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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工作 

1、物理科学学院召开学院工作会议 

2014年 1月 13日，物理科学学院在东方艺术大楼报告厅召开全院工作会议，

学院党委书记孙骞，院长刘玉斌，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胜利，副院长罗延

安、李川勇、南晓宇出席，全院教职工参加。 

罗延安、李川勇、王胜利、南晓宇各位副院长分别就研究生培养与科研、本

科生教学、学生教育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关情况向全院教职工进行了汇

报。 

院长刘玉斌向教职工通报了学院发展的有关思路举措和重点工作情况。他指

出，学院的发展应该以人才引进和培养为基础，以本科和研究生培养为重点，以

科研方向聚焦和学科水平提升为核心。在教学工作方面，应该深化招生方式、拓

宽招生渠道，优化课程结构、提高课程质量，培养学生学习、科研能力。在科研

工作方面，要精心培育、组织“大项目、好项目”，向“国际领先、国家急需”

的科研方向再聚焦，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提升科研活跃度。在学科建设方

面，要加强人才引进，注重人才培养，形成科研团队。在行政工作方面，要提高

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的规范化、科学化程度。在学生工作方面，要加

强学生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挖掘学生发展潜质。 

学院党委书记孙骞在大会总结中指出，在全院师生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下，

学院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丰硕的进展。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全国其

他较强的物理学科相比，我院在综合实力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不少问题要解决。全院上下仍要加强工作的紧迫性，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推

进学院的全面发展。孙书记还强调，学院正在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要求，把廉政建设摆在学院建设的重要位置，加强财务、

科研经费等领域的管理，形成良好的风气。 

会后，全体教职工针对研究生培养计划、本科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日常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在三教进行了分组讨论。（供稿人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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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学科 5 名青年才俊入选首批“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

培养计划” 

根据《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及《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

带头人培养计划实施细则（试行）》，经个人申报、学院遴选、校外同行专家外审、

校学术委员会评审、校高层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通过，并经公示，物理学科

有 5名青年才俊入选 2013年度“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入选

人数位居全校各学科第一名。入选的 5人分别是：陈景灵、刘雄军、张心正、胡

毅、刘智波。其中，刘雄军和胡毅为海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优秀博士后。   

“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以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发展

需要为基础，以高水平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培育为目标，拟用 3-5年的

时间，面向海内外公开遴选 100 名以上优秀青年拔尖人才，重点培养扶持其成为

品德优秀、专业能力出类拔萃、具有创新性和开创性、综合素质全面的杰出青年

学科带头人，形成各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的重要储备。（供稿人  刘丽军） 

3、胡金牛博士被聘为物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为了促进我校物理学科的发展，加强学院人才队伍建设，经胡金牛博士提出

申请，物理科学学院经过严格审查申请人材料、召开教授会议和党政联席会研究

讨论、学校审核等程序，近日，胡金牛博士正式被聘为物理学院副教授。 

胡金牛，2002 年 9 月至 2006 年 7 月在南开大学物理系基地班进行本科学

习，2006 年 7 月于南开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2006 年 9 月免试推荐至南开大

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申虹教授。2007 年 10 月受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

资助进入日本大阪大学核物理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大阪大学核物理研究

中心前主任 Hiroshi Toki 教授，2011 年 9 月取得大阪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大

阪大学和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2012 年 4 月至今在北京大学开展

理论物理方向原子核结构专业的博士后研究。迄今为止他在 Physics Letters B 与

Physical Review C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篇，在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10余次。（供

稿人  刘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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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茂志教授申报天津市 2013 年度“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 

   2013年 11月，天津市启动了 2013年度“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申报工作，

物理科学学院推荐我院理论物理专业杨茂志教授申报该培养工程的第一层次人

选。经过申报材料、学院推荐、学校考察、市委组织部答辩等程序，目前杨茂志

老师已经顺利答辩，进入公示阶段。 

杨茂志教授为“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入选人员，他多年从事

重味介子弱衰变、CP 不对称性、量子色动力学在重味介子弱衰变中的应用方面

的研究，发表 SCI 论文 40余篇，总共被引用 1000多次，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

文单篇超过 300次。（供稿人  刘丽军） 

5、我院教工代表参加庆“三八”教职工柔力球比赛 

3 月 7 日，南开大学 2014 年庆

“三八”教职工柔力球比赛在校体

育馆举行。我院 14位教工代表参加

比赛。经过近一个月的排练，最终

取得了三等奖的优异成绩，向全校

师生展现了物理学院教职工的良好

精神面貌。（供稿人  田野） 

 

教学工作 

1、我院积极落实学校本科教学课程建设工作 

为落实《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加强对“公能”素质教育主题的探索，

推动学校教学研究与改革，我院积极落实学校一系列本科教学课程建设工作。 

在2013年度课程数字资源建设与评优工作中，我院共有 29门课程评审合格，

每门课程获得 1000元的奖励支持。 

在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阶段性检查与评优工作中，学校开展了对各级精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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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2012 年市级和校级教改项目、公共基础课程改革项目等四大类 342 项教育

教学改革项目的阶段性检查与评优。我院获Ⅰ类优秀教改项目 1项（李川勇：物

理学拔尖学生的培养模式探讨与实践），Ⅱ类优秀教改项目 5 项（刘丽飒：利用

竞赛辅导，培养“公能”特色的专业人才；孙益顶：实验课程在线预习与考核系

统；孙骞：递进式探索型物理实验教学体系研究；张春玲：团队合作研究开放题

目，加强本科生综合科研能力培养；王铮：液晶非线性光学性质系列实验的启发

式教学），优秀精品课程 1门（缪炎刚：数学物理方法），持续建设较好的精品课

程 3门（赵柳：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吴雪：生物物理实验方法，杨茂志：电动力

学）。学校将给予优秀项目 0.5-3万元不等的经费奖励。 

在 2013 年度教学资源库建设立项申报工作中，我院教师孙骞（物理学基础

课程教学资源库）、宋峰（大学物理课程形象化教学资源库）、张春玲（基础物理

量测量资源库）立项获得资助。 

另外，魅力课堂评选工作也陆续展开。经学院督导组认真审核，我院推选宋

峰、姚江宏、余华三位老师参加学校评选。（供稿人  曾晓伟）  

2、我院安排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根据学校要求，我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相关工作已陆续展开，论文开

题报告工作已完成。根据学院教学计划安排，3 月 26 日至 4 月 2 日，学生完成

《南开大学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表》，并由各学科审核。4 月下旬，学生

完成论文初稿。5月 5日至 5月 9日，学院审查纸质版论文格式并将电子版进行

“查重”。因三教将装修维护，为保证本科论文答辩顺利进行，答辩时间初步定

于 5月 15日至 5月 20日。（供稿人  文小青） 

3、我院开展 201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 

2014 年物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进入录取阶

段。今年物理科学学院执行学校理工科最低分数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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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政治理论 外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总分 

理科 50 50 80 80 310 

工科 45 45 75 75 305 

本年度，共有 255 人报考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创 2010 年以来新高。其

中，推免生 16人，统考生 239 人，最终统考上线 78人。另外，有 16名参加 2013

夏令营的同学报考南开大学，最终上线 8人。 经过面试筛选，共有 73名学生通

过学院复试，拟录取为 2014 年物理科学学院（含泰达应用物理研究院）硕士研

究生。（供稿人  吕艳慧） 

 

科研工作 

1、我院开展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 

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已经结束，我院共申请各类项目 37项。

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 项，面上项目 22 项，青年科学基金 7 项，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 4 项，重大科研仪器 2 项，重点项目 1 项，累计申请金额 4819 万

元。（供稿人  刘乃华） 

2、我院许京军团队获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滚动支持    

日前，教育部正式公布了 2013 年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滚动支持名单，

我院由许京军教授为带头人的“光子学及其技术”团队再次入选。 

  滚动支持旨在为继续支持优秀创新团队，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持续的创新

能力，培育创新研究群体，孕育重大标志性成果。今年是教育部对“创新团队发

展计划”滚动支持的第一年，全国共有 65 个团队获得支持，要求入选团队在上

一建设期内建设成效显著，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业绩突出，验收成绩为优秀。

在上一建设期内，许京军教授代领的团队成绩斐然，故再次入选。 

滚动支持团队将从工作积累和特色优势出发，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

科学规划研究目标和人才培养机制，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进一步强

化科教结合，努力营造自由宽松、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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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S III 实验发现新粒子 Zc(4020)，南开大学作出重大贡献  

继在 2013年 3月北京谱仪 III (BES III) 实验发现新的共振结构Zc(3900)后不

久，利用质心能量为 4.23、4.26 和 4.36 GeV 数据样本，BES III 合作组在 e
+
e

-
→π

+
π

- 

hc过程中一个带电 π 介子和 hc的不变质量谱上 4.02 GeV附近又发现一个新的结

构，命名为 Zc(4020)。新发现的结构被认为是 Zc(3900)的质量较高的伴随态。通

过对三个能量点数据的联合拟合，其质量和宽度分别测量为 M(Zc(4020)) = 

4022.9±0.8±2.7 MeV 和 Γ(Zc(4020)) = 7.9±2.7±2.6 MeV, 显著性为 8.9 σ。该研究

结果已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1, 242001 (2013)，目前引用次数已达到 29次。  

 

党团建设与学生工作 

1、我院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 

2 月 21 日，我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在主楼 412 举行。院领

导班子全体成员、学院全体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教师代表参加总结会。南开

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出席会议并讲话。 

总结会上首先由院党委书记孙

骞做《物理科学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总结报告》，报告总结了

实践活动中学院进行的学习教育、听

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建章

立制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做法和

取得的成效，对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梳理。佟家栋校长代表学校发表

讲话，对物理学院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情况进行了肯定，总结了学院活

动开展的特色、成绩，并对下一步教育实践活动巩固和扩大成果提出了要求。（供

稿人  夏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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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院开展学习中央精神活动 

根据学校的关于学习贯彻视频会议精神的要求，3 月 10 日，学院党政领导

班子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王岐山同志的

工作报告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袁贵仁、王立

英、刘利民同志在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3月 13日，学院党委召开了全体党支部书记及支部委员参加的会议。会上，

由院党委书记孙骞传达了视频会议的精神和以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

会上，还讨论安排了本年度党员发展、党支部活动开展等工作。（供稿人  夏焕

云） 

3、我院开展对《南开大学章程征求意见稿》的广泛宣传和意见征求

工作 

根据学校南开大学章程稿征求意见的有关要求，物理科学学院党政联系会议

经过讨论，在全院范围内展开对《南开大学章程征求意见稿》的广泛宣传和意见

征求工作。 

    学院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

正高级职称教师和师生党支部发送

《南开大学章程征求意见稿》和《南

开大学章程征求意见稿释义》。组织

了由党委书记主持的全院党支部书记

及委员参加的章程稿征求意见专题座

谈会，经过深入讨论，帮助师生充分

了解章程，听取大家对修改完善章程文本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梳理，师生的意见

和建议已汇总报送至学校有关部门。（供稿人  夏焕云）  

4、CYPT2014 暨南开大学全国中学生物理冬令营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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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0日，CYPT2014 暨南开大学全国中学生物理冬令营的开营仪式在南开

大学主楼举行，校纪委、监察室正处级监察员谢桂玲，校招生办公室主任邵庆辉，

物理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孙骞，院长刘玉斌，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胜利，副院长

李川勇、南晓宇出席了本次开营仪式。 

会上，刘玉斌首先对营员表示热

烈欢迎和殷切希望，他从南开物理学

科的历史与发展说起，介绍了学院的

专业设置、学科特色、教师队伍等基

本情况。希望队员们通过冬令营的比

赛与体验，提高对物理学科的兴趣和

热情，报考南开大学物理专业。他也

向支持冬令营工作的学校有关部门和各地中学表示真诚感谢。 

此后，邵庆辉代表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就学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和本届冬令营

的选拔方式做了详细的说明，希望通过此次将冬令营能够选拔对物理有浓厚兴趣

的学生来南开学习。 

谢桂玲代表南开大学纪委、监察室介绍了南开大学的招生纪律，对冬令营的

工作原则、工作程序和组织纪律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了营造出严谨、透明的招

生工作的重要性。 

最后，李川勇介绍了南开大学参与物理竞赛的历史及所获奖励，极大地培养

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并对本届 CYPT赛事相关形式、规则和流程等进

行了说明。 

本届冬令营为期一周，共有来自 23所中学的 126名学生参加，他们将参加

中国高中生物理创新竞赛 CYPT（China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专业知

识考核、资格面试和主题讲座等一系列活动。（供稿人  宋燕） 

5、CYPT2014 暨南开大学全国中学生物理冬令营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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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5日下午，CYPT2014 暨南开大学全国中学生物理冬令营闭营仪式在三

教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波兰驻华使馆文化专员赵玥、物理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孙骞、

副书记兼副院长王胜利、副院长李川勇、评委代表以及全体营员。 

来自全国 23 所中学的 26 支队伍，

经过五轮的角逐，通过充当正方、反方

和评论方角色，就制定题目进行实验、

辩论等形式，最终深圳中学获一等奖。

同时共有十名同学经过选拔获得 IYPT

中国集训队的资格。 

孙骞从解读南开“公能”校训入手，

寄语全体营员，赞扬了他们不惧困难、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并鼓励他们将这种

精神继续下去，欢迎他们报考南开，选择物理。 

全国中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简称 CYPT（China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

由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主办，作为本届中学生物理冬令营系列活动之一，参赛

学生就一些实际物理问题进行团队合作研究，然后就其物理知识、理论分析、实

验方案、结果讨论等进行辩论性比赛。 

今年也是居里夫人诞辰 80 周年，我

院曾与波兰驻华使馆共同举办了居里杯

青少年物理锦标赛暨 IYPT （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中国队选

拔赛。本次活动也得到了波兰驻华使馆

的高度关注。（供稿人  宋燕） 

6、学院志强社开展素质拓展活动 

3月 8日下午，学院志强社成员在三教开展了素质拓展活动。本次素质拓展

活动在团委老师王天娇老师的发言中开始，主要由三个游戏组成，分别为解扣、

你比我猜以及爱的抱抱。三个游戏各有特色，考验了大家的团结协作能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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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表现力。将总人数由抽签的方式分为四队，以积分的方式

进行排名角逐，最后排名第一的队队员将获得精美礼品。同学们热情高涨，在第

一轮解扣比赛中都展示了超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当然有人笑有人

忧，有队在解扣过程中出现死扣现象只能够自认倒霉啦。第二轮你比我猜游戏，

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邮筒哥”传神表现力引得全场爆笑，更有基情四

射的表现让人惊叹不已，另外还有大家对“东莞”的机智演绎也令人称赞道绝。

整个活动在欢乐声中走向高潮，大家也在慢慢进入状态，互相的互动变得越来越

熟络起来。最后进行的是爱的抱抱，主持人说出数字，下面围成一圈行走的人就

要按数字抱成团，不达要求者淘汰，于是大家开始了疯狂的“抢人踢人”大赛，

场面简直是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几轮比赛下来，赤匪队获得了最高积分，全

队每人人员获得了精美小礼品一份，爱的抱抱的优胜者也获得了奖励。 

大家在欢乐的游戏过后，为了更加便于大家熟悉彼此，进行了一番短暂的自

我介绍，互相找到了有共同爱好的小伙伴，更出现了“老乡见老乡”的熊抱场面。

最后，在集体合影中，本次素质拓展活动圆满结束了。 

通过这次素质拓展，大家更好的认识了彼此，也体验到了物理学院这个大家

庭的欢乐与团结。希望参加素质拓展的同学们在物理学院的生活都能够过得愉快，

学习取得长足的进步，在物院结识更多的知心朋友。 

志强社于 14年 3月成立，由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生组成，通过组织同学成立

互助团体，开展学习培训、课题协作、社会实践及公益活动，为他们搭建了一个

实践和交流的平台。同时引导他们开展自我教育、管理、服务，树立艰苦奋斗、

自强自立、积极向上、立志成才的意志品质，全面提高综合素质。（供稿人  张

娅 宋燕） 

7、我院举行“跨世界彩虹-希望 2000”奖学金颁奖仪式 

3月 10日，学院 2000级毕业生代表安勇、潘雷霆为获得 2013年度“跨世

界彩虹-希望 2000”奖学金的获奖学生吴琦和李耀龙颁奖。（供稿人  宋燕） 

8、我院开展“活力南开”主题体育文化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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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学院于 2014年起在全院范围内启动和开展大学生“走下网络、走

出宿舍、走向操场”主题群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暨“活力南开”主题体育文化

系列活动。活动近期陆续于开展。（供稿人  宋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