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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kM/h 铁路开通后西部两座交通大学间 N 取值的试

验研究 

张方 

（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为研究 250kM/h铁路开通后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两座地处西部且同源于交通大学的高校之间 N的取

值，西南交大教师发展中心发起，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立刻响应配合，以两校青年教师交流互访为目的，基于立德树

人、敦笃励志、立足西部、共创一流的统一认识，进行了两校两地互访交流的教学试验。试验在追踪溯源的基础上，相

互介绍和剖析了各自教师、教学的培养和发展的思路及成果，并采取了教学研讨等方式进行了试验的深化。研究表明：

N=3.5h，恢复时速之后，N不超过该值；N=2，两校首开教师教学互访活动，仅仅是一个开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第二

次活动即将举行；N=0，随着两校间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常规化交流机制的建立和西南交大轨道交通技术的突飞猛

进，N的值会越来越小，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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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the value of N betwee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which are Both Located in West China after 

Operation of the 250kM/h High Speed Rail 
ZHANG Fa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1)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value of N betwee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JTU) and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WJTU) which are both located in west china and originated from Jiaotong University after operation 

of the 250kM/h high speed rail, sponsored by Faculty Development Center, SWJTU with instant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er, XJTU visiting and exchanging teaching test between 

these two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are conducted, which aims at visiting and exchanging between young teachers 

of XJTU and SWJTU and is based on the consensus of morality establishment and cultivation, honest and 

motivation, basing on the west and achieving first class together. Besides traceback, this test includes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respective thoughts and achievements of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and is furthered by the method of teaching symposium. Research shows: N=3.5h, after the speed resumes, N 

won’t exceed that value; N=2, the teaching visit between teachers of both universities initiates and is just a 

beginning, second activity is estimated to be held in the near future; N=0,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r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acher’s (Teaching) Centers of these two universities and rapid advance 

of rail transit technique of SWJTU, the value of N will dwindle gradually and approach zero.  

Key words: Xi'an-Chengdu High-Speed Railwa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value of N 

西南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

首批“双一流”“211 工程”“特色 985 工程”“2011

计划”重点建设并设有研究生院的研究型大学，坐落

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学校

创建于 1896 年，前身为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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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 Chinese Railway College)，是中国第一所工

程高等学府，中国土木工程、交通工程、矿冶工程高等

教育的发祥地，“交通大学”最早两大源头之一，以“唐

山交大”“唐院”之名享誉中外，素有“东方康奈尔”

之美誉，毛泽东同志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建校以来，学

校先后定名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国立交通大学

贵州分校、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唐山铁道学

院等。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学校部分系科

师资调入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兄弟院校，1964 年根

据中央建设“大三线”精神内迁四川，1972 年更名西

南交通大学，1989 年迁成都[1]。 

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为我

国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西部中心城市——西安。其前身是 1896 年创建于

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 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 年国务

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为交通大学西安部分，1959

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2000

年国务院决定将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

经学院三校合并，组成新的西安交通大学。学校是“七

五”“八五”首批重点建设单位，首批进入国家“211”

和“985”工程建设、国家确定为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

平大学为目标的学校[2]。 

两所交大，同处西部，且又同源于交通大学。更为

巧合的是两校名称的拼音只差一个“N”。历史上，两

校被秦岭所隔，𝑁普速铁路 = 12ℎ。随着时速 250kM/h 的

西成客专开通和两校在国家发展西部教育、争创一流

高校的统一认识下，N 的取值研究被两校教师发展中

心提上历史日程，并及时采取了直接和有效的试验研

究。 

1 试验的设计 

交通大学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也是自豪延展的根

脉。西成高铁连起了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两

所交大决定以西成高铁开通之名，联合举办“立德树人 

敦笃励志 立足西部 共创一流”为主题的青年教师交

流互访活动的试验形式，来验证 N的取值。 

试验的目的为：弘扬传承“竢实扬华 自强不息”

的交大精神，促进两校教师教学发展、教师思政工作以

及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 

试验时间：2018 年 7 月 3 日至 2018 年 7 月 7 日。 

试验地点：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兴庆校区

中一楼 2124）；西南交大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

中心）（犀浦校区综合楼 430）。 

试验人员：两校分别组织 20 位教师及相关工作人

员。 

试验主持：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西安

部分）马知恩教授；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常务副

主任（成都部分）鲍崇高教授；西南交大党委教师工作

部（教师发展中心）部长（主任）任平弟教授。 

西成客专的运行概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西成客专运行示意图 

表 1 试验的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地点及事项 

7 月

3 日 

（周

二） 

14:30-

15:30 

集体参观成都东站车站行车室和综控室 

16:00-

19:51 

乘坐 G2214，成都东-西安北 

7 月

4 日 

（周

三） 

8:30-

9:00 

活动开幕   

简要介绍两校中心概况，活动主要内容和

任务、活动参加人员构成等 

9:00-

10:30 

西南交大何云庵教授做专题报告 

10:30-

12:00 

西安交大马知恩教授做专题报告 

14:30-

16:30 

铁一院教授级高工、西成高铁总设计师王

杰来校做专题报告 

地点：工程坊 A 区 509 

16:30-

17:30 

参观西安交大工程坊 

7 月

5 日 

（周

四） 

8:30-

11:30 

青年教师代表主讲示范课及说课 

专家学员共同交流讨论 

14:30-

15:40 

参观西安交大西迁纪念馆 

17:42-

21:36 

G1281      15:40 出发 

7 月

6 日 

（周

9:00-

10:30 

西安交大鲍崇高教授专题报告 

10:30-

12:00 

西南交大周祚万教授专题报告 

13:30-

14:30 

参观校史馆和犀浦校区 



五） 15:15-

17:30 

参观轨道交通实验室和牵引动力国家重

点实验室 

7 月

7 日 

（周

六） 

9:00-

11:30 

青年教师代表主讲示范课及说课 

专家学员共同交流讨论 

11:30-

12:00 

两校教师研讨交流* 

15:01-

18:16 

G90/ 

注：“*”表示各类参观和交流活动，“/”表示还有部分西安交大老

师将延迟离开成都。 

2 成都-西安段的试验 

成都-西安段的试验包括：7 月 3 日在成都东站对

西成客专成都端控制室的参观；7 月 4 号、5 号两天在

西安交大的教学交流和参观活动。以两校与会人员同

乘 G1281 离开为试验段的结束。 

2.1 成都东站行车室和综控室的参观 

成都东站为西部最大的铁路客运站，为一座融汇

了高铁、普铁、地铁和公路的大型交通客运综合站。行

车室和综控室为 4 级保密单位，位于客站的建筑夹层

中。在参观过程中，老师们深入了解了高速列车运行、

控制的许多知识。当知道其中很多知识产权和技术来

自于西南交大时，老师们为自己是一名交通大学人而

自豪。 

成都东站的行车室和综控室设置在建筑转换层中

（夹层），对外没有窗户，成天见不到阳关和蓝天，空

气质量差。老师们也感到，在今后的建筑设计中应该考

虑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的改善。 

 

图 2 成都东站行车室

 

图 3 成都东站综控室 

参观完成后，西南交大的老师们登上了成都东开

往西安北的 G2214 次高速列车。一路上，来自不同学

院的老师们相互认识、共同憧憬了将在西安开展的试

验研究。坐在平稳舒适的车厢里，望着窗外向后飞驰而

去的青山绿水，部分老师感慨万分： 

（1）过去 12 小时普通列车翻越秦岭，经常是彻

夜难眠； 

（2）任何事情都要认真，最好是亲力亲为，咋就

会买错了车次呢？！这要是记错了上课时间，就是重大

教学事故了啊！ 

 

图 4在舒适的西成高铁上 

2.2 西安试验活动第一天 

西安的试验活动在一场热情洋溢的开场报告中开

始了。50 余名两校的青年教师和资深老教师按照同桌

的形式就坐，就是这短暂的同桌情谊不仅绵延至天府

之国成都，而且还将永远保持热度。 

 

图 5 西安交大试验现场照片 



西安活动的第一次高潮由西南交大何云庵教授的

专题报告《从校史到师德师风传承》和西安交大马知恩

教授的专题报告《发扬“西迁精神”，做一名好教师》

共同推造。两位教授的报告虽然内容和风格不同，但是

都是激情满满、真诚质朴，深切展现了他们一生挚爱的

教学精神。会场上不时响彻着掌声。 

图 6 西南交大何云庵教授的主题报告 

图 7 交大马知恩教授的主题报告 

午饭后，首先听取了铁一院的工程师做了《西成高

铁设计技术》的转场报告，使大家对 N 的取值获得交

通技术上支撑的来源有了深入的了解。 

图 8 铁一院西成高铁设计技术的主题报告 

报告后，对西安交大工程坊的参观，再次引爆了 7

月 4 日活动的第二次高潮。无论是负责老师的介绍还

是对一个个工作坊间的参观，都使两校的老师无不感

慨，高校实训类课程原来可以做到如此精彩的地步！ 

图 9 西安交大工作坊的参观 

2.3 西安试验活动第二天 

按照试验设计，在西安第二天非常紧张，上午两校

青年教师代表将进行示范课和说课，下午参观西安交

大西迁纪念馆，傍晚同乘 G1281 返蓉。 

两校四位青年教师，从桥梁风工程到建筑设计，从

数字模电到心理学，四位老师虽然课程名称不同，神态

动作也各有特色，有的幽默诙谐，有的严肃活泼，有的

简练明确，有的娓娓道来。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通的地

方：基本功扎实！从说课环节、PPT 制作、教学语言、



语速语调、板书设计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训练有素、

严谨治学。他们精心设计了课件，讲课没有口头禅没有

多余的话，语言简洁流畅，举例形象生动得体，讲解深

入浅出明白易懂，最后的总结前后呼应，整节课都紧紧

抓住我们聆听者的注意力[3~4]。 

 

图 10 西安阶段试验的示范课 

下午的西迁纪念馆的参观，将我们的思路拉回到

那些艰苦的岁月。两校在历史上，都是磨难不断，坚忍

不拔！西安交大艰难西迁，西南交大八次迁校，磨难中，

立德树人的初衷从未有任何改变和弱化。一批批的优

秀毕业生就是最好的写照。交大精神永存！ 

图 11 西安阶段试验的参观西迁纪念馆 

2.4 成都-西安试验段的花絮 

到一个城市，去了解她，有两个很好的去处，一个

是街边的餐饮小店，一个是菜市场。成都-西安试验段，

我们也参照以往试验，对西安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初步

的探究。 

 

（a）20:30时刻 

 

（b）7:30时刻 

 

（c）14:00 时刻 

图 12 部分时刻试验段花絮 

研究表明，虽然远隔 600 多公里，但两校所处的



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厚重的名城，两地人民对生活都充

满了热爱和期望。经过多位老师的考查和西安交大老

师们的热情推介，西安不光有羊肉泡馍、胡辣汤、肉

夹馍，西安也有串串！深感两地的交流已经从口到

心。 

在对西安局和西安北站进行了短暂参观之后，西

南交大老师携手自己西安交大的同桌，同乘 G1281 前

往下一试验段——成都。 

 

图 13 西安北站参与试验人员合影 

3 西安-成都段的试验 

西安-成都段的试验，2018 年 7 月 6 日在西南交

大犀浦校区九教开始。 

3.1  西安-成都段试验的精彩开场报告 

西安交大鲍崇高教授的一场《传承创新 打造精

品 建设教师教学培养和发展的优质服务平台》专题

报告让偌大一间多媒体教室座无虚席，掌声不断。让

与会老师们深切体会到了西安交大教学教师发展中心

为教师服务的宗旨，也对整个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有了

直观的认识，许多地方值得老师和管理部门学习。 

图 14 鲍崇高教授的专题报告 

西南交大周祚万教授的专题报告《青年教师教学

科研能力融合提升》为青年教师们平衡科研和教学打

开了思路。 

图 15 周祚万教授的专题报告 

西南交大是一校两地三校区办学，7 月 6 日下午

的活动安排了参观校史馆和犀浦校区，以及九里校区

轨道交通实验室和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虽然行

程满满，但是老师们却是津津有味，意犹未尽。 

 

图 16 犀浦校区和九里校区的参观 

3.2  西安-成都段试验的核心公开课 

7 月 7 日的试验在西安交大艾婷老师的儿科学示

范课中开始了。艾老师的课上的精彩纷呈，从 PPT 到

板书，从语速到情绪调动，处处得当，连不少工科男都



直接爱上了儿科，抢答了艾老师的问题，动情处，无不

潸然泪下。 

图 17 艾婷老师的儿科公开课 

接下来开讲的是西安交大国际关系的李科老师，李

老师的主题是国际危机。李老师的课上得就像是国际

军情分析，全场保持军人的站姿，言辞铿锵有力，绝无

半点拖泥带水，对课件中的国际危机事件如数家珍，剖

析到位。而且，充满了家国情怀，听得老师们满清热血

沸腾，直到掌声响起才醒悟课程结束。 

图 18 李科老师的国际危机公开课 

稍事休息，西南交大的樊代和和汪希老师也给大

家分别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公开课。 

课后、课间，青椒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图 19 课间课后点评讨论 

3.3  西安-成都段试验的参观和花絮 

利用午餐前后的时间，两校青椒们参观了世界第

一大边界层风洞实验室（西南交大 3 号风洞）、陆地

交通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抗震技术中心，

感受了一下西南交大土木学科的雄厚实力。 

图 20 参观风洞实验室 

4 结论 

通过 5 天两地两校 100 余人次的实际试验验证，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西安交大、西南交大的确一衣带水，充满了

兄弟般的情谊。 

（2）两校名称差 N的取值，在西成高铁开通之后，

由原来的 12h锐减至 3.5h~4.0h。 

（3）两校首开教师教学互访活动，仅仅是一个开

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第二次活动即将举行，N=2；  

（4）N=0，随着两校间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常规

化交流机制的建立和西南交大轨道交通技术的突飞猛

进，N的值会越来越小，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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