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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级研发生毕业走向
编者：芬芳袭人花枝俏，喜气盈门捷报到！又是
一年毕业季，研究室 14 级的研发生们也纷纷告别大学
生活美好的日子，各自的走向也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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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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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水滴石穿业精不舍，海阔天高学贵有恒。
研发生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
们不仅在自己的学业上刻苦勤奋，学有所成，并且
在实践方面也认真仔细，毫不懈怠，穿梭书海勤为
舟，苦中有乐心亦欢，相信他们将会前程似锦，大
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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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常老师都有一个观点——研究室培养学
生不是对大学课程的弥补，而是对人的全面挖掘和
培养，“一个爱学生的老师，教导学生做事先做人，
这是我们需要坚持的育人理念”。

常老师携研发生
研究室登上《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
胡亚捷（电科 1601，本科生）

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晓明研究室登上了《中
国教育报》头版头条。
报道中讲述了晓明研究室的育人理念与黄健
师兄的故事，而他本人马上就要成为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香槟分校的教授了。教育报给予研究室与学校
“勇担使命，为心导航”的高度评价，指出研究室
的教育模式改变教与育分离状况，形成协同效应，
课堂教学不再是干巴巴地说教，极大调动了学生成
长成才积极性。

为基础学院学子做讲座
刘畅（创新 1601，本科生）

2018 年 5 月 10 日，常老师携研发生在行思 C122
教室同基础学院近 400 名学生做交流，17 级的同学
们全神贯注，兴致盎然，会场气氛异常热烈。

照片 2 讲台上的常老师和周佐达学长
（2018.05.10）
常老师回顾了“晓明研究室”从最初创立时的
艰难到今天硕果累累的难忘历程，介绍了成立研究
室的目的是通过与当前高等教育方法差异化的育
人方法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并就差异化的育人方法
和研究室“严谨、认真、高质、高效”育人文化做
了详细的解读。

照片 1 中国教育报（2018.06.30）
“我这里就是一个小型工厂。”常老师这样说
道，“而做得更多的，是教学生做人的道理、帮助
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精神。”作为一名研发
生，我深受研究室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精神的影响。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白居易诗赞裴度“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
更种花。”而常老师亦是这样桃李满天下的良师。
研发生们也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懵懂无知到学富五
车，研究室发展数年，其中的优秀学子早已广布全
国甚至海外：03 级的研发生黄建已在美国知名大学
取得教授职位，12 级的研发生陈璐在浙江大学攻读
硕士学位等。
研发生们的成功得益于老师的栽培，研究室有
今天的成就是常老师的杰出之作。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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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被校工会授予
“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康明（物联网 1602，本科生）

6 月 7 日上午，我校首批劳模（职工）创新工
作室命名暨授牌仪式在明向校区大数据学院会议
室举行。校党委书记吴玉程，山西省教科文卫体工
会常务副主席张建平，副校长吕永康、树学峰出席
会议，各基层工会主席和教职工代表参加会议。

编者：“晓明研究室第 20 届本科生课外研发
成果展”于 2017 年 6 月 3 日在迎西校区逸夫楼 608
举行，展会分为 2 场，参观人数有 96 人，其中有
85 人报名要求加入研究室团队，有 62 名学生进行
了个人 PPT 演讲选拔面试，学习排名前 5 名的占演
讲总人数的一半之多。16、17 级本科生们欢聚晓明
研究室，成果展进行十分顺利。

参加研究室第 20 届
本科生课外研发成果展有感
靳雅芳（电气 1703，本科生）

照片 3 授牌仪式集体合照（2018.06.07）
会议通过短片介绍了各创新工作室的团队架
构和科研方向。随后，校工会主席罗社管宣读了命
名决定，与会领导为 5 个劳模创新工作室和 7 个职
工创新工作室授牌。其中，研究室被授予“劳模创
新工作室”称号。
常老师致力于本科生的培养，其创办的以个人
名字命名的晓明研究室为本科生课外研发的天堂。
节假日是常老师最忙的时候，甚至在大年初六时，
常老师既已在研究室工作研发、为本科生谋划科研
课题进而推动本科生的成长。
广在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桃李们无一不
证明，常老师与当前高等教育方法差异化的育人方
法和研究室“严谨、认真、高质、高效”的育人文
化有了很高的成效，可谓硕果累累。
编者：常老师的育人理念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深
思考，研究室的研发生们也在常老师的鼓励与支持
下从懵懂无知到学富五车，在研究室形成的做研
究，做实验的良好习惯都对他们做项目，做研发产
生深刻的影响，这都离不开常老师平日里的悉心教
导，离不开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研究室成果展留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
二字。一进研究室，我便被五颜六色的音乐铃铛所
吸引，只需轻轻按动一下鼠标，悦耳的音乐便在耳
边此起彼伏。如果说这是硕士生或及其以上学历的
人的研究成果的话，我可能会不以为然 ，但这竟
然是研究室本科生的智慧结晶，这不禁让我为他竖
起了大拇指。其次，3D 打印技术也博得了我的眼
球。
研究室研发生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个时代的先
进技术，让研发生能够站在高起点上开拓创新，不
断发展，与时代接轨。研究室的其他成果也很优秀，
与其说参观这次成果展是我成为研发生道路上必
要的条件之一，我更愿将这次成果展称为“思想的
碰撞，自我的提升”
。

照片 4 听学长的项目讲解（2018.06.03）
通过参展，我感受到了学姐学长“勤动脑，多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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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的精神，感受到他们“热情洋溢却又严谨认
真”的美好品质。而他们的优秀品质也会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研发生突破自我，勇于创新。

此次五分钟的个人演讲真的让我成长很多，最
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如何在短时间内向别人“推销”
自己！感谢经历！感谢成长！

编者：示鱼授渔，寓教于乐。研究室正式在这
种兴趣驱动下，培养出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研发
生。这里，是人才的摇篮，也是本科生的科技乐园。

立志宜思真品格

参加研究室招新演讲
王增硕（自动化 1701，本科生）

五分钟的个人 PPT 演讲展示是进入晓明研究
室的必经之路，而我也特别有幸能够成为走在这条
路上的一员。
我绞尽脑汁地想出了一种自认为比较新颖的
演讲思路——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我
巧妙地避开了常人的演讲思路，大胆对运用贬义词
来展现自己。关于 PPT 的制作，我也是一改满屏幕
都是文字的传统风格，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符
合主题的图片加上几个字的文字说明）呈现出来。
为了能够不超出规定的时间要求，我专门进行
了多次的演练以达到万无一失。

—记常老师为参加招新演讲的学生做说明会
刘语欣（光信 1701，本科生）

2018 年 6 月 18 日 19:00，常老师在明向校区为
参加招新演讲的学生举行了说明会。活动主要包括
以下 4 个方面:常晓明老师的成长经历，晓明研究
室的成长史，对参加晓演讲的学子们的寄语，以及
对演讲第一名的表彰。
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荫。人们常常考虑
的是树荫，却难以看见树木才是根本。晓明研究室
以独树一帜之姿，吸引着太理的莘莘学子，正是常
老师传承的始终不渝忠实于自己和研究的品格，使
晓明研究室愈发树大繁茂。

照片 6 寓教于乐的常老师（2018.06.18）

照片 5 演讲专注的王增硕（2018.06.09）
那一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达了等候区，在
等候的过程中我看到同学们真的很认真，表情十分
坚毅，学长学姐们组织演讲的流程也很有序高效，
这些更坚定了我想要加入的决心！
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我终于要出征了，出
乎意料的是演讲现场的布局真是特别温馨，刚一进
门就看到了老师温暖阳光的笑容，教授十分平易近
人。温馨的场景，和蔼的老师让我心情放松，并能
够超常发挥。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常老师幼时学境艰苦，但正是非常的境遇方能
显出非常的气节，小小年纪苦学发报，为国效力。
在兴趣指导下，自己钻研制作发电机。以此为契机，
以坚韧的品格为基础，打开了一生孜孜不倦的学习
大门。大学期间的学而不厌，日本留学期间的囊萤
映雪，无一不让学子们动容。常老师身体力行，为
学子们展示了：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需下苦功夫。
2003 年，常晓明老师博士学成回国，创立晓明
研究室；十几年来，精心打造 “严谨、认真、高
质、高效”的研究室文化。最后，全体人员对演讲
第一名的王增硕同学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才能，在寂静之处培养；人格，在人世波涛中
形成。晓明研究室，是才能与人格培养之处的不二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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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开怀大笑的大一新生们（2018.06.18）
编者：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一个人的成
功，不仅需要卓越的才能，更需要一个健全的人格，
对学子们的要求更是如此。

梦，起航的地方
王昊冉（物联网 1702，本科生）

每一段征程，每一次拼搏，每一分耕耘，总让
人充满憧憬。
在繁花似锦，春色满园的 3 月，我有幸成为了
前期生，可以进入晓明研究室进行学习，在这里我
学到了很多，不仅有知识，还有为人处事等方面。

第5版(共1 1版)

得我去探索，我突然感觉我的大学生活丰富了起
来，变得有意义，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每
天都很辛苦，但是我感觉很值得，这是我想做的事
情，正如李彦宏所说“人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并擅长
的事情”内心的喜好是推动事业进步的最大动力，
它能帮你克服困难，坚持到底。
在研究室也不是只有独自一人的学习，每周老
师都会给我们布置任务，这些任务不仅锻炼了我独
自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让我感受到了合作的力量。
此外在这里我还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不仅有同为前
期生的兄弟和学姐学长们的照顾，还有常老师和卫
玲师姐的谆谆教诲。
在机器人日，成果展，创意市集中我看到了许
多精密的仪器，有趣的设备。晓明研究室带我进入
了科技的乐园，领略到科技的魅力。在我心中种下
了一颗梦想的种子。
每个人都有梦想，晓明研究室承载了我的梦
想，它是我的梦想起航的地方。我很清楚，要实现
梦想必定要有付出，正如古人所说“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相信心中的那棵稚嫩的
小苗定会开花，结果。
编者：坚持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需要坚持来
实现。只有在拼搏过程中，不断坚持不断进取，不
断超越，才能让我们的人生道路更加宽阔，才能让
我们的生命更加美丽、绚烂。晓明研究室定会在追
逐梦想的道路上助你们一臂之力。

在晓明研究室的日子
王家禧（自动化 1703，本科生）

从前期生考试结束的日子伊始，掐指一算，来
研已将近五个月。

照片 8 王昊冉学习仪器的使用（2018.06.22）
刚进入晓明研究室进行学习的时候，我们在这
里学习 CDR，ORIGIN 等软件，让我感受到了电脑
不只是能娱乐的工具，还有许许多多神奇的功能值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进入研究室之前，我早早就听说了晓明研究室
“人才的沃土，科技的摇篮”的美名。作为一名刚
刚踏入大学校门不久的有志青年，来了之后，自然
是摩拳擦掌，踌躇满志。犹记得，当我推开逸夫楼
608 那扇厚实的大门时，看着一个个陌生而专注的
面孔，一台台眼熟却不了解功能的仪器，我是又兴
奋、又有些忐忑。有的学长学姐已经获得了保研资
格，快马加鞭地探索着知识的草原；有的和我们同
样是不过十几岁的学生，手上就有了数篇科学、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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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高质研资，甚至是论文；还有的同学，高中
时期就获得了奥赛的国家级奖项。
作为一名新人，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工作
一项又一项，作业一个接一个，每天，都在忙碌中
度过，大学生活不再是娱乐，轻松的代名词。“充
实”一词，从白天到黑夜，扮演着日常的主角。结
束了一天的课程回到寝室，翻开笔记本电脑，手指
在键盘上跃动，鼠标在屏幕上飞舞，看着自己的工
作文件渐渐变多，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每周从明向坐公交车去迎西也算是一个小小
的考验，六点多钟从床上爬起，一路两个小时的车
程，不少同学趁机打个盹，而我，总是靠着晃晃悠
悠的车窗思考着自己的未来。9 点，是听常老师分
享经验的时候，大到管理方针，社会现象，小到为
人处事，技术细节，每一条观点都闪烁着理性的光
芒。

第6版(共1 1版)

多。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研究室“严谨、认真
高质、高效”的文化了。从第一次提交文件时规范
的文件命名，再到看到常老师一字一句地给研发生
们批改研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无不透露着
严谨认真的作风。无论是准备研究室成果展，还是
暑期培训，研究室都能够有条不紊的去进行，很多
工作甚至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这样，正如老师
常说的一句话：“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变成重要不
紧急的事情。”工作高质高效的背后，正是来源于
处理事情时的未雨绸缪。
其次，则是要相信自己。常常因为学习过程中
的一些问题而止步不前，最开始我的第一反应则是
请教别人了。但细细想来，你自己查过资料了吗，
你真的自己尝试过解决它了吗？与其一昧地依赖
他人，不如自己亲自去试试，当你真正通过自己的
努力，解决了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任务，那种喜悦
也只有自己才真正体会得到。

照片 9 王家禧与同学讨论交流（2018.06.25）
五个月时间不长，在大学四年里，晓明研究室
的生活必将是精彩的一页，五个月的时光也很长，
这段时间，我与师长、同学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岁月蹉跎，徘徊无念，觉晓明初现，矢志向前。
五月虽短，结情丝万千，愿奋勇争先，不负流年。

照片 10 郑诗琨学习 3D 打印机（2018.06.25）

郑诗琨（电气 1702，本科生）

最后，则是团队精神了。在学习软件的过程中，
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自己学了一个便捷的方法，
也会及时分享出来，正是由于组员之间的互帮互
助，省去了很多时间，也使我不断进步。
正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说的那样，尽
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愿每一个人都能在逐梦过程中有一个无悔的青春！

入研后生活的改变，虽说身体有些疲累，但让
我最为惊喜的是生活竟然可以这样充实。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已是七月盛夏了，
回想自己从进入前期生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在研究室的这段日子里，我学会了很多，成长了很

编者：只有严谨务实，才能精益求精。“严谨、
认真、高质、高效”不仅是研究室一贯的风格，同
时也是对每一位研发生的要求。在研究室，做人要
严于律己，做事要谨慎行之。

梦起晓明，青春无悔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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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竟然可以这样度过……
孔丽媛（创新 1602，本科生）

轻轻的五一走了，正如它轻轻的来，它轻轻的
招手，作别沉浸在假日的我们。对于研究室的研发
生们来说，使我们沉浸的不是美景，更不是游戏，
而是研发。我们才发现原来五一可以过的这样充
实。
比如，胡煊在五一期间研究压力传感器，收获
颇丰；候佳欣和刘晓娜在这个假期里探究电流传感
器，成功攻克所遇难题。
研究室就像一个世外桃源隔绝了外面的嘈杂，
我们在这里唯一想到的就是研发。大家齐聚一堂，
即可独自深入思考，亦可相互交流。所谓“独学而
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团队合作，共同进步已经
成为了研究室的文化。互通有无，学科交叉使我们
可以更快地成长。
此外，我们在研发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阻
碍，一方面这些阻碍使得研发之路变得泥泞，另一
反面这些阻碍使得研发之路充满惊喜，冥思苦想后
豁然开朗的喜悦总是那样难忘，也许这就是研发的
魅力所在。

在没有毕业之前，我有给自己想过好几个毕业
结局，其中包含自己在毕业时的内心活动，但现在
真的要毕业了，却是另一种感受。
大一暑假开始进入研究室，我应该处于被淘汰
的边缘。但后来慢慢地可以做电学实验，自己的优
势才逐渐出来，在这期间，有很多人给我鼓励。在
研究室和大家一起学习，跟着常老师做东西，让我
学到了很多。很感激能跟着大家一起努力，更感激
卫玲姐和常老师的栽培！
到大三时候，自己做了些不理智的事情，一直
到大四考研结束这段时间，但也让我发现了自己很
多的不足，这是一段有意思且有意义的时光。大学
期间很幸运自己能加入晓明研究室，在研究室做研
发、学习，有种家的感觉。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故事发生，我会好好用心努
力，愿：好运依旧。

照片 11 研发氛围浓厚的 608（2018.04.30）

照片 12 翁健衎（2018.06.26）

研究室像是一个磁铁，将空闲时间的研发生们
吸引至此。在这里搞研发，学做人，我们的每一个
假期都变得那样充实而有意义。

很高兴遇见你
周佐达（光信息 1403，本科生）

编者：“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成功来自于勤奋，智慧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勤奋
的结果。只有把握住勤奋的钥匙，才能打开知识宝
库的大门。让我们珍惜每一份时光，趁着年轻，留
下美好的回忆。

大学四年时光匆匆而逝，还记得刚来到大学的
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的新鲜，竞选班干部，参加各
种学生社团，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但是，
我也有个小方向，我希望找一个能接触科技产品，
安心搞科研的地方。于是在大一末面试并进入了大
学生的科技乐园——晓明研究室。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师恩难忘，师情永存
翁健衎（电气 1405，本科生）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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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般的本科生来说，我们是非常幸运
的。在晓明研究精英式的培养模式下，通过在项目
中学习，我们的科研实践能力，思考能力得到了巨
大的提升。很难想象，在刚进研究室的时候，我才
刚接触电脑，根本不懂如何着手进行科研探索，只
有一颗对科研向往的心。而在大四毕业时，已经独
立完成多个项目，熟练使用各种科研常用软硬件，
懂得实验思路和方法，为研究生的科研生活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这些，都离不开常老师的悉心指导和
研究室良好的科研氛围。

第8版(共1 1版)

却不这样认为，在这里我获得的知识是丰富的，但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常老师教会我的是为人处世的
态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晓明研究室使我彻彻底
底的改变了。

照片 14 马艳飞（2018.06.29）

照片 13 周佐达（2018.06.24）
大学是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旅程，很荣幸能得到
常老师的悉心指导，很高兴能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
朋友，使我从大一的懵懂无知，到现在自己对未来
发展的逐渐明确，在科研道路上的信心更加充足。
大学四年过得很快，很庆幸在这个奋斗的年纪，我
过得很充实，很踏实。
晓明研究室，很高兴遇见你。

毕业了意味着要离开研究室了，毕业了也意味
着要开始新征程了。有不舍，有留恋。但我已经有
了面对新开始的从容。大学保研到西安交通大学攻
读研究生，这对于我来说是大学最好的回报了。可
以说没有研究室就没有这样的荣誉，没有研究室就
没有这样的机遇。以后的路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最后，我要感谢常老师对我们的悉心指导，感
谢研究室给我们提供的平台。常老师，您辛苦了！

幸遇之，难离之
李鸿（自动化 1404，本科生）

回顾与展望
马艳飞（能源 1402，本科生）

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走完了大学四年的路，也走
过了人生最好的时光。回首这四年，晓明研究室注
定是我大学里最重要又难忘的记忆。
还记得三年前自己怀抱着梦想与希望参观了
晓明研究室，从这一刻起我才知道原来大学可以这
样度过，原来大学里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努力拼搏
的人。在加入研究室后我真正了解了这里，也知道
了自己是多么无知。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常老师对我
们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只为了我们能够飞得更
远，如果没有加入研究室我的大学生活不会这样精
彩。有人跟我说在研究室你获得的知识真多，但我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烈日炎炎，夏天的风尚能带来一丝清凉，我们，
就这样毕业了。
大一的那个夏天，记忆中仿佛更加炎热，参加
暑期培训的我们从起初连软件也不会安装的小白，
在每天高密度的锻炼和学习中，飞速成长着。我们
学会了团队合作，理解着严谨认真，不断提高自学
能力；面对难题，我们再也不会说“I can’t”，而是
说“I will try”；最重要的是，将“做人的基底是诚
实” 铭刻于心。
大二的那个夏天，雨哗啦啦的下，我们作为讲
师，更加直面地体会了研究室的工作理念。在大家
遵守规范的基础上，珍惜着所有人的时间，根据事
件的重要性和紧急性进行时间和工作量分配，一切
井然有序。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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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的那个夏天，我在南研复习考研。第一次
在暑假离研究室这么近，却没有进 606 和 608，但
在南研，想念化为了学习的动力，老师的箴言“在
这个房间里，最宝贵的东西是 time”悬挂在墙上，
我集中精神，奋发前行。

照片 15 李鸿（2018.06.29）
在大四的这个夏天，我毕业了。大四的第二学
期，我在研究室做毕业设计。这是四年以来，第一
次有完整的一个学期可以用于踏踏实实地完成一
个设计，在每天与研究难题的抗战中，我的内心充
实而又满足。
我很庆幸遇到你，晓明研究室；我还不想离开
你，晓明研究室。但是，我知道，你会一直用着欣
慰的眼光，鼓励我们高飞，如同往年一样；而我们，
也一定会时不时回来栖息，如同从未离开过一样。
编者：四年的时光眨眼即逝，留下的只有美好
的回忆。在我们感叹时光匆匆的同时，也为曾经努
力的自己感到自豪。 毕业后的风景也许会更加精
彩，但在研究室的记忆也会难以忘怀。

感恩母校，感谢研究室
张艺展（高材 1401，本科生）

又是一年毕业季，但不同的是，这一次也是属
于我的毕业季。终于，我即将在 2018 年 6 月从太
原理工大学毕业，四年大学生活，包括在研究室学
习成长的三年，回想起来，感慨万千。
还记得刚入学时，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但仍旧为了找到自身今后发展的走向而不断探索
和思考着。这样迷茫的我机缘巧合了解到了晓明研
究室，这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好奇心和对研发的潜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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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趣驱使我渴望加入其中，幸运的是，我做到了，
并且是以一名非相关专业类学生的身份在研究室
与电子、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共同学习。这看似平常
的一个选择却成为我大学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晓明研究室被称为“大学中的大学”，名副其
实，最初的印象就是汇集高端仪器设备、先进文化
思想和有志青年的小空间，主要活动场所两间房，
着实不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从这里迸发出来的
激情、成果和影响力却是周围不可比拟的。我们一
有时间就到这里潜心学习研究，在常老师的指引
下，以项目为引导，将理论知识、动手实践与社会
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效果十分显著，我也被这种新
颖的教学模式所吸引，并乐于全身心投入其中。常
老师，言传身教，告诉我学习很重要，做人更重要，
正确地做事比做正确的事，更重要。他也结合我的
具体情况，为我的未来发展做出建议。就这样，研
究室陪伴我度过了大学的主要时光，成为我本科期
间最重要的记忆。

照片 16 张艺展（2018.06.26）
如今的我同样是在常老师的支持下，选择了出
国留学的道路。我深知这条路会更加艰难，但我也
在向着理想脚踏实地地前进，我渴望在追逐梦想的
同时回馈研究室和母校。以后的路必定不好走，但
有研究室志同道合的伙伴，有大学共同奋斗的同
学，有坚定支持自己的老师和家人，我在求学道路
上便不会感到孤独。
编者：小房间孕育着大梦想。在常老师以及每
一位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室真正做到了“进来
的是材料，出去的是产品”。从这里走出去的研发
生，从不会感到孤独，晓明研究室会在你的未来一
直陪伴着你。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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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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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而终了，感觉大家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就连聚
会都变得少之又少。

桑雨辰（交控 1401，本科生）

时光荏苒，我的记忆仿佛还定格在四年前，定
格在我四年前踏入校门的那一刻。四年后，学校的
一草一木还是像四年前一样，但是我却要永远地离
开了。我再也不用通宵准备考试，再也不用争抢食
堂饭菜，再也不用 11 点断电……一切的不愉快再
也不会有了，当然，一切的开心时光也离我而去。

照片 18 田璇（2018.06.28）

照片 17 桑雨辰（2018.06.30）
四年来，我收获了很多，收获了知识，收获了
友谊。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关怀，感谢同学们对我的
照顾，感谢所有人对我的鞭策和支持！感谢晓明研
究室对我的栽培！感谢我精彩的四年大学生活！
今时今日，我站在踏入社会角斗场的入口，心
中满是激荡。青春的小舟已经扬起风帆，满载理想
和追求，我会带着所有人对我的期待上路，乘风破
浪，闯出一片天地。

毕业了，长大了

从大一时候懵懂地踏入大学校门，到如今大四
即将步入社会，非常庆幸自己在懵懂无知的时候加
入了晓明研究室，认识了同级的研发生们和学长学
姐与常老师，正是在研究室的三年与常老师的谆谆
教诲，才让我在大四毕业迈入社会的过程中无忧也
无恐，虽然大四毕业了，没有了学校的后盾，要去
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选
择自己喜欢的生活了，有能力承担自己的责任了，
可以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闯荡了，可以去做很多以前
做不到的事了，我们也真正的长成大人了！
编者：过去，我们憧憬未来；如今，我们面临
毕业。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海内
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君千里，当需一别。

离别感言

田璇（应物 1401，本科生）

李明（测控 1401，本科生）

以前的毕业季都是看着学长学姐们忙着拍毕
业照、开毕业典礼和论文答辩，今年的毕业季却是
自己在忙着这些事，尤其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听到
不认识的同学谈着关于毕业的问题，在食堂吃饭的
时候，看到旁边桌子上放着毕业论文，忽然就意识
到自己真的是马上就要毕业了。大三的时候和舍友
经常一起聊大四毕业的时候要一起去毕业旅行，大
家一起热火朝天地商量着去哪里哪里，感觉转眼间
就大四了，但当真的到了这个时候，要毕业了，大
家反而都没有时间了，以前商量的毕业旅行也就无

时光匆匆，转眼间大学四年的时光已经从我的
指尖悄悄划过，蓦然回首在研究室学习生活的这三
年，发现正是在研究室的经历给这段时光赋予了厚
重感。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这三年里在研究室这片沃土上，也在常老师的
悉心指导下我收获了许多在大学本科期间学不到
的东西。严谨，认真，高质，高效这四个词是当初
在进入大研究室时，老师经常给我们传授的研究室
培养发展理念，到了今天这四个词早已深深的烙在
了我的内心，我相信这四个词还将在以后深深的影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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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我。在这里的三年不仅仅是知识技能方面的成
长，在做人做事上常老师也为我们身体力行树立了
良好的榜样，教会了我们如何规矩规范，如何为人
处世，这些都是大学四年书本上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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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衷心的祝愿晓明研究室越办越好，也祝愿我们皇
家理工的教育事业越办越好！

照片 20 程杰（2018.06.30）
照片 19 李明（2018.06.30）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同一起相处的小伙伴们，感谢这三年来他们友
情本色出演，彼此单纯的在一起相互鼓励前进，一
起讨论问题，我想以后再想遇到这样的一群人，拥
有这样的机会应该很少了吧。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在此，祝愿研究室发展蒸
蒸日上，祝愿常老师身体健康，祝愿卫玲姐生活幸
福美满，祝愿同一期的同学们事业一帆风顺，学弟
学妹们学业有成。

李云路（电科 1402，本科生）

大学四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从进入研究室到现
在也已经三个年头。当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
了研究的招新演讲，可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改变了
我整个大学生活，以至于对以后的路都产生了影
响。

从别后，忆相逢
程杰（光信 1402，本科生）

时光飞逝，大学的生活很快过去了。在这离别
时刻，我心中有着万分的不舍。我静静的坐在宿舍
里，看着窗外的建筑，一个个都感觉那么亲切；道
路两旁的花草树木，还是那么令人赏心悦目。看着
看着，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在晓明研究室的那段时
光。在那里，我们认真聆听常老师对诸多事物的独
到见解；在那里，我们常听卫玲姐讲述研究室的趣
事；在那里，我们与诸多学子一起探索那片未知的
世界。那也许是大学里最奇妙的一段时光：研发时，
注意力就会变得出奇的集中，彷佛每个脑细胞的运
作都是为了完成眼前的作品；娱乐时，我们尽情放
飞自我，把各种问题和疑虑全都抛掷脑后。也许正
是因为这样，我们有了全面的进步。在此，我想对
常老师、卫玲姐以及研究室的诸位学子说一声谢
谢，谢谢你们在那段时间给予我的帮助。同时，我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 逸夫楼 606 房间

照片 21 李云路（2018.06.28）
记得招新演讲的时候，我说自己就像一张白
纸，在这三年期间，白纸也变成了画，不够优秀，
但很精彩。一群有着同样梦想的人聚到了一起，为
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一起奋斗。solidworks、cdr、
labview 当时我们头痛的这些软件，现在变成了我们
常用和必不可少的工具。从基础实验到一个一个项
目，不仅仅学到了知识，更是增强了动手能力。
最后希望研究室能越办越好，老师身体健健康
康，研究室永远是我在山西的一个家！
网址：http://www.xiaoming-la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