理琐碎事务也

必感荣幸之至！

我想这会成为我此行最大的意义，也是这几天

的我觉得更为有必要学习的，同时相信我的机械背

景和基础也能在这里碰撞出新的火花，产生更大的

积极意义和进步。希望常老师能亲读此书并结合实

际审慎考虑、恩泽关怀！

三天暑期培训心得体会

卢鹏（杨玲珍教授的本科生，光信息 1201）

这是一个没有在家的暑假，离开了父母和家

乡，为了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我参加了晓明研究

室暑期培训。跟其他培训生不同，我是 12级的。

我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作为我们学院杨老师的学

生，我没有和别人一样经历严格的选拔而进入了培

训。我深知这次机会的来之不易，因为这是好多人

挤破头皮都想进的地方。

已经培训了三天了，我深深的感受到了晓明研

究室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文化。严谨认真，纪律性强，

思维活跃，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先学会做人，

再学会做事”，这是常老师挂在嘴边的话。人做不

好，做出来的事只会害人。另外这里一直强调团队

式学习。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各种知识太多太多，

为了能够有效率的学习，团队化学习是必不可少

的。在教室里我有不会操作的问同桌，同样他不会

的也问我，我觉得这就是团队学习。其次，还需要

研究式学习，在研究问题时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在工程问题时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样才能的科

学严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提高效率，相信这些在

以后我会更深刻的体会到。最后还要并行式学习，

多个问题同时解决，这样也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

率。这些方法和态度无不令我受益匪浅。

照片 15 课后的卢鹏（2014.7.25）



在接下来的 39天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认真学习培训计划中的各类软件，加强与他人沟通

协作的能力。也许我进不了晓明研究室，但我会把

这种求知的态度和文化带给我在的地方。

爱上单片机

张洛宁（大连交通大学张军教授儿子）

《爱上单片机》，这是一本单片机入门教材的

名字，作者是杜洋。我借此来引出我与单片机的故

事…

记得那是两三年前了，我曾经的爱好：模型制

作，已经制作腻了。于是乎，我的爸爸给我介绍了

单片机，说是有些大学生就玩这个。一开始感觉很

神秘，又很简单，但是不知道，这单片机竟让我一

发不可收拾，伴随我度过了三个春夏秋冬，一直带

我走到了晓明研究室，并且还会继续走下去。

照片 16 课后练习的张洛宁（2014.7.25）

当时，我买了一本教材《爱上单片机》，这本

书的目录很是吸引我（网上买书只能看目录），里

面的一个个制作让我感到有趣——事实的确如此，

我从出厂测试程序的小制作，一直做到电子钟、洗

衣机控制器。然而，编程总是让我感到恐惧，一种

未知的恐惧。所以一年之后的一个暑假，也是小升

初最幸福的一个暑假，才开始学编程。但是，让我

感到意外的是这本硬件讲的十分好的书编程却讲

的很乱套，这一堆理论已然让我止步。正是这时，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套数模电路的视频《面包板入门

电子制作》，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数字与模拟电路

学习。学完这套教程后，就上初中了，紧张的学习

使我无暇顾及单片机学习。恐怖而又充实的一个学

期过去，迎来了初中的第一个假期：寒假。在这个

假期里，我到网上找到了一套单片机入门主讲编程

的视频。

通过这一套视频，我终于掌握了 8051单片机
的 C语言编程，并逐步向更高深，难度更大的 8051
单片机外部拓展的领域前进。但是，I2C总线，指
针变量这些知识还是让我但以理解…我希望能有

人指点我，但是，这似乎不可能。所以，我打算向

纵向发展。也许，到了一定层次，这些问题会化为

虚无，希望是吧。

所以，下一步，我要学习 16位单片机和 PC
上位机编程，祝我顺利！

回想起来，其实，在单片机学习的道路上，如

果有一位老师来指点我，必会少走许多弯路。但是，

自己摸爬滚打，通过自学来获得知识，这也是另一

种不错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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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快乐成功，不是因为他是高智商的天才，不是因为他有显赫的家世，而是一颗源于对生活充满执着与热情
	不奢求日日进出高档酒店，不羡慕别人奢侈品牌，快乐生活，激情奔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成功应当是源于自我内
	克的救赎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有些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大多数的机遇都是自己
	照片3课间休息时的郭令仪（2014.7.25）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因为我喜欢科研，并且我对自己的动手实践有着
	对自己最大的期望便是永远怀着童真，以孩童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或许这样会让我在如今的社会上吃不少的亏，
	我在研究室的感悟
	冯浩然（信计1302，培训生）
	晓明研究室是一个能载着学子成功抵彼岸的帆船，一个孕育了许许多多优秀青年的大集体。
	在实验室的这几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这里不仅有一位和蔼可亲但又讲求原则的常老师，而且还有许多能够无
	照片4冯浩然（左一）组组员合影（2014.7.25）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深刻懂得了研究室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自主学习+团队学习。每天学长，学姐只讲不到30
	其实我非常庆幸我能进入这里学习，正因为在这里，我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同时激发了自己那
	颗沉睡了多年毫无斗志的心，如今的我，充满了力量，也不会因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因为我没有骄傲的资本，这
	拼搏——为未来的自己
	冯博渊（光照1302，培训生）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我有很多同学躲在空调房里，打着游戏，吃着雪糕，过着“天堂”般的生活。我也多么想这
	照片5回答问题时的冯博渊（2014.7.25）
	加入研究室是我不二的选择。在听说研究室之前，我就早早地规划着暑假该怎样玩，幻想着假日的清闲。在无意之
	父母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我的父母是很疼爱我的，每星期都打电话关心我。在临近暑假的前几个星
	严谨、认真、高质、高效。这八个字是我在进研究室之后听到最多的，它是研究室的精神，是研究室的灵魂。在我
	如果说我在大学付出了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去学习，那我就要在研究室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拼搏。用努力回报父
	这个暑假过后，不论成功与否，我都会不卑不亢，因为这将是我度过的最充实，最快乐的暑假。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明天的骄傲
	王乾（交控1301，培训生）
	今天的平庸，不是为了让你有更多哀婉叹息的资本，而是告诉你，青年，该付出了，该用汗水换取明天的骄傲了！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超凡脱俗的天赋，没有显赫的背景身世，每天，如所有大学生一般，在校园穿
	此次在研究室培训，第一天我已感到非同寻常的震撼。我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拥有远超于我的能力，有远胜于我的
	照片6上课时的王乾（2014.7.25）
	报名研究室，是我年初萌生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成果展之后愈加强烈。我坚信，改变的契机来临了！我不能终
	我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以前不是，将来更不是！尽管深知竞争激烈，但我定会矢志不渝的拼一把，这是未来的
	勤能补拙，我一直坚信这个真理，别人能做到，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是命运的舵手，而勤奋则是推动前行的
	研究室，我来了
	王辉（通信1301，培训生）
	激情六月，我经历了严酷的高考，至此，我结束了自己的高中生活，期待着自己的大学。深情九月，我满怀热情迈
	在自己的意识中，大学就是自由的天堂，就是自己主宰的世界。慢慢地我开始接触周围的人，周围的事物，一切都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中，了解到了晓明研究室，作为学校名声远扬的一个团队，晓明研究室吸引了我，此后自己对研
	照片7上课时的王辉（2014.7.25）
	紧张的暑期培训已经开始，自己正在努力适应这种生活，我相信自己能够适应并且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并尽快融入
	研究室，我来了！你为我提供了好的学习环境；研究室，我来了！你为我的大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研究室，我来
	这个世界，我来了
	李青天（应物1301，培训生）
	假期里，看着一脸迷茫、刚刚高考结束的弟弟，有时候真的想奇怪的笑笑。这大概就是去年的自己吧。每当听到他
	照片8李青天和她的组员们（2014.7.25）
	这个世界在一般人眼里，很苦，很累。总有同学问我，何必要把自己搞的那么累，大学要享受生活。你自
	听璐璐学姐说功夫下到了，一切自然就有了。我没必要慷慨激昂的走我的人生，只要这些简单的事做到了，尽我
	让暑假来的更爽一些吧
	魏凡超（自动化1304，培训生）
	三天前，顶着炎炎夏日，我又踏进了校园——这个寄予我无限遐想与期冀的地方。
	当我在高中同学QQ群里上传返校路上的照片时，有同学说“可怜的孩子，暑假就这么结束了”，我回了一个笑脸
	这个暑假注定是忙碌而紧张的，你时时刻刻有着被踢出的危险，你得顶着灼热的骄阳，你得在六点前--许多人都
	照片9课后练习时的魏凡超（2014.7.25）
	在这个注定不一般的暑假里，我相信每天都会是丰富而充实的，不仅会学到各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更会
	短暂的几天，深刻的感悟
	柴俊杰（通信1302，培训生）
	又是一个炎热的暑假，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暑假非比寻常。
	清晨6点钟起床跑步，中午顶着刺眼的阳光穿梭在校园，很晚才回到宿舍，也许不少人会问为什么要待在这里，我
	照片10课后的柴俊杰（2014.7.25）
	初到研究室，我结识了不少好朋友，我们来自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地方，“君子和而不同”，虽然我
	虽短短几日，我却收获了许多，后面的路也许更加曲折，但是我相信我能坚持下去！为梦想而战！
	暑期培训小记
	余丰毅（光信1301，培训生）
	从参观研究室，到报名，经历初选、复试，以及漫长的等待。终于，我坐在了研究室暑期培训的课堂上。怀着激动
	万事开头难，尽管怀揣着几十天的期盼，以及满腔热血走进教室，然而这里各种严格的规定，以及生活方面的一些
	照片12上课时的余丰毅（2014.7.25）
	就拿21日晚上大家制作网页来说。各种各样的，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被提出。面对一个个从未见过的问题。大家
	说实话，初始只是抱着不荒废暑假，找地方学学知识的想法，和些许对实验室的好奇进来的。但，我发现我现在已
	暑期培训才刚刚开始，更多的难题还在后面等待着我。我会毫不犹豫的奋力前行，在这条路上留下自己潇洒的身影
	编者：晓明研究室今年暑期培训的规模再度扩大，招收的培训生共计49人。包括本校精挑细选出的39名培训生
	由于今年招收的13级学生全部来自明向校区，在学生处的协调下，研究室为同学们解决了住宿问题。物
	在晓明研究室3天感受
	杨微（大连交通大学，车辆（詹））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士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在我看来这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晓明研究室希望这些预备
	照片13提问时的杨微（2014.7.24）
	当然此刻的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十分希望能在学习之余更近一步的走进研究室，看
	我想这会成为我此行最大的意义，也是这几天的我觉得更为有必要学习的，同时相信我的机械背景和基础也能在这
	三天暑期培训心得体会
	卢鹏（杨玲珍教授的本科生，光信息1201）
	这是一个没有在家的暑假，离开了父母和家乡，为了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我参加了晓明研究室暑期培训。跟其他
	已经培训了三天了，我深深的感受到了晓明研究室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文化。严谨认真，纪律性强，思维活跃，这是
	照片15课后的卢鹏（2014.7.25）
	爱上单片机
	张洛宁（大连交通大学张军教授儿子）
	《爱上单片机》，这是一本单片机入门教材的名字，作者是杜洋。我借此来引出我与单片机的故事…
	记得那是两三年前了，我曾经的爱好：模型制作，已经制作腻了。于是乎，我的爸爸给我介绍了单片机，说是有些
	照片16课后练习的张洛宁（2014.7.25）
	当时，我买了一本教材《爱上单片机》，这本书的目录很是吸引我（网上买书只能看目录），里面的一个个制作让
	通过这一套视频，我终于掌握了8051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并逐步向更高深，难度更大的8051单
	所以，下一步，我要学习16位单片机和PC上位机编程，祝我顺利！
	回想起来，其实，在单片机学习的道路上，如果有一位老师来指点我，必会少走许多弯路。但是，自己摸爬滚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