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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学学术术““大大咖咖””齐齐聚聚港港城城论论道道
42位泰山学者和千人计划专家在烟台跨界交流，这还是头一遭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李楠
楠) 13日，来自省内19所高校的
42位泰山学者和千人计划专家齐
聚烟台，参加“第二届泰山学者主
题沙龙”。专家学者们现场轮番上
台论道，为蓝黄经济发展出谋划
策，共同切磋探讨，碰撞出很多灵
感和创新的火花。这么多的省内
顶尖学者齐聚烟台论道，还是头
一遭。

据了解，“泰山学者主题沙
龙”是省教育厅于去年设立并启

动的一个人才工作项目。其宗旨
是，通过主题沙龙形式，搭建学
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汇集
泰山学者智慧，推动多学科领域
的横向交融，形成激发创造活
力、建立友谊合作的良好机制。
本届活动的主题是：“文化与技
术进步——— 产业的核心价值”，
旨在围绕服务产业发展的导向，
推动高校领域高层次人才在科
研和学术创新方面与产业发展
紧密结合，为“蓝黄”两区建设和

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据悉，参加本届“泰山学者主
题沙龙”的42位泰山学者和千人
计划专家，涵盖理学、工学、农学、
医学以及人文科学等不同学科，
涉及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生物制
药、中医药结合、机械制造、控制
科学与工程、生物制药、农业技
术、信息与通信工程、体育艺术等
多个专业和领域。同时，本届沙龙
还有全省企业界高层次人才参

加，是一次校企高端人才的聚会。
来自全省高校的泰山学者们以及
来自企业界的高层次人才，相聚
在烟台，凝聚学术力量，探索科技
前沿。

据介绍，本届主题沙龙由山
东省教育厅主办，烟台大学承办，
会期从13日持续到16日，既有学
术交流，也有户外活动；场地也是
轻松、开放式的。开幕式后，现场
由历史文化学者、参加过国家夏
商周时代工程研究的烟台大学副

校长江林昌教授作沙龙主题报
告；随后是院士、泰山学者、千人
计划专家们的专题发言；接着是
参观考察招远黄金集团以及绿叶
制药新药研发园区、国际生物科
技园等；最后将进行海岛文化体
验等活动。

“一次性来这么多省内顶尖
的专家学者，在烟台还是头一
遭。”现场承办方的一位工作人员
说，“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专
家们的思想火花，机会难得。”

烟台可以成为“艺术之都”

“半岛制造业很发达，但没
有设计，只有加工，所以只能存
在经济增长的末端。”泰山学者
特聘教授、山东省文联主席、山
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现
场分享了“山东设计产业的文
化引领”问题的思考，“我们的
设计产业，全国看数量靠前，但
质量还要提高。”

“胶东半岛文化丰富，如何
将文化与文化形态融入到经济
发展中，需要思考。”潘鲁生说，

“比如我们的手艺，我们的团队
在临沂搞试点，将传统的手工艺

柳编跟现代设计理念结合，一年
产生60个亿的产值。”

“我们是纺织大省，但服装
制造很少有自己的设计品牌；
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但‘千城
一面’。”潘鲁生说，“前段时间，
国家统计古村落，其他省市都
上报几百个，我们就报了12个，
批了4个，少的可怜。我想我们
的小城镇化建设一定要保护原
生态的东西，假的景观没人看，
比如我们正在失去的海草房，
这代表了我们地域的特色。”

他说，“文化创意，离不开

项目的支撑和技术创新，技术
创新也需要项目支撑。我曾说
过，我们省如果要拍一部超过

《阿凡达》的片子，只有《八仙过
海》。你看美国电影《花木兰》、

《功夫熊猫》都取材中国元素，
阿凡达是虚构的，但“八仙过
海”是千年流传的，这是我们的
文化优势，不利用就是浪费。”

“创意可促进城市旅游，外
国很注重城市名片，比如联合国
的‘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青
岛和烟台都有这个优势，但为什
么没有申请呢？”潘鲁生说。

现场就有10多位专家睡不好觉

“人可以3天不吃饭，但不
可以3天不睡觉，可见睡眠的重
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教授韩芳说，“现
场就有10多位专家存在呼吸性
睡眠疾病。”

睡不着不是病，睡不好
要人命。以前大家都不太注
意睡眠问题，韩芳教授现场
交流了“睡眠医学——— 一门
新兴的交叉学科”的思想。睡
觉医学从研究睡觉打呼噜开
始，“你看曹操睡觉的时候砍

死了侍卫，以前大家都说曹
操多疑，其实这就是睡眠疾
病，我们称为‘R EM 行为障
碍’；还有很多人睡觉，大腿
老是不停抽动，也是睡眠疾
病，叫不宁腿综合征。”韩芳
说，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睡眠
医学的诸多方面之一。

“我们现在从靠祖传秘方
变为现代技术看病的转变，所
以睡眠医学离不开现代技术，
特别是网络技术。”韩芳说。

“大家都知道睡觉在家睡

得最好，所以我们接触网络，让
病人在家就可以打开电脑来看
病。”韩芳说，这也符合社区治
疗慢性病的精神，是一种新的
医疗模式。

“现在全国有2000家睡眠
中心，山东有四五十家，三甲医
院必须设立睡眠中心，可见社
会的重视。”韩芳说，医疗不创
造价值，但是解放生产力的关
键一步。“所以，我们生活质量
的提高，不光要吃得好、穿得
好，还要睡得好！”

烟台挺好

就是交通不便

“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
台，科学家和文学家、艺术家、历
史学家等坐在一起，跨界交流，
机会难得。”现场茶歇时间，泰山
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文联主
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
生说，上一届的主题是“学科建
设”，通过沙龙交流，他们和来自
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就仿生学建
设达成了合作意向，从工业设计
的角度发现利用仿生学，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烟台城市很好，文化底蕴
深厚，有很强的文化优势。比如
手艺产业，这是一个可以深入开
发的产业。”潘鲁生说，“不过来
烟台的路走的是最费劲的。你
看，去北京才一个半小时，来烟
台至少要四五个小时。”

“是啊，这么好看的景色，第
一次见。”看着外面的大海，泰山
学者海外特聘专家、济南晶正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卉说，
就是交通不太便利，每次来都是
坐飞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留留学学英英国国三三大大问问题题最最受受关关注注
家长们还有啥问题可于18日到新东方说明会上问问

本报记者 王双

随着留学英国费用的下
降、政策的放宽，想去英国读
大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之前
的交流中，家长们最关注孩子
的高考成绩是否影响留学申
请等三个问题。为了让更多的
烟台学子了解2014留学申请政
策，8月18日(本周日)下午2点到
5点半，本报将携手青岛新东
方学校、青岛新东方前途出
国、中国银行烟台分行，在芝
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3楼举行
新东方海外名校申请说明会。

问题一：

高考成绩是否重要

高考成绩不理想，是否能申
请到理想的院校？这是很多学生
和家长关心的问题。青岛新东方
前途出国英国部留学顾问李赛
告诉记者，英国的学校并不看重
高考成绩，而且很多院校接受高
二会考结束的学生。英国院校一
般只要求提供高中成绩单、在读
证明或高中毕业证及语言成绩。
国内的高考成绩并不是必要材
料，英国院校更注重学生平时的
平均成绩。

问题二：

何时开始准备申请

李赛介绍，英国大学申请需
提前一年到一年半进行规划，每
年英国在国际上招收的留学生都
有名额限制，而录取更讲究先到
先得制。倾向于选择名校的学生，
李赛建议应提早准备。由于教育
体质不同，留学英国需加读一年
预科，所以，高二会考结束后选择
出国可节省一年时间。而且英国
很多排名前30的大学都接受高二
学生，只有小部分学校需要提供
高中毕业证书和三年高中成绩。

问题三：

无语言成绩能否申请

经常有学生或家长咨询，
是不是需要所有材料都符合学
校要求之后才能申请？李赛介
绍，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而
且会耽误申请的最佳时机。申
请英国学校是不用提交语言成
绩的，申请同时或者申请后再
提交都可以，学校最先发放有
条件的录取通知书，要求雅思
要达到一定的分数，雅思成绩
达到要求后再补发正式录取通
知书。

本次说明会除了能了解到
英国留学的相关资讯，还能了
解到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德国、意
大利、俄罗斯、西班牙、荷兰、法
国、爱尔兰、瑞士、新西兰等国
的最新留学资讯。1 8日快来中
银大厦3楼与留学专家面对面
交流吧，到场者还将获得精美
礼品一份。

时间：
8月18日 (周日 )下午2：00-

5：30

地点：
芝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3楼
预约电话：0535-6791396

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文联主
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

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教授韩芳

火花碰撞

头条花絮

烟台大学副校长江林昌

我们也会有影响世界的大师

“构建现代化新模式，需要
先进理论的指导，这是我们面
临的新课题。”烟台大学副校长
江林昌教授说，“我们之前的辉
煌文明是在农耕的基础上的，
但现在是市场经济、商品社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
的文化怎么办？这是我们要思
考的。”

“我想我们的文化影响一
定会出现，我们也一定会有世
界影响的大师。”最后江林昌

引用一位名人的话说，正如别
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是俄罗
斯伟大作家时所说，普希金虽
然具有与世界上任何大师相
比也毫不逊色的创作才能，但
他的创作却仍然不可能与莎
士比亚、拜伦、席勒、歌德相
比，他的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广
度还不够用世界性的尺度来
衡量，他还不能产生真正的世
界性的巨大影响。这是因为俄
罗斯民族当时还未真正走进

世界的缘故。中国近现代也是
如此。因此，当中国作为伟大
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
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
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了莎士
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
笛卡儿、帕斯葛、巴尔扎克，德
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
海德格尔，俄国产生了托尔斯
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中
国也将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
巨人和文学巨人出现。

13日，山东省教育厅在烟台
举办了泰山学者沙龙，很多学者
到场参加。

实习生 许广强 摄


	J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