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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老电影
启发了她的职业梦想

“教师是自己人生向往的
职业。”周老师说，上世纪 70年
代上小学时，老家操场上放映
的一部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
师》女主人公瓦尔娃拉的美好
形象，深深影响了她对教师职
业的向往。大学毕业后，在西工
大无人机所科研岗位上工作了
十几年，后来又在无人机国防科
技重点实验室工作了六年，一直
以研究生导师身份做教师。
2015年调入航空学院后，成为
一个“全方位”的教师。从教多
年，周洲先后指导了 60多个硕
士 30多个博士，自己始终在思
考“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学生爱
戴的好老师”。

教学实践让周老师感受到，
现在的学生在网络时代，可能
不需要老师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但知识背后“理论与实践”“创新
与传承”“独立与合作”等更重要
的科研文化和精神，必须传承与
发扬，这些对未来学子的成才
至关重要。

研究生教育方面，她注重

“学术水平提高和人生价值体现
双重并举”。除了以身作则外，
还专门请来90多岁高龄的刘千
刚教授等一批德高望重的前辈
给学生们讲座，学生们在微信留
言中感慨“老前辈让我知道怎样
在人生和事业中永不沉沦”。

让学生们
有更多实践锻炼机会

为了给研究生提供更多的
实践机会，2015年，“阳光动力 II
号”到达南京，它实现了全球首
次不耗一滴燃油完全靠太阳能
进行的环球飞行，堪称壮举。周
老师立刻带着十几个学生赶到
南京，与飞行员和研制团队交流
探讨太阳能飞行技术。

周洲教授科研团队也经常
带领学生出外场实验。为了认
识光伏能源在临近空间低温高
照度条件下的性能，她曾带领
学生去西藏海拔 5000米高的
米拉山口做模拟实验。为了锻
炼学生实践和合作能力，2016
年暑假，她带领学生奔赴甘肃、
新疆，行车万里，一路做实验、
一路投宿，经历戈壁、沙漠，忍
受四十多摄氏度高温酷暑，完

成了国内第一个太阳能Wi-Fi
无人机的单机和双机飞行实
验。每天为了赶时间，师生们
一大早就出发，经常是早晨两
根油条、一个鸡蛋出门，中午野
地里啃几口馕，晚上方便面充
饥。那些日子，月光下，大漠
里，她看到学生们勤奋工作的
画面，周老师说：“这是我作为
老师一生看到的最美最值得记
忆的风景。”

2017年在第十八届中国科
协年会全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创
业大赛上，西工大周洲教授团队
研制的“太阳能Wi-Fi无人机”一
举夺得金奖，它能让人们在荒漠
无人区，利用太阳能享受到
Wi-Fi网络信号的覆盖，广泛应
用于紧急救灾抢险。

用爱诠释教师大爱
她待学生如母亲

作为工科院校的女教师和
科技工作者，不仅研究成果丰
硕，生活上她像母亲一样去关心
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一次一个学生在实验场脱
棉衣，周老师发现冬天这名学生
里面只穿一件夏天的T恤，没有
毛衣和保暖衣，当了解到这名学
生是孤儿后，他成了周老师最牵
挂的学生。

为帮助这名学生，毕业时周
老师亲自向用人单位推荐，帮助
他找到了心仪的单位。从此每
一个母亲节，周老师都会收到这
名学生亲切的问候和诚挚的祝
福。 本报记者 张彦刚

在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说起50多岁的博士生导师周洲，
师生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周老师不仅是无人机设计领域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众多殊荣的学者、专家，同时也是爱生如子和
蔼可亲的好老师，多年来周老师把做“好老师”当成自己的目标，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心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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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了！对雪，人们总是有
一种特别的情愫，以至于昨天陕
北定边等地出现降雪后，朋友圈
也立即开始了“下雪”模式。西
安最高温一日骤降10.7℃。4日
起到7日，我省持续阴雨天气，秦
岭山区有雨夹雪，防寒保暖最
重要。

早上起来，一个字，冷！午
后，古城没有了前几日的阳光，
天空格外阴沉，阴冷十足。

陕北定边的朋友觉得更冷，
幸好当地已经开始供暖了。与
冷相伴的是惊喜，中午时分，定
边的张女士抬头看到天空下起
了雪，飘飘洒洒，没多久，越下越
大，如鹅毛般落下来，格外漂亮，

于是，她赶紧发了朋友圈。没多
久，树木白了，屋顶白了，车顶也
白了。小朋友们玩起了打雪仗，
堆雪人，想趁着雪未融化之前过
把瘾。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侯建
忠说，这是今秋以来我省首场雪
（秦岭山区除外）。昨天，由于冷
空气来临，加之没有日照，在双
重因素的叠加下，气温下降明
显，就拿西安来说，昨天最高温
仅有14℃，比前天的最高温下降
了 10.7℃。前段时间持续晴好
天气，温度偏高，冷空气现身后，
气温骤降，人们体感普遍比较
寒冷。

昨晨最低气温：陕北大

部-2℃～6℃，最低富县-2.1℃；
关中大部 3℃～11℃，西安城区
10.3℃；陕南大部4℃～10℃。

侯建忠说，根据往年情况来
看，一般供暖前，西安往往会有
一次明显的降温。下周，我省以
阴雨为主，北部有雨夹雪，4日-7
日阴雨持续时间比较长。

4日：全省阴天间多云，陕
北、关中西部、陕南南部有小雨；
5日：全省阴天，榆林南部、延安、
关中北部有小雨，关中南部、陕
南有中雨，秦岭山区有雨夹雪；6
日：全省阴天，延安、关中、陕南
北部有小雨，陕南南部有中雨；7
日：陕北阴天转多云，关中、陕南
阴天间多云，关中南部、陕南有

小雨；8日：陕北多云转晴、关中、
陕南阴天转晴天；9日：全省晴天
间多云。

受短波槽东移影响，预计5
日-6日西安市有一次降水天气
过程，西安市人工影响天气办
公室已发布人工增雨雪作业指
令，将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
对南部山区人工增雨雪作业。
预计在自然和人工因素共同影
响下，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
8℃～14℃；今晚到5日：阴天有
小雨，南部山区有雨夹雪，6℃～
10℃；6日：阴天有小雨，南部山
区有雨夹雪，5～12℃。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本报讯（陈新建祁杰记者
张彦刚）记者昨日获悉，西安市
碑林区11月1日在全市率先设
立近百名社区监察员，将对社区
管辖范围内每一名行使公权力
的人员进行监察监督。

作为西安市监察职能向街
道延伸工作试点区县之一，碑林
区向8个街道派出监察组，履行
监督、调查等职能，全区监察对
象较监察职能向街道延伸前增

加2068人。
为了进一步推进监察职能

向基层延伸，实现对全区履行公
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结合全区
街道和社区工作内容和性质，碑
林区纪委区监委积极探索创新，
制定了《关于在全区设立社区监
察员的实施办法（试行）》，决定
在全区98个社区每一个社区设
立一名社区监察员，打通监察监
督工作“最后一米”。

“如果我当上了社区监察
员，我将认真学习《监察法》《监
督执纪规则》等法律法规，当好
基层工作的监督员、廉政文化的
宣传员、问题线索的情报员，遵
纪守法的示范员，为居民群众当
好监察监督的新探头、雪亮眼！”
昨日，在碑林区召开的监察职能
向基层延伸试点工作推进会上，
测绘路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纪检
委员李英激动地说道。

据了解，社区监察员主要有
三大职责：对社区管辖范围内行
使公权力的人员进行监督；协助
街道监察组开展调查工作；完成
街道监察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社区监察员由社区党组织中的
纪检委员兼任，由所在街道监察
组任命，任期和社区党组织纪检
委员一致，随着任命，李英也将
有了一项新职务——文艺路街
道测绘路社区监察员。

近百名“社区监察员”将上岗

本报讯（记者 郑伊琛）省物价局
价格监测分局对我省10个设区市、韩
城市和杨凌示范区的蔬菜价格监测显
示，10月我省监测的23种蔬菜零售均
价环比下降、同比上涨。

今年 10月监测的 23种蔬菜零售
均 价 为 2.75 元/500 克 ，环 比 下 降
6.46%，同比上涨7.42%。监测的23种
蔬菜价格环比14种下降、9种上涨，其
中，白菜、小白菜、菠菜、白萝卜、豆角和
蘑菇环比降幅相对较大；青椒和西红柿
价格涨幅相对较大。其他蔬菜涨跌幅
均在10%以下。陕西省物价局分析，10
月，中秋、国庆双节过后，蔬菜价格有所
回落，而且整体气候条件良好，以晴朗
为主，有利于蔬菜生长，本地产秋冬季
蔬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蔬菜价
格持续下降。而 11月气候将逐步转
冷，本地蔬菜生产进入淡季，蔬菜冬贮
冬藏将逐渐展开，蔬菜市场需求有所增
加，预计我省蔬菜价格将以升为主。

预计本月我省菜价
以升为主

本报讯（记者 郑伊琛）昨日，记者
从西安市人社局获悉，凡在西安市属及
各区县报名参加2018年度（含以前年
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
且成绩合格的考生，均可到西安市会计
服务大厅提交申请办理证书。陕西省
直考区合格考生证书办理可联系陕西
省人事考试中心。领取资格证时，需填
写《陕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人员
登记表》；携带身份证原件、准考证或成
绩单、预约单；2017年度通过考试的未
领证书人员所携带资料与 2018年一
致，无需携带照片；2016年及以前年度
通过的考生（含2016年），除携带以上
资料外，还需携带 1张两寸证件照片
（必须与准考证上的一致）。

西安考区会计专业
技术（初级）可领证了

陕北迎今秋首场雪
西安今起人工择机增雨雪

西工大教授周洲：

把做“好老师”当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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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大教授周洲 司哲摄

本报讯（曹伟男平锐军陈渊 记者
郑伊琛）11月2日，我省50名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赴外充电，通过培训，强化了
互联网思维。

据悉，此次研修主要围绕当前国际
国内经济形势热点及小微型企业成长
脉络，重点学习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商
业模式创新，同时，近距离感受浙商创
业与浙江模式，引领我省自主择军转干
部创业企业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
营模式，走上持续创新发展之路。

目前，我省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已超
过1万人，总数居全国第7位。近年来，
我省积极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号召，认真落实国家关于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就业创业工作的安排部署，
把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创业纳入全省就
业创业大盘子，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在创业担保贷款、就业创业培训、创
业孵化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同时，以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创业中遇到的问题
和今后发展中的需求为导向，举办了5
期创业管理专题研修班。

陕西50名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赴外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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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老电影
启发了她的职业梦想

“教师是自己人生向往的
职业。”周老师说，上世纪 70年
代上小学时，老家操场上放映
的一部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
师》女主人公瓦尔娃拉的美好
形象，深深影响了她对教师职
业的向往。大学毕业后，在西工
大无人机所科研岗位上工作了
十几年，后来又在无人机国防科
技重点实验室工作了六年，一直
以研究生导师身份做教师。
2015年调入航空学院后，成为
一个“全方位”的教师。从教多
年，周洲先后指导了 60多个硕
士 30多个博士，自己始终在思
考“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学生爱
戴的好老师”。

教学实践让周老师感受到，
现在的学生在网络时代，可能
不需要老师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但知识背后“理论与实践”“创新
与传承”“独立与合作”等更重要
的科研文化和精神，必须传承与
发扬，这些对未来学子的成才
至关重要。

研究生教育方面，她注重

“学术水平提高和人生价值体现
双重并举”。除了以身作则外，
还专门请来90多岁高龄的刘千
刚教授等一批德高望重的前辈
给学生们讲座，学生们在微信留
言中感慨“老前辈让我知道怎样
在人生和事业中永不沉沦”。

让学生们
有更多实践锻炼机会

为了给研究生提供更多的
实践机会，2015年，“阳光动力 II
号”到达南京，它实现了全球首
次不耗一滴燃油完全靠太阳能
进行的环球飞行，堪称壮举。周
老师立刻带着十几个学生赶到
南京，与飞行员和研制团队交流
探讨太阳能飞行技术。

周洲教授科研团队也经常
带领学生出外场实验。为了认
识光伏能源在临近空间低温高
照度条件下的性能，她曾带领
学生去西藏海拔 5000米高的
米拉山口做模拟实验。为了锻
炼学生实践和合作能力，2016
年暑假，她带领学生奔赴甘肃、
新疆，行车万里，一路做实验、
一路投宿，经历戈壁、沙漠，忍
受四十多摄氏度高温酷暑，完

成了国内第一个太阳能Wi-Fi
无人机的单机和双机飞行实
验。每天为了赶时间，师生们
一大早就出发，经常是早晨两
根油条、一个鸡蛋出门，中午野
地里啃几口馕，晚上方便面充
饥。那些日子，月光下，大漠
里，她看到学生们勤奋工作的
画面，周老师说：“这是我作为
老师一生看到的最美最值得记
忆的风景。”

2017年在第十八届中国科
协年会全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创
业大赛上，西工大周洲教授团队
研制的“太阳能Wi-Fi无人机”一
举夺得金奖，它能让人们在荒漠
无人区，利用太阳能享受到
Wi-Fi网络信号的覆盖，广泛应
用于紧急救灾抢险。

用爱诠释教师大爱
她待学生如母亲

作为工科院校的女教师和
科技工作者，不仅研究成果丰
硕，生活上她像母亲一样去关心
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一次一个学生在实验场脱
棉衣，周老师发现冬天这名学生
里面只穿一件夏天的T恤，没有
毛衣和保暖衣，当了解到这名学
生是孤儿后，他成了周老师最牵
挂的学生。

为帮助这名学生，毕业时周
老师亲自向用人单位推荐，帮助
他找到了心仪的单位。从此每
一个母亲节，周老师都会收到这
名学生亲切的问候和诚挚的祝
福。 本报记者 张彦刚

在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说起50多岁的博士生导师周洲，
师生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周老师不仅是无人机设计领域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众多殊荣的学者、专家，同时也是爱生如子和
蔼可亲的好老师，多年来周老师把做“好老师”当成自己的目标，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心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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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了！对雪，人们总是有
一种特别的情愫，以至于昨天陕
北定边等地出现降雪后，朋友圈
也立即开始了“下雪”模式。西
安最高温一日骤降10.7℃。4日
起到7日，我省持续阴雨天气，秦
岭山区有雨夹雪，防寒保暖最
重要。

早上起来，一个字，冷！午
后，古城没有了前几日的阳光，
天空格外阴沉，阴冷十足。

陕北定边的朋友觉得更冷，
幸好当地已经开始供暖了。与
冷相伴的是惊喜，中午时分，定
边的张女士抬头看到天空下起
了雪，飘飘洒洒，没多久，越下越
大，如鹅毛般落下来，格外漂亮，

于是，她赶紧发了朋友圈。没多
久，树木白了，屋顶白了，车顶也
白了。小朋友们玩起了打雪仗，
堆雪人，想趁着雪未融化之前过
把瘾。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侯建
忠说，这是今秋以来我省首场雪
（秦岭山区除外）。昨天，由于冷
空气来临，加之没有日照，在双
重因素的叠加下，气温下降明
显，就拿西安来说，昨天最高温
仅有14℃，比前天的最高温下降
了 10.7℃。前段时间持续晴好
天气，温度偏高，冷空气现身后，
气温骤降，人们体感普遍比较
寒冷。

昨晨最低气温：陕北大

部-2℃～6℃，最低富县-2.1℃；
关中大部 3℃～11℃，西安城区
10.3℃；陕南大部4℃～10℃。

侯建忠说，根据往年情况来
看，一般供暖前，西安往往会有
一次明显的降温。下周，我省以
阴雨为主，北部有雨夹雪，4日-7
日阴雨持续时间比较长。

4日：全省阴天间多云，陕
北、关中西部、陕南南部有小雨；
5日：全省阴天，榆林南部、延安、
关中北部有小雨，关中南部、陕
南有中雨，秦岭山区有雨夹雪；6
日：全省阴天，延安、关中、陕南
北部有小雨，陕南南部有中雨；7
日：陕北阴天转多云，关中、陕南
阴天间多云，关中南部、陕南有

小雨；8日：陕北多云转晴、关中、
陕南阴天转晴天；9日：全省晴天
间多云。

受短波槽东移影响，预计5
日-6日西安市有一次降水天气
过程，西安市人工影响天气办
公室已发布人工增雨雪作业指
令，将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
对南部山区人工增雨雪作业。
预计在自然和人工因素共同影
响下，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
8℃～14℃；今晚到5日：阴天有
小雨，南部山区有雨夹雪，6℃～
10℃；6日：阴天有小雨，南部山
区有雨夹雪，5～12℃。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本报讯（陈新建祁杰记者
张彦刚）记者昨日获悉，西安市
碑林区11月1日在全市率先设
立近百名社区监察员，将对社区
管辖范围内每一名行使公权力
的人员进行监察监督。

作为西安市监察职能向街
道延伸工作试点区县之一，碑林
区向8个街道派出监察组，履行
监督、调查等职能，全区监察对
象较监察职能向街道延伸前增

加2068人。
为了进一步推进监察职能

向基层延伸，实现对全区履行公
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结合全区
街道和社区工作内容和性质，碑
林区纪委区监委积极探索创新，
制定了《关于在全区设立社区监
察员的实施办法（试行）》，决定
在全区98个社区每一个社区设
立一名社区监察员，打通监察监
督工作“最后一米”。

“如果我当上了社区监察
员，我将认真学习《监察法》《监
督执纪规则》等法律法规，当好
基层工作的监督员、廉政文化的
宣传员、问题线索的情报员，遵
纪守法的示范员，为居民群众当
好监察监督的新探头、雪亮眼！”
昨日，在碑林区召开的监察职能
向基层延伸试点工作推进会上，
测绘路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纪检
委员李英激动地说道。

据了解，社区监察员主要有
三大职责：对社区管辖范围内行
使公权力的人员进行监督；协助
街道监察组开展调查工作；完成
街道监察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社区监察员由社区党组织中的
纪检委员兼任，由所在街道监察
组任命，任期和社区党组织纪检
委员一致，随着任命，李英也将
有了一项新职务——文艺路街
道测绘路社区监察员。

近百名“社区监察员”将上岗

本报讯（记者 郑伊琛）省物价局
价格监测分局对我省10个设区市、韩
城市和杨凌示范区的蔬菜价格监测显
示，10月我省监测的23种蔬菜零售均
价环比下降、同比上涨。

今年 10月监测的 23种蔬菜零售
均 价 为 2.75 元/500 克 ，环 比 下 降
6.46%，同比上涨7.42%。监测的23种
蔬菜价格环比14种下降、9种上涨，其
中，白菜、小白菜、菠菜、白萝卜、豆角和
蘑菇环比降幅相对较大；青椒和西红柿
价格涨幅相对较大。其他蔬菜涨跌幅
均在10%以下。陕西省物价局分析，10
月，中秋、国庆双节过后，蔬菜价格有所
回落，而且整体气候条件良好，以晴朗
为主，有利于蔬菜生长，本地产秋冬季
蔬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蔬菜价
格持续下降。而 11月气候将逐步转
冷，本地蔬菜生产进入淡季，蔬菜冬贮
冬藏将逐渐展开，蔬菜市场需求有所增
加，预计我省蔬菜价格将以升为主。

预计本月我省菜价
以升为主

本报讯（记者 郑伊琛）昨日，记者
从西安市人社局获悉，凡在西安市属及
各区县报名参加2018年度（含以前年
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
且成绩合格的考生，均可到西安市会计
服务大厅提交申请办理证书。陕西省
直考区合格考生证书办理可联系陕西
省人事考试中心。领取资格证时，需填
写《陕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人员
登记表》；携带身份证原件、准考证或成
绩单、预约单；2017年度通过考试的未
领证书人员所携带资料与 2018年一
致，无需携带照片；2016年及以前年度
通过的考生（含2016年），除携带以上
资料外，还需携带 1张两寸证件照片
（必须与准考证上的一致）。

西安考区会计专业
技术（初级）可领证了

陕北迎今秋首场雪
西安今起人工择机增雨雪

西工大教授周洲：

把做“好老师”当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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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大教授周洲 司哲摄

本报讯（曹伟男平锐军陈渊 记者
郑伊琛）11月2日，我省50名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赴外充电，通过培训，强化了
互联网思维。

据悉，此次研修主要围绕当前国际
国内经济形势热点及小微型企业成长
脉络，重点学习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商
业模式创新，同时，近距离感受浙商创
业与浙江模式，引领我省自主择军转干
部创业企业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
营模式，走上持续创新发展之路。

目前，我省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已超
过1万人，总数居全国第7位。近年来，
我省积极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号召，认真落实国家关于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就业创业工作的安排部署，
把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创业纳入全省就
业创业大盘子，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在创业担保贷款、就业创业培训、创
业孵化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同时，以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创业中遇到的问题
和今后发展中的需求为导向，举办了5
期创业管理专题研修班。

陕西50名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赴外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