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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第四届“用友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落幕
信息来源：经济管理学院 | 发布时间：2015-06-01| 文：刘寿先 | 图：刘寿先 | 编辑：曹文露 杨蕻
能力规划与排程、物料需求计划、资金需求规划、
市场与销售、财务经济指标分析、团队沟通与建设
等多个方面，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必须做出众多
的决策，例如新产品的开发、生产设施的改造、新
市场中销售潜能的开发等，最终决出优胜团队。
本届比赛的全新赛制要求参赛队伍要在更短时间
内做出正确决策，又要求进入复赛的选手在复赛开
始前很短的时间内制定出一套全新的经营方案，这
对参赛选手自身的实践能力、意志力、团队协作精神、
乃至体力要求更为苛刻，选手们面临着更为严酷的
挑战。
经过第一天初赛阶段的激烈角逐，共有 10 支参
由北京印刷学院和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

“用友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在全国自 2005 年

赛队伍脱颖而出，进入复赛阶段。在竞争更为激烈

办，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四届“用友杯”沙盘模

开赛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九届，目前是我国最具影响

的复赛阶段，“炯炯熊”代表队（刘炯、叶文楚、

拟经营大赛于 5 月 23 日、24 日在经管学院管理信

力的大学生经营管理竞赛之一。本次已经是在北印

熊誉理、庞春富、燕志才）和另一支代表队（郭凯、

息中心实验室举行。

举办的第四届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大赛为同学们提

李致明、焦世暄、谢松江、袁润）最终获得一等奖。

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姜东升、经管学院党委书记李治

供了亲身体验企业经营管理、感受经营决策的平台，

此外，另有其他 8 支队伍分别获得二等奖、三等奖。

堂、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贾奔、刘卓、

也给同学们提供展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机会，更培

比赛结束后，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宋健

程帅参加了开幕式。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吴仁群主

养了同学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

先生和李治堂先生参加了颁奖仪式并为获奖队伍颁

持开幕式。

与前两届沙盘模拟经营大赛相同，本次大赛的

奖，随后进行了总结讲话。

本次大赛的参赛选手主要来自学校大一至大三的

基础背景仍设定为一家生产型企业。每个参加大赛

由于在前两届大赛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本次大赛

学生，共有由 149 名选手组成的 31 支代表队参加，

的代表队由 5-6 人组成，每队代表一个虚拟公司，

的参赛选手成绩有了显著提高，这体现出经济管理

参赛学生人数与参赛队伍数量都较去年有所提升。

每队成员将分别担任公司中的重要职位（CEO、

学院下大力气狠抓实践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同

本次比赛由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卓和

CFO、市场总监、生产总监、采购总监）。竞赛内

时经管学院将全力支持和鼓励学生参与此类赛事，

贾奔担任裁判。

容涉及整体战略、产品研发、设备投资改造、生产

以进一步提升我院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新闻出版学院参展北印第十三届大学生科技节
信息来源：新闻出版学院 | 发布时间：2015-05-26| 文：张紫微 | 图：张紫微 | 编辑：曹文露

5 月 20 日下午，北京印刷学院第十三届大学生

业老师针对细节提出观点和建议，并与作品的创作

科技节——“北京印刷学院第十三届大学生科技节

者进行探讨。通过大学生科技节活动，新闻出版学

科技作品展暨大兴区青年创业项目展”在设计艺术

院锻炼了展会能力、开拓了创新视野，为今后创作

学院美术馆隆重展开幕。

出更多扎实的研究作品和新颖的创意作品打下基础。

新闻出版学院在本次科技节展出 158 项优秀作

以下是新闻出版学院部分优秀作品：

1、（电子书）作品名称：《乐倚国风》

品，包括报纸版面设计、模拟书、电子书、动画、

作者：萨茹拉、张雅洁

视频广告、平面设计、摄影作品和科研论文等。

班级：13 级数字出版

院校领导莅临现场并参观科技节作品，对新闻出

指导老师：肖倩

版学院学生们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表示肯定，希望有

2、（电子书）作品名称：《胭脂粉黛四九城》

更多优秀作品可以在学校里创作和展示。同时，这

作者：姚源、柴悦、刘叶乔

些作品受到众多前来参观的师生们的关注，他们就

班级：12 级传播

作品的内容和制作工艺与讲解员进行交流，部分专

指导老师：袁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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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风行 电商借势抢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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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西都市报 ( 成都 ) 华西都市报 | 记者且菲
走在路上不难发现，在公交站台，
地铁等各种公共场所，不少人都喜欢埋

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和感受 Kindle 的
魅力。”

头玩手机等电子设备，其中不乏用手机

此外，2012 年 12 月亚马逊在中国

看电子书的市民。电子书如此盛行，已

上线的 Kindle 电子书店，目前图书总

增值服务新亮点电商争抢电子书市场
当然，看好电子书市场的，不仅仅

目前京东有近 30 万册电子书，95% 以
上是出版物 e 化的品种，是目前市面上

只有亚马逊，小米在收购了多看阅读后， 正规出版物数字版权品种最全的平台。
又在小米商店中开辟了专门的小米书

累积用户量突破 1000 万。京东电子书

经渐渐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而随着

去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 1000 万。

越来越多企业发力电子书市场，预计今

35 岁以下年轻读者更愿意尝试电子书

年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

尽管电子书市场日趋红火，但就中

kindle 加大开发力度与国内 380 家出

国读者而言，仍有不少人更喜欢纸质

版商合作

书。成都赵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平均每

今年，电子书市场的各商家纷纷加

月至少要读 2 本书，但至今没有买过电

大了市场开发力度。尤其是亚马逊，今

子书，在她看来，纸质书更有阅读的感

年力推 Kindle Paperwhite，精心打造

觉。而在记者采访的 30 个读者中，仅

的 Kindle 悦读屋上周在成都亮相，并

2 人有电子阅读器经常看电子书，占比
城，希望电子书销售成为其内容增值服

约为 6.6%。从此数据看，中国读者的电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张文翊在接受记 子书，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 务的新亮点。而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

子阅读习惯还有待培养。此外，年龄在

者采访时表示，“亚马逊一直十分重视 等名著。目前，kindle 已经与国内 380

均扩容电子书频道，加强和图书出版机

35 岁以下的年轻读者更愿意去尝试电子

西部市场。川人自古有读书的传统，从 家出版商签订合同，包括四川人民出版

构的合作，打造自身的内容差异化优势。 书。

将在全国巡展。

量超过 12 万本，其中有 6000 本免费电

古至今也出了多位文学大家。希望更多 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等。

京东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立足专业学术出版，加强数字资源建设
作者：霍文琦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4

科学院在发挥专业优势，聚焦重大问题， 现问题，才能促进数据库质量的不断提

出版社皮书系列研究报告为基础，全面

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 ? 皮书

提供高质量解决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升。皮书数据库不只是社科文献出版社

整合中国发展与中国经验、世界经济与

数据库发布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着义不容辞 的，同时也是参与皮书研创的所有专家

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文献、实证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陈文

的责任。皮书数据库的建设，是社科院 的，是使用数据库内容的所有使用者的， 调研数据和媒体资讯建设而成的数据库

学在讲话中指出，皮书数据库是中国社

发挥智库作用的最显著方式，未来社科 希望大家本着分享的原则，开放的态度， 产品。 从 2007 年皮书数据库个人版建

会科学院 2014 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

院还将继续加大对相关科研项目尤其是 不断学习的精神，共同使数据库不断完

成发布，2009 年皮书数据库机构版建

成果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发布的数字

数字出版产品建设的支持力度，打造类 善，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

成发布，到 2011 年皮书数据库二期建

出版成果，它的发布标志着社科院数字

似皮书数据库这样高品质的数字产品。

设，再到如今新版皮书数据库的建成发

化建设又迈上一个新台阶，标志着社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

库平台。
据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布，从产品建设质量、用户体验着手，

院数字化整体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作

发言中谈到，数据库作为一种产品，需 学 创 新 工 程 于 2011 年 9 月 5 日 正 式

为“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社会

要更多的关注和使用。只有使用才能发 启 动。 从 2013 年 开 始， 中 国 社 科 院

在总结以往数据库建设经验的基础

在每年的年底或年初举办一系

上，2014 年升级完善的新版皮书数据

列 发 布 会、 报 告 会， 向 社 会 进

库立足学术出版和皮书品牌建设，瞄

行当年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的

准数字出版技术前沿，着力提高广大用

发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户体验，在优质内容资源整合、数字资

2014 年 12 月 24—25 日， 中 国

源编辑标引规范建设、社会科学索引系

社会科学院集中发布 2014 年创新

统建设、专业检索功能优化、资源按需

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共 39 项。除集

定制与精准推送等方面均实现了新的突

中发布外，其他如《经济蓝皮书》

破，并将皮书纸书出版、皮书数字出版

《社会蓝皮书》等年度重大成果

及皮书国际出版流程贯通，旨在打造皮

也陆续召开发布会。

书研创出版、信息发布与知识服务专业

皮书数据库是以社会科学文献

不断对皮书数据库进行升级完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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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自救和互救的救援方法。

遇到突发事件需要紧急救助时该

接下来，由新闻出版学院学生会

怎么办？教学楼内最合理的逃生

生活部部长向在场的同学分发了

路线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并

由康庄校区宿舍楼、教学楼及综

突出 5•12 应急活动宣传周主题， 合楼内悬挂的地图制成的平面图，
邀请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的组成

学生会与校红十字会合作开展了

小组在 10 分钟内画出自认为可

主题为“突发事件救援”的宣讲

行的安全逃生路线，十分钟后公

活动。

布了校方已设计好的安全逃生路

此次活动按照计划顺利有序

线。最后，向同学们通知了有关

地进行。首先，由红十字会急救

宿舍安全隐患抽查、特色宿舍建

队的同学上台进行 PPT 展示，讲

设以及校园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

解有关急救方面的知识，着重介

的有关事宜。

新闻出版学院学生会 生活维权部包凯琴

2015 年 5 月 13 日新闻出版学院

突发事件救援宣讲活动

当地震发生该时怎么办？当

3
书籍设计与 PS 讲座顺利召开
新闻出版学院学生会外联部
2015 年 5 月 19 日， 北 京 印 刷

仅解答了同学们的种种疑问，还将精

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在康庄校区综合楼

美礼品赠送给到场同学。

327 教室举办了书籍设计与 PS 技术专

创新已经成为如今大学生必备的

题讲座，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锐野视觉

能力。特别是对于我院各专业的同学，

设计公司的张贵波（波波设计师）为

只有具备创新意识才能将自身的专业

我们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此

知识更好地应用于实际。学校把对于

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涉及到 VI 交互设计

同学们创新意识的培养已经放在越来

技术实操、书籍设计的视觉特效实现

越重要的位置上，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

方法、书籍设计在创业过程中的实际

同学们的专业能力会有所增强，创新

应用以及 PS 软件在设计中的角色。本

能力也会有所提高。

次讲座由新闻出版学院学生

绍了心肺复苏术、止血法和地震

此次宣讲活动旨在向同学们

时的紧急避险方法，并播放了有

讲解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该如何应

关的教学视频。红十字会的同学

对，以此来提高同学们对紧急事

的高度关注，同学们积极响应，

为到场的每位同学发放了急救

件的处理能力。相信通过此次活

踊跃参与，此次讲座从 17:30

包，同学们按照教学视频上所演

动，同学们能够提高自身的防灾

一直持续到近 19:00。

示的内容亲手实践了绷带、三角

能力，并排除身边的灾害因素，

巾等的用法，了解了危险发生后

增强自救能力与救助他人的能力。

会主办，讲座得到了我院同学

讲座期间，波波设计师
讲授了 PS 软件的一些专业知
识，还有一些关于书籍排版
的技巧与方法。最后由老师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会
暨读书交流会圆满结束

组织了现场问答的环节，不

新闻出版学院学生会学习部
5 月 21 日下午 , 由学生会学习部主
办的读书文化交流会暨少数名族文化交
流会在 205 教室开展。

书中自有颜如玉，好读书，乐此不

交流会上我们又邀请少数民族的同学进

畲族等不同民族的代表，通过图片、视

行民族文化的分享。

频等方式与同学们分享了他们各自多彩 疲。现场同学认真聆听思考，让人觉得

交流会上，分别来自满族、苗族、

靓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美味的特色美食 屋中飘散着书香味。民族节日泼水节也
及盛大欢乐的节日庆典。多民族和谐共 让同学们跃跃欲试。希望大家在这个孕
处的热情气息，令现场观众深受感染， 育生机的季节里开启属于自己的心灵之
同学们积极互动，场面温馨。

旅。

北京印刷学院第十三届科技节
北京印刷学院“第十三届大学生

他们对创作者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表示

科技节”于 5 月 20 日，在本校设计

了肯定，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可

艺术学院美术馆隆重展开。新闻出版

以在学校里被创作出来。同时，这些

学院在此次活动中展览了多项优秀展

作品受到众多参观者的关注，他们就

品，其中包括：6 幅报纸版面设计、

作品的内容和制作工艺与讲解员进行

15 本模拟书、27 本电子书、3 个动画、 了多次交流，专业老师也提出了观点
28 个视频广告、15 幅平面设计、25

和建议并与作品的创作者进行探讨。

在交流会上我们为此前“微

幅摄影作品和 39 篇科研论文。院校

通过大学生科技节活动，新闻出版学

小说微书评”的获奖者颁

领导阅读和观看了这些作品，然后进

院的学生会储备更充足的专业理论并

发奖品，并邀请获奖者分

行了相关评审。通过对作品的观赏，

创作出更多的创意作品。

享读书心得。
“齐聚文化盛宴，共享
文化大餐”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我
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
以促进各民族融合，推动
社会和谐发展，在随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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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繁星的孩子》：一场关于相遇与离别的旅途

文：熊文丹
《追逐繁星的孩子》是导演新海诚

海诚电影作品中电脑参与制作的成分比

来说，旅途开始时她并不明白自己想要

执念深重的可怜的男人，我有时会想，

继《秒数五厘米》导演的又一部动画作

宫崎骏大得多的关系，《追》中的风景

的到底是什么，知道旅途结束，她才明

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想明白心在破坏

品。

色彩较宫崎骏更为绚丽明晰，背景被制

钥匙时对他吼出的那句话：“活着的人

谈到日本的动画电影，我们第一个

作得如幻似梦，轻易就能将观众带入令

更重要！”

想到的大概是宫崎骏。我最初会注意到

人目眩神迷的异世界中。在主题的表达

这部作品，也是因为它的海报风格与宫

方面，宫崎骏的表达要比新海诚在《追》

这部电影对战争、生死、信仰、人性、

崎骏十分相似。当时十分糊涂，想当然

中的表达更简单而明晰，
《追》则更含蓄。

孤独、现代文明等等都有探讨，但也许

对号入座，看时不觉，看完了渐渐回过

而且，宫崎骏的作品多数童真色彩浓郁，

是主题太多，表达反而含蓄潦草，隐而

味来，觉得不对，这时才回头翻看导演

而新海诚的电影，则更多面向成年人。

不露。开句玩笑，新海诚约莫是因了上

资料。才知道是新海诚。
对《追》的评价，网上以两种论调

《追》表达的主题很多。上文也提到，

再说另一种。但凡知名的导演推出

一部作品在叙事上不清不楚，被人诟病，

新作，总免不了与旧作对比对比，《追》

这次学乖把这包包藏藏的风格搬到了对

为主。一是批评新海诚一味抄袭宫崎骏， 也不能免俗。《秒数五厘米》风格写实，
商业化气息浓重，不是好作品。另一些

主题的表达上也说不定。题目《追逐繁
▲

爱它的人说它“文艺”、“有强烈的新

《追逐繁星的孩子》
新海诚作品

人则说新海诚已经丢掉了《秒数五厘米》 海诚个人风格”，然而叙述破碎，走得

星的孩子》中的“繁星”应该是作品中
最主要的线索，但这个“繁星”与故事

是种意识流的调调。《追》是幻想类的

白只是因为太寂寞，所以想挽留，不假

情节毫无关系，它只是一种形而上的象

作品，虽然从人设到背景都被指流俗，

思索地追随死去同伴的脚步。对痛失爱

征。随着故事中三人的角度变化的不同，

的。故事围绕十一岁主人公明日菜展开。 但是故事性十分强。我是个俗人，要是

妻的森崎老师来说，这趟旅途的目的性

“繁星”也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满天

时自己的风格。都不是好话。
说它像宫崎骏的作品是有一定道理

像许多日本动漫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

真要坐在电影院里给我选择，我肯定选

极强，那就是用尽手段让妻子重回人间。 繁星是地上人能经常看到的景色，心的

明日菜幼年丧父，身世成谜，有一位终

择看《追》。我一向认为故事性的强弱

而对于心来说，这趟旅途从来都不是他

哥哥瞬在临死前曾高举双手企图碰触那

年忙碌的母亲，一直过着孤独寂寞的生

与否是评判一部电影到底好不好的一个

的，期间他一直在哥哥瞬的死与族人的

远在天边的繁星，然后像一颗流星一样

活。有一天，她从父亲留给她的水晶收

重要标准。在这方面，《追》做得显然

意志之间挣扎，最终叛离了双方，开始

堕落山崖。而瞬的死又引发了主人公明

音机中听到了一阵不可思议的美妙的音

无可挑剔。整个故事，从电影第一幕，

了自己的旅途，走上一条“永远流浪”， 日菜对远方的向往，才开始了这段难忘

乐，为了追寻这来自远方的声音，而开

主人公卧在废弃的铁轨旁自梦中睁开双

但绝不后悔的路。

的旅程。在地下世界雅戈泰的生死门前，

始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冒险之旅。影片中， 眼，到落幕，森崎老师牵着明日菜的手

《追》中的人物性格矛盾而鲜明。

繁星这个意象又一次出现，这一次对森

离开地下世界雅戈泰为止，一气呵成，

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要属森崎老

崎来说，“繁星”显然代表着妻子所在

明、异世界的古生物、一望无际的蓝天、 节奏紧凑，该慢慢该快快，高潮尤其神

师。这是个矛盾而复杂的人物。他原来

的那个他不了解的死去的世界以及他对

绵延的草原、光辉灿烂的地平线等，本

秘而出人意料，结局完满而回味无穷。

是个士兵，他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妻子

妻子的深深的怀念。

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宫崎骏”式意象。

好故事最棒的境界就是引人入胜，我当

丽萨却因体弱多病死去。为了让妻子复

据说，《追逐繁星的孩子》的灵感

表达的主题也与宫崎骏的影片有相似的

时看被它迷得七荤八素，颠倒不知西东， 活，他开始收集各种古代的神话传说，

来源于新海诚幼时读过的《再见，金字

地方，比如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对

看完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应该大大够

加入神秘组织寻找地下世界雅戈泰的入

塔之帽》，作者猝逝，腰斩的故事成了

自然与远古的崇敬、对生与死的探讨、

得上这个标准了。

口与钥匙。你说他善良，他从一开始就

小新海诚心底的遗憾。时隔多年，他加

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戈壁失落的古文

对战争的批判等等。但，两者还是有很

言归正传。《追逐繁星的孩子》，

有目的地接近主人公，利用她打开雅戈

入自己的想象，成了今天的《追》。对

多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大概是因为新

其实说的是一场旅途。对主人公明日菜

泰的大门，在生死门前时乞求神明让妻

于这部作品，作者自己描述：“我越来

子重回人间，把赶回担心他安忧的明日

越想拍对于观众来说，看起来更简单、

香祭给神明当作放置妻子灵魂的身体。

更有冲击力的作品。所以我就想到要拍

你说他恶毒，两人同行在路上时明日香

这样一个‘到某处去，找到某些东西，

曾在睡梦中被夷族带走，他却中断行程

然后返回现实’的典型故事’。”

寻找她的下落。你说他野心重，他确实

还不懂得失去意义的少女、决定放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说他不可饶恕，

手却还不能释怀的大人、以及失去故土

可他至始至终的目的如此可怜，那就是

无家可归的异世少年，一场关于相遇和

与死去的妻子重逢。心为救回明日菜，

离别的旅途。 ——《追逐繁星的孩子》

用尽全力将钥匙破坏，复活被迫终止，

是的，我一定是为了与你相逢而来

森崎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黯然离开

的，当我踏上旅途，一定是为了和你道

生死门，并决定永远留在雅戈泰。这个

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