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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谭益民校长寄语——2016 届毕业研究生 

6月 21日上午，在我校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了 2016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硕

士学位授予仪式。校长谭益民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及全校师生，向获得硕士学位的

346位同学表示祝贺，向为培养研究生而付出辛劳汗水的各位导师，以及为学位

建设付出不懈努力的广大教职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谭校长在向毕业研究生送

上深情祝福的同时，对他们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坚守梦想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就是引航你人生

的灯塔。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理想信

念是我们人生的精神支柱。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

造出来。今天同学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你们身上展现了独具魅力的朝气，展

现了崇尚科学的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无论将来你做什么，在什么

样的岗位，在面向挑战的时候，在面临低谷和挫折的时候，我期待你们总能坚守

梦想，不抛弃、不放弃。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坚守梦想，塑造品格，凝

聚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骄人的成绩，成长为国家栋梁。 

第二，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就是踏实勤奋、找准定位、执着追求。在浮躁功利的当今社会，的

确有人渴望一夜暴富、迅速成功，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永远无法走得更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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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一辈子都躬身于某些普通平凡的岗位，只要你踏实肯干、奋发

向上、真诚待人、家庭和谐，这也是一种美丽的人生。生命不是比赛，而是自己

的远行，每个人都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保持兴趣，坚守自己的一片天空。

因此，一个人能否成功，不取决于名校和名师，不取决于学历学位的高低，而在

于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秉承脚踏实地的精神，将人生的

每一步都走得稳当，走得心安。 

第三，终生学习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会聚融合，全球创新

创业资源加快集聚，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效能不断提升，具有无限可能的互联网

时代、大数据时代以及科技富足时代迎面而来，同学们即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

空间和人生舞台。作为一名研究生，今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终身学习都应当成

为一种习惯，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人生态度。追求真理的道路荆棘密布，但只要

同学们有一颗崇尚科学之心，怀揣追求真理的信念，多读书、读好书，多思考，

多研究，就会发现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大有学问可做。希望同学们敢于创新、

敢于挑战、敢于质疑，不断学习、终生学习，努力成为世界潮流的开拓者、民族

复兴的实践者和创新创业的引领者。 

二、学校第二届督导组正式成立 

6月 8日下午，研究生处（部）在科技楼 201 会议室召开校第二届研究生督

导组成立会议。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副校长罗定提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校研

究生督导组新老成员及研究生处（部）全体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吴卫处长主

持。 

祝方才副处长首先宣读了学校关于第二届督导组成立的文件，并就相关事项

作了说明。接着督导组长周雄文教授对上一届督导组五年来的工作进行了简要的

总结，对以后工作的重点、难点与特色探讨作了认真分析，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特别是对上届督导组的几位老同志，工作尽职尽责、敬业奉献的精神表示由衷的

感谢与诚挚的敬意。 会上新老督导员就督导工作和督导体会进行了热烈、坦诚

而广泛地交流。随后罗定提副校长向第二届督导组成员周雄文（组长）、陈邵桂

（副组长）、池宏勋、方见树、陶景霞颁发了聘书。 



 

最后罗定提副校长作重要讲话。他首先对上届督导工作表示高度的肯定，对

老教授们付出的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新一届督导成员寄予殷切希望并

提出相应的要求。他就加强研究生教育，如何提高督导工作水平强调了四点：一

是要加强对研究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研究生教育是一所大学办学水平和综合实

力的体现，督导工作是教育质量体系的重要保证。二是要深化研究生教育的改革。

要按照新时期教育的“四个加强”和“四个面向”的要求，立足服务经济、社会

的需求，强化学科建设以需求为导向，注重与产研相结合，补齐我校研究生教育

对外交流办学的短板，优化学科结构，全面提升质量。督导工作要以此为中心，

根据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与规律，严“督”是基本，善“导”是关键，要把握工作

内容，熟细督导程序，突出督导重点，彰显督导优势，保证督导效果。三是研究

生教育要强化四种意识，即标志性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这也

是对我们督导工作高标准、前沿性要求。四是注重自身建设，从严要求自己，发

挥督导师范表率作用。我们督导组成员，均是资深教授，不仅有培养研究生丰富

的教学实践经验，而且有勇于探索教学规律，优化教育内涵的理性思考，这些是

难得的教育资源和宝贵财富，也是有效开展督导的独特优势。因此，我们既要保

持优势，发扬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严”字当头，“范”式为先，明

确职责标准、履行责任分工、熟细培养方案、规范工作程序、把握重点环节、严

格督导要求，全过程、全覆盖、全方位，高效率地开展督导工作。 

三、湖南工业大学 2016 年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顺利结束 

6月中下旬，各学院先后举行了 2016 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各学位

点按规定组织答辩委员会，聘请外校专家担任主任；按规范履行答辩程序，按标

准评价学位论文，取得了较好效果。今年上半年，学校共有 346名研究生硕士参

加学位论文答辩，全部顺利通过。答辩结论中：59人为优秀，250 人为良好，37

人为一般。 

以上 346名研究生经湖南工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同意授予相应的硕

士学位。在授予学位中，科学学位有：艺术学硕士 34名，哲学硕士 11名，法学

硕士 26 名，文学硕士 10名，工学硕士 88 名，理学硕士 18名，管理学硕士 16

名；专业学位有：艺术硕士 68名，工程硕士 59名，工商管理硕士 16名。 



 

四 、商学院组织 2014 级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 

5月 24日下午，商学院对 2014级企业管理和会计学学科的 7名研究生在事

先审核考核表及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中期考核的现场汇报和评审，对学生

入学以来在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学术研究及学位论文撰写进度等方面的情

况进行了全面考察。郑贵华副院长担任考核组组长，所有研究生指导老师及研究

生秘书参与了考核。在研究生进行了 PPT 汇报以后，考核组逐一进行评议，根据

考核要求给出评语并进行评分。最后，郑贵华副院长对参与考核的研究生提出了

下一步学习研究的要求。 

五、湖南工业大学 2016 年优秀硕士论文评选结果 

为鼓励研究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科技创新，认真提高硕士学位论

文质量，学校决定表彰奖励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硕士研究生优秀学位论

文经校外专家盲审，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评阅，研究生处复核，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核批准，决定授予《基于三支决策的中文微博观点句识别研究》等 27篇论

文为湖南工业大学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特此公布。 

 

 2016年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学科名称 论文 

作者 

指导 

教师 

1 
基于三支决策的中文微博观点句识

别研究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田海龙 朱艳辉 

2 

中国梦背景下汉语政治语篇中概念

隐喻的语用功能研究—以习近平主

席讲话为例 

外国语言文学 蒋艳春 唐红芳 

3 
中部城市群物流竞争力评价与比较

分析 
物流工程 司文峰 刘莉 



 

4 
无机纳米 SiO2填充 PLA/PBAT复合

体系的制备及流变性能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志斌 刘跃军 

5 
稀土上转换荧光纳米材料的制备及

其在生物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 毛兰兰 何农跃 

6 
采用生物质为碳源制备 LiFePO4/C

复合材料及其结构和性能的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 白宁波 陈晗 

7 
基于纳米多孔电极快速检测农药残

留的酶生物传感器的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 刘可可 何农跃 

8 
多级孔二氧化硅的合成及在酶固定

化中的应用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 刘玮玮 许建雄 

9 
湖南通道侗族织锦艺术研究-以传承

人栗田梅作品为例 
设计学 乔松 吴卫 

10 
1956—1965 年中国美术电影角色

设计研究 
设计学 朱亮 赖守亮 

11 
论 20世纪上半叶旅法中国画家女性

裸体艺术的“中国味” 
设计学 张彤 王美艳 

12 
株洲市建筑投资项目两型化审批的

标准及控制研究 

绿色包装       

与低碳管理 
符攀超 刘建文 

13 

城市边缘区乡村绿地景观雨洪规划

研究——以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美泉

社区为例 

人居环境设计学 李凌云 黄春华 

14 正交优化法在区域供冷系统管网优 土木工程 胡海华 谭超毅 



 

化中的应用研究 

15 室内细颗粒物热泳效应研究 土木工程 王秀娟 李灿 

16 
侧向约束下土工格室+夯实水泥土

楔形桩复合地基承载性状研究 
土木工程 王亚涛 何杰 

17 短肢剪力墙节点抗震性能研究 结构工程 鲁楠 杨晓华 

18 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伦理学 黄蔼 陈碧 

19 
商业性的青春乌托邦——赵宝刚青

春偶像剧中的新北 
戏剧与影视学 岑阳 郑坚 

20 小说《林海雪原》的影视改编研究 戏剧与影视学 唐娴静 阳海洪 

21 彩珠筒自动包装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机械工程 胡威林 孙晓 

22 
基于自适应神经网络的复杂机械臂

控制研究 
机械电子工程 符浩 李光 

23 
时滞网络系统分析及其在牵引控制

中的应用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程 
许林兴 肖伸平 

24 
铣磨车变流器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

研究 

电力电子       

与电力传动 
周喜明 谭兮 

25 
基于机器视觉的纸张计数方法研究

及其应用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程 
石伟 龙永红 

26 半色调图像特征提取及分类研究 计算机应用技术 钟智彦 文志强 

27 
自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建设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谌尧 凌四立 

 



 

六、2007 年以来有 65 名硕士生导师指导研究生撰写的论文

获评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07 年我校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以来，65名硕士生导师指导的 121名研

究生撰写的论文，获评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指导研究生获得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硕士生导师如下（以获评优秀论文

的时间先后为序）：肖宏彬、唐川林、何农跃、刘跃军、罗定提、张昌凡、李长

云、朱和平、贺全国、阳爱民、吴 卫、倪正顺、汤建新、陈健旄、彭 晓、刘 杰、

祝方才、湛含辉、龙永红、黄春华、王汉青、郝喜海、周建德、张同标、胡彬彬、

曾广胜、钟泽辉、谷正气、文志强、彭利元、陈若松、李圣清、肖伸平、赵伟军、

邓 燕、侯清麟、陈邵桂、刘建龙、寇广孝、何新快、袁志庆、刘文良、陈益元、

肖颖喆、谢 勇、刘方成、何杰、朱艳辉、唐红芳、刘莉、陈晗、许建雄、赖守

亮、王美艳、刘建文、谭超毅、李灿、杨晓华、陈碧、郑坚、阳海洪、孙晓、李

光、谭兮、凌四立。 

其中指导 3名以上研究生获评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硕士生导师是：肖宏

彬、何农跃、刘跃军、张昌凡、朱和平、贺全国、吴卫、龙永红、黄春华、王汉

青、谷正气、文志强、李圣清、何新快。 

七、2016 年度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评选向青年博士倾斜 

为适应学校研究生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导师队伍的年龄和学历结构，经本

人申请，院部学位评定委员会推荐，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2016 年度

新增罗新河等 58人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在本次新增导师中，有 25位年青的

博士、讲师。他们虽然没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但年富力强，学历层次高、知识

结构新，是学校教学、科研的新生力量。为培养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校学位委

员会决定在导师申报职称上破格，根据各专业硕士生培养需要，优选一批具有博

士学历学位的讲师担任硕士生导师。 

（本期责任编辑 陶景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