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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成立
脑与智能实验室和未来实验室
本报讯渊记者 安京京冤
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验室尧
未来实验室日前正式揭牌
成立遥 校长邱勇表示袁学校
未来的创新发展要高度重
视学科交叉袁科研体制机制
改革首先要突破学科交叉
难题遥
邱勇说袁 制度文化层
面袁学校成立了跨学科交叉
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和跨学
科交叉科研机构管理办公
室遥 学术资源整合方面袁学
校成立了跨学科的交叉研
究平台袁组织不同院系的老
师在特定领域进行合作遥 人

才汇集和学术引领层面袁脑
与智能实验室尧未来实验室
是一个重要布局袁目的是吸
引全世界顶级的学者袁产出
重大的国际前沿学术成果遥
脑与智能实验室主任
由清华生物医学工程系教
授王小勤担任遥 实验室主
要研究领域为系统及计算
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
叉研究袁 主要研究方向包
括开发新型的脑活动测量
和调控等下一代关键技
术袁 运用工程技术和计算
模型等手段探索脑科学中
复杂的前沿科学问题和解

决脑疾病及脑健康领域的
核心技术问题袁 攻关类脑
技术袁 推动通用人工智能
系统研究等遥 在人才引进
和培养方面袁 该实验室将
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国际顶
尖学者袁 提供全英文工作
环境和一流核心试验平
台曰 开设全英文教学的国
际博士生项目袁 招收具有
理工科背景和定量分析能
力的优秀学生遥
未来实验室主任由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尧清华美术
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主任
徐迎庆担任遥 实验室的定位

是培养重大创新成果和交
叉创新人才袁促进科学技术
与人文艺术协同发展遥 实验
室将首先在颠覆式学习尧未
来人居尧 未来医疗健康尧计
算摄影学尧 工业智能制造尧
人工智能与情感计算尧多通
道认知与交互等领域开展
探索遥
新成立的实验室研究
目标各有侧重袁但都包含人
工智能这个当下创新创业
领域热门的方向袁且二者均
为独立的实体跨学科交叉
科研机构袁享受二级院系的
学术权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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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成立反腐研究中心
本报讯渊记者 许 卉冤
记者从中国政法大学获
悉袁 学校日前成立国家监
察与反腐败研究中心遥 学
校将开设相关课程袁 加强
对学生的反腐败和廉洁教
育袁 开拓在反腐败和国家
监察法制领域的视野遥
该中心的宗旨是围绕
国家监察和反腐败体系建
设袁 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践
问题袁 为完善我国监察体
系尧 提高反腐败的科学化
水平尧 国家监察与反腐败
法治化建设提供人才和智
力支持遥
学校终身教授尧 中国
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应松年担任该中心主任遥
他表示袁 中心职能为加强
和创新国家监察与反腐败
的科学研究袁 开展基础性
理论研究袁 注重应用性研

究袁 推进监察与反腐的理
论创新与学科建设曰 开展
监察与反腐败法治化建设
领域的政策咨询研究袁承
担党和政府交给的研究任
务袁与有关部门尧地方共建
国家监察与反腐败示范基
地袁提供有价值尧有影响力
的决策咨询成果遥 该中心还
将加强与国内外机构的交
流与合作袁希望相关学者为
平台开展研究工作遥
人才培养方面袁 学校
将开设相关课程袁 加强对
学生的反腐败和廉洁教
育遥 开拓学校本科生尧研究
生袁包括硕士生尧博士生在
反腐败和国家监察法制领
域的视野遥
该中心是面向社会的
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机
构袁 也接受社会的咨询服
务和培训工作遥

中国农大成立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报讯 渊记者 邓 菡冤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
技术学院成立大会日前举
行遥该学院将通过基础理论
研究尧工程技术研发尧研究
平台建设袁使农大成为土地
科学理论研究的策源地尧土
地科技创新中心和土地人
才培养摇篮遥
学校校长孙其信表示袁
面对日趋紧迫的土地资源
利用难题袁土地科技创新的

国家需求更加紧迫袁 科技
创新需要依靠学科平台建
设遥 为此袁农大整合校内资
源成立土地科学与技术学
院袁 布局和建设土地科学
与技术学科体系和培养高
水平专业人才遥 这是农大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尧落
实国家野双一流冶建设的重
要举措遥
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要全力抓战略尧认真抓人才

队伍尧狠抓教书育人袁站在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
学科前沿的高度袁发扬敢为
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袁谋划具
有战略意义和前瞻性的发
展规划袁为学院和学科未来
的发展描绘蓝图尧 奠定基
础遥学院要把吸引尧培养尧锻
炼土地科学与技术高层次
人才袁作为今后建设和发展
的重中之重遥
学校土地科学与技术

学院学科建设将涵盖从基
础理论到工程技术层面袁涉
及土地与空间尧 土地与生
态尧土地与环境尧土地与经
济尧人地矛盾等领域遥 学科
框架按土地科学与技术学
科设置袁全面建设与发展土
地资源学尧 土地管理学尧土
地整治工程尧土地信息技术
四个学科方向遥该学院首任
院长由学校副校长李召虎
担任遥

第五届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交流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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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化工成立学生法律援助中心
开幕式期间袁 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学生进行表
演袁展示出扎实的基本功和精湛的舞台呈现水平遥
本报记者 邱乾谋 摄

北京化工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郑重宣誓遥
本报讯渊记者 邓 菡冤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关于推进依法治国方略
精神尧充分发挥学校文法学
院法学专业优势服务全校
师生袁在第四个国家宪法日
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基础上袁
北京化工大学日前成立学
生法律援助中心遥
法律援助中心是以法
学专业学生为主体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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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组织袁下设秘书处尧法
律咨询室尧案例研究室尧普
法宣讲团四个部门袁由文法
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富家任
指导教师袁 秉承 野学以致
用尧服务师生尧弘扬法治冶
的理念袁面向全校师生提供
义务法律援助服务袁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遥 成立大
会上袁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张
亮以法律素质培养的野孵化

尤昊越 摄
器 冶尧 法 学 学 科 建 设 的 野 助
推 器 冶尧 法 治 校 园 建 设 的
野服务器冶为切入点袁系统介
绍了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基
本概况遥
学校学工办主任商云
龙指出袁法律援助中心的成
立是深入落实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
措袁是学校野大思政尧大教育冶
理念的具体体现袁是坚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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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联动的
生动实践袁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袁为大学生思政工作和校
园文化建设作出了有益尝
试遥
学生法律援助中 心 将
在北化工昌平校区一站式
服务大厅设立专门法律
咨询窗口袁为全校师生提
供便捷的法律咨询与服
务遥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第五届中国高等戏剧教
育联盟交流会开幕式日
前在中央戏剧学院举行袁
主题为野一带一路冶背景
下戏剧艺术教育领域的
融合发展遥 联盟主席团会
议一致通过北京外国语
大学成为第 26 所加盟院
校遥
来自全国各地 30 余
所高等戏剧教育机构的
专家和教授参加了本次
会议遥 中国高等戏剧教育
联盟轮值主席尧中国戏曲
学院院长巴图表示袁戏剧
艺术要想更好地传播与
发展袁需要优质的戏剧教
育和戏剧教育工作者遥 戏
剧艺术是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遥 党的十九大
报告对文化建设的一系
列阐述袁是国家文化发展
的重大战略袁对戏剧艺术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出
了理论指导袁也对戏剧教
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
求遥
教育部高校戏剧 与

影视类教指委主任周星
指出袁现在许多中小学基
础教育把戏剧演出尧戏剧
呈现作为学校体现文化
品位和调动学生全面发
展的新实践对象遥 新时代
戏剧需要更多社会呼应遥
戏剧教育已不仅是专业
戏剧的教育袁还是艺术文
化的教育袁更是艺术精神
的熏染遥 期待联盟坚守戏
剧传统和本质袁让戏剧戏
曲真正成为贴近人民生
活又具有庄严投入的时
代艺术形式遥
中 国 高等 戏 剧教 育
联盟秘书长尧 中央戏剧
学院副院长徐永胜介
绍袁 联盟成立 6 年来先
后举办了 4 届交流活
动袁出版了 4 册论文集袁
开通了专题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等新媒体袁 搭建
起交流戏剧教育尧 创作
和研究经验做法尧 展示
戏剧教学成果的大舞
台袁 促进了全国戏剧院
校教学实践水平的不断
提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