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017 年“天大·海棠季”活动的公告
当春天来临时，天大的海棠如约而至，满布芳香。那些远游的学子，定情的
恋人，白首的学长，都在这个时节归来。一个城市的文明在一所大学里延续。春
回天大看海棠，2017 年“天大·海棠季”定于 4 月 1-10 日举行，4 月 3 日（周
一）为海棠季校园开放日。现将有关活动予以公布。
本年度海棠季以“花开北洋，情怀家国”为主题，开放日当天，在天津大学
卫津路校区和北洋园校区内将举办招生宣传咨询、校史博物馆开放、校友接待服
务、科技文化互动展示等各类主题活动，两校区合计安排活动 51 项。
（具体安排
详见附件）
重点推介活动有：
“家风耀中华”主题展览，参观校史博物馆——看中国第一所
现代大学，
“在这里读懂天大”——天津大学（北洋大学）
“家国情怀”历史档案展，
天津大学科技成就展，
“与未来相约”——重点实验室开放活动，
“绘海棠，忆黾翁”
——海棠季“家国情怀”主题现场书画活动，北洋艺术团特色文艺汇演等。
当天还将举办“走海棠情怀之旅，掬学府文化书香”活动。活动为来宾设计
了海棠季“情怀之旅”游览路线，在赏花过程中，收集一定数量的活动印章，可
获赠文化礼品 1 份。活动时间仅限于 4 月 3 日当天，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由于卫津路校区内部分停车场正在施工，且 4 月 3 日当天游客较多，校园停
车位极其紧张，希望来宾及师生绿色出行。同时，为了保证校内交通秩序，将在
校内部分路段采取限行措施。
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位于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游客可乘坐公交车在鞍山西
道“天大宿舍”站下车，由北门进入天津大学；或在卫津路从“七里台”站下车，
从东门进入天大；或者乘坐地铁至“海光寺站”、
“鞍山道站”、
“西康路站”下车，
步行 10 分钟左右至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位于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 135 号，游览北洋园校
区的乘客可乘坐 612 路、613 路或 615 路于“天津大学新校区东门”站下车，从
东门步行进入天津大学游览（北洋园校区行车通道及停车场位于南门）。
当日，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开放西阶教室，作为来宾的休息场所。卫津路校
区学四食堂三层可现金消费就餐。北洋园校区学五食堂（桃园）二层、留园二层
可现金消费就餐。

附件:
2017 年“天大·海棠季”主要活动安排一览表
卫津路校区
序号

时间

地点

活动名称

内容

家国两相依

1

4 月 3-10 日

北洋广场

“家风耀中华”主题展览

展览分为家风与国风、家风与党风、家
风与民风三个部分，展现古代先贤修身齐
家的家国情怀、革命先辈言传身教的崇高
风范和百姓人家代代相传的做人操守。

2

4 月 3-10 日

北洋广场

在这里读懂天大——天津大学（北
洋大学）“家国情怀”历史档案展

以图片与文字的形式展出珍贵历史
档案，感受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在
兴学强国的过程中展现出的赤诚家国
情怀，激励我辈承担天大责任。

3

4月3日
10:00-10:30

求是亭东侧广
场

校园文化地标“求是亭”复建启用
仪式

求是亭复建启用仪式，同时举办图片
展，签名墙，校训精神有奖知识答题。

北洋广场

美美与共，生生不息——天津大学
校园风物展

立足校园文化视角，将师生校友钟
爱的海棠等花草树木和人文景观等蕴
含的神韵娓娓道来，展现了物质文化
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化学反应”。

第 1 教学楼校史
博物馆

参观校史博物馆
——看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感受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校史博物馆全天开放，为已预约的
和当天参观人数 5 人以上的团体提供
讲解服务。举办校史知识问答活动。
设有活动海报，供游客签字留念。

铭德道图书馆
后面

“淅淅海棠雨，寄怀家与国”师生
诵读会

师生现场诵读自己原创的诗歌、词律、
书信、散文等，表达对家与国的情意。

4

5

6

4 月 3-10 日

4月3日
8:30-16:00
（15:30 停止
入场）
4月3日
10:00

与未来相约

4月3日
9:00-16:00

国家重点实验
室
“与未来相约”——重点实验室开
放活动

7

4月3日
9:00-11:45

8

4月3日
9:00-16:00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
丰路与湖滨道交叉口西南 150 米）
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
室（5 号楼 105 室 MicroCT 实验室和
17 号楼东配楼 102 室）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天
南联合大厦 c 座 102 室）
随时提供讲解。

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光电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6 楼：C101 超快激光研究室，
C201 激光研究所，C403 量子光学实验
室，C406 光纤传感研究室，C505 非线
性光纤实验室，C605 太赫兹中心，
C603 光子学研究室）随时提供讲解。

第 1 教学楼校史
博物馆展厅

展出天津大学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
果，并配以部分成果实物，如冲破外
国技术封锁的“海燕”水下滑翔机，
神经康复机器人等。随时提供讲解。

天津大学科技成就展

9

4月3日
8:30-16:00

铭德道
第 2 教学楼和 15
教学楼东南侧

“你的问题我解答”
——天大招生办现场咨询和招生政
策宣讲

面向中学生、家长等开展高考考生
咨询活动。

10

4月3日
9:00-12:00

第 9 教学楼西侧
橱窗旁

我的研途梦——天大与你同行

研招办解答推免生政策、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统考最新动态、博士申请审核等。

11

4月3日
8:30-16:00

17 楼、26 楼、
21 楼等

参观实验室，一览学科魅力

组织中学生参观精仪学院、自动化
学院、建筑学院等实验室。

12

4月3日
9:00-11:00

北洋广场

“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天津大学
学生科学奖十五周年成果展暨故事
集编写工作启动仪式

举办学生科学奖 15 周年展，启动
《科学精神，人文情怀--科学奖 15
周年故事选集》编写工作。

13

4月3日
14:00-16:00

大学生活动中
心二层

“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天津大学
学生科学奖得主回母校座谈

科学奖得主回母校座谈，回顾在母
校的学习生活，分享人生体悟。

14

4月3日
9:00-16:00

北洋广场

海棠季科普日
——海棠盛放北洋情，创新复兴家
国梦

欣赏天大师生科技创新作品，
感受天大学生科技团队风采。

海棠寄思念

15

4 月 1-10 日

新浪微博

微博#天大海棠季#话题互动

活动期间，
官方微博发起#天大海棠
季#话题。关注置顶微博，按要求参与
互动，通过私信留下邮寄地址，即有
机会获赠 2017 天大海棠季明信片。

16

4 月 1-10 日

天津大学官方
微信

官方微信留言互动

每日精选留言都将收到小编寄送的
明信片，每日精选留言点赞最高的前
五名还将获得海棠季专属台历，第六
名至第十名还将获得海棠季便利贴。

17

3 月 27 日-4
月5日

天大校友会微
博、微信

海棠花季、思念季：代寄祝福

通过微博、微信等在线发布，校友
转发后留下寄送地址。（校友专享）

18

4月3日
9:00-16:00

铭德道
第 4 教学楼门前

我为母校送祝福

校友可在现场添加校友总会微信公
众号，留下寄送地址，出示手机截图
即可领取一张明信片。（校友专享）

19

4月3日
9:00-16:00

铭德道
第 4 教学楼门前

青春不散场—祝福母校

向校友提供学士服和祝福牌，由专人
拍照并现场打印照片赠送。
（校友专享）

20

4月3日
9:00—16:00

铭德道
第 4 教学楼 104

“海棠花季”校友专享空间

室内休息区，校友可在此填写明信
片，并提供茶饮、甜点。
（校友专享）

寄给中学母校的问候

给中学老师邮寄海棠季明信片送祝
福，给中学师弟师妹寄送天大资料展
示大学风采等，搭建起天大在校生和
中学母校的桥梁。

21

4月3日
8:30-16:00

铭德道
第 2 教学楼南侧

文韵与国风
22

4 月 3-8 日
9:30-16:00

王学仲艺术研
究所（内场）

天津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会年展

展出我校教职工的中国书画作品，
包括书法、水墨、西画等艺术形式。
10:00-12:00 有讲解，每半小时一次。

23

4月3日
9:00-12:00

王学仲艺术研
究所后面（铭德
道北侧花园）

“绘海棠，忆黾翁”——海棠季“家
国情怀”主题现场书画活动

王学仲先生弟子刘珺现场创作海棠
画作，师生现场书写“家国情怀”主
题作品和王学仲先生爱国诗句。

24

4月3日
9:00-12:00

北洋广场东侧

“纵享花海，济济一棠”——“海
棠书院”家国情怀文化系列活动

神秘嘉宾助阵飞花令大赛和成语大
赛，现场还有精彩的书法、剪纸、茶
道表演等，感受中华文化的精神气韵。

25

26

27

4月3日
9:00-16:00

4月1日
9:30

4月8日

铭德道 15 楼前

第 26 教学楼
B103 报告厅

大学生活动中
心一层报告厅

“旗袍•书香•雅韵” 海棠季人物摄
影长卷展

已为女教授拍摄旗袍写真，照片后
期被制作为集体旗袍长卷，展现女教
授的知性美和天大的人文情怀。

北洋大讲堂之“读书与创作的辩证
思考”

作家伍立杨先生将从“读书与气质的培
养”、“阅读对象的选择”、“创作中的
文体意识与读者的审美选择”、“史料的
占有和判断”四个方面分享创作心得。

海棠精英论坛

新型企业家进校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袁钢明教授带来“第四次工业革
命与中国未来差异化经济增长”主题报
告，围绕投融资和新三板上市进行交流。

棠舞伴青春

28

4月3日
9:00-16:00

北洋广场

29

4月3日
9:00-11:00

大学生活动中
心二层

30

4月3日
9:00-16:00

31

4月3日
9:00-16:00

32

4月3日
9:00-16:00

33

4月3日
9:00-16:00

34

4月3日
9:00-16:00

北洋广场

铭德道
会议楼前

铭德道 15 楼前

铭德道

铭德道 15 楼前

棠花舞翩跹，青春乐游园

院级学生会活动，各类趣味活动，剪
纸创作、手绘海棠等精美作品展示。创
新创业团队原创设计展示与交流互动。
集搭伙众创空间印章可获奖品。

天津大学第五期宣怀班展示

活动邀请天津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岳博仑举办厨艺教学，将有机蔬菜、3D
打印融入烹饪，展示宣怀班“创心味道”。

北洋动力车队赛车科普活动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模拟器体验，2017
赛季赛车涂装方案征集，自主研发零部件
展示讲解，2017 赛季赛车技术特点讲解。

北洋艺术团特色文艺汇演

北洋艺术团合唱团、交响乐团、军乐团、
民乐团、舞蹈团、曲话团等核心演出团队
将献上精彩演出。除每年特色外，还将围
绕“家国情怀”呈现全新节目。各院级艺
术团在海棠季期间演出，同时，两年一度
的合唱节比赛也将在海棠季拉开序幕。
军乐9：00-9：40
爵士9：45-9：55
舞蹈10：05-10：25
交响10：35-11：15
合唱11：25-12：00
越剧表演13:00-13：40
民乐13:50-14:20
相声14：30-15：10
京剧15：20-16：00

92 号说吧 聆听你的声音

走进 92 号说吧，通过拍摄短视频，
记录参与者于此情此景中的心语心声，
收录众多校友游人对海棠的印象。

棠花漫天 致青春

北洋之声朗诵演讲、音乐社路演、
咖啡师秀手冲技艺、折纸作品展、主
持人联盟口才比拼、民俗展示、画扇
子、猜灯谜、礼仪培训、传统文化、
安全知识等，趣味活动异彩纷呈。

“海棠季·愿望树”

把自己的愿望写在许愿卡上，将许
愿卡挂在许愿树的枝头，海棠季过后
许愿卡会被统一保存至学校档案馆。

体育嘉年华
35

4月3日
9:00-15:00

36

4月3日
10:00-12:00
13:00-14:00

体育场前

“跃动青春，春闹北洋”
之体育竞技

体育类社团齐亮相，排球、乒乓球、台
球、弓箭、双截棍及定向越野等互动活动，
参与并打卡成功可获奖品。

体育场前

“春风十里不如你”
之体育汇演

传统射礼、礼仪表演、跆拳道、瑜伽、武
术、太极拳、双截棍等体育节目热情呈现。

北洋园校区
序号

时间

地点

名称

内容

家国两相依

37

4 月 3-10 日

主楼（求实会堂
一侧）

“家风耀中华”主题展览

展览分为家风与国风、家风与党风、家
风与民风三个部分，展现古代先贤修身齐
家的家国情怀、革命先辈言传身教的崇高
风范和百姓人家代代相传的做人操守。

38

4 月 3-15 日
9:00-16:00

郑东图书馆

在这里读懂天大——天津大学（北
洋大学）“家国情怀”历史档案展

以图片与文字的形式展出珍贵历史
档案，感受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在
兴学强国的过程中展现出的赤诚家国
情怀，激励我辈承担天大责任。展板
及少数实物（复制件）一同展出。

39

4月1日
10:30-11:30

明德北道
海棠堤

师生种植海棠活动

师生共同在海棠堤栽植 30 株西府
海棠。

国·家 宿舍掠影，我们的家

展示宿舍楼风貌掠影，征集祝福留
言。提供图片拍摄服务，如同宿舍的
全体成员合影、校友全家合影等，营
造宿舍文化氛围，弘扬“家”文化。

40

4月3日
9:00-16:00

郑东图书馆东
侧书田广场

文韵与国风
41

4月3日
9:00-16:00

郑东图书馆中
庭

杨柳青年画作品展

多幅杨柳青年画作品集中展出，提
供材料和工具供现场体验。

42

4月3日
10:00-15:00

郑东图书馆

走进最美图书馆

郑东图书馆参观游览活动。每个整
点安排讲解。

43

4月3日
9:00-16:00

太雷广场

海棠季诗词大赛

大赛诗词来源为五个诗词意象——
棠、桃、李、梨、樱，现场征集。活
动当天在校园内上述五种花树下设置
游戏点，参赛者需在青协帐篷处报名
参赛，领取指引图，通关后参与抽奖。

44

4 月 19 日
至5月1日

郑东图书馆知
学展厅

天津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会年展

展出我校教职工的中国书画作品，
包括书法、水墨、西画等艺术形式。

45

4月6日
18:00-20:00

郑东图书馆南
馆多功能厅

知学讲坛暨海棠书院开班第一讲

邀请化工学院谢泽雄、吴毅两位
“Science 男神”讲述“我的科研之路”。

棠舞伴青春

46

4月3日
9:00-16:00

郑东图书馆
内庭

北洋艺术团特色文艺汇演

北洋艺术团合唱团、交响乐团、军乐团、
民乐团、舞蹈团、曲话团等核心演出团队
将献上精彩演出。除每年特色外，还将围
绕“家国情怀”呈现全新节目。各院级艺
术团在海棠季期间演出，同时，两年一度

的合唱节比赛也将在海棠季拉开序幕。
军乐 9：00-9：30
理学院合唱团 9：35-10：00
国标舞 10：10-10：25
军乐 10：30-11：00
理学院合唱团 11：05—11：20
国标舞 11：25-11：45
曲话电影展映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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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9:00-16:00

4月3日
9:00-16:00

太雷广场

太雷广场

棠花漫天 致青春

北洋艺术团春季纳新、手工艺品、
竞猜游戏、三行情诗、“卡通眼看海
棠”等，趣味活动异彩纷呈。

海棠·少年游

设置几处海棠最佳合影处，服务游人
拍照。准备诗词和谜语游戏。代寄书信。
“海棠胶囊”：游客写下对自己一年后
想说的话，严格封存，定一年之约。

体育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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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
8:30-10:30

北洋园校区北
足球场

第三届天南大足球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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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9:00-15:00

太雷广场

“跃动青春，春闹北洋”
之体育竞技

剑道达人、灌篮高手、疯狂跳绳等
互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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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9:00-15:00

游泳馆 B205

体育文化盛宴

精彩体育赛事集锦、体育影像播放，
有精美纪念品。

以赛会友，共赏海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