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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歪瓜裂枣到对称性破缺”  

                             —我院熊仁根教授“初识东南”系列讲座圆满举行 

2015 年 9 月 29 日下午 14:30，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熊仁根在人文讲座报告厅（教一 111）进行了一次题为“从歪瓜裂

枣到对称性破缺”的演讲报告。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东南大学委员会主办，共青团化

学化工学院委员会承办，响应四进四信中“树立对党的科学理论的信仰”的号召，

是“2015 东南大学新生文化季”系列活动之“初识东南”系列名家高层演讲活动之

一。而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蒋波，副书记陆娟，院长杨洪以及副院长周

建成也一同出席了本次活动，与在场的数百名同学共同聆听了本次演讲，讲座现场

座无虚席。 

主讲人熊仁根先生是我国著名化学家，现任职于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东南

大学有序物质科学研究中心，熊仁根教授对待科学严谨踏实、一丝不苟，对待工作

认真负责、勤奋刻苦。在本次讲座中，熊仁根教授将由对称性破缺谈起，介绍他有

关分子铁电体的梦想。 

演讲开始时，全体起立，齐唱东南大学校歌。之后演讲进入了主题，熊教授通

过详细的 ppt 向所有人讲解了他对分子铁电的认识及研究，话语幽默，整个人十分

谦和、亲切，并表明在他报告过程中同学们可以随时提问题，有问必答。整个过程，

同学们都在认真聆听，并且积极地提出自己的疑问，熊教授听过这次演讲之后，希

望各位同学在对熊教授的敬佩之余，也能够学习熊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持久的治

学热情，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不断钻研，自主创新。也祝愿熊教授的愿望能

够早日实现，为化院的学术成就再一次增光添色。 

                                                          (文/图 李美娟) 

 

 

 

烈日不挡激情 化院再创佳绩 

                           --物理化学联合院系运动会完美落幕 

    深秋也掩不住骄阳的风采，在这宜人的秋色中，由东南大学物理

系团委和化学化工学院团委主办，东南大学物理系学生会和化学化工

学院学生会承办的物理化学联合院运会于 10 月 18 日下午在梅园田径

场顺利落下了帷幕。 

    下午 13 时 30 分，开幕式正式开始，运动员们伴着激昂的音乐走

过主席台，紧接着体育系王立靖老师上台发言，运动员、裁判员依次

宣誓，最后由吉鑫和陈嘉两位辅导员一同宣布比赛开始。 

     

话音刚刚落下，运动场上便沸腾了起来，本次院运会包括径赛和

田赛。谈梦璐，周小清，陈锡红同学分别荣获了女子 200，400，

800 米冠军，徐浩然，胡政，许炎武，周玺同学也分别捧回了男

子 100，200，400，1500 米的冠军奖状， 大二大三联队也在男

子 4*100，4*400，女子 4*100 三个项目中取得冠军，成功完成接

力项目三连冠，至于田赛部分，则有袁慧，贺唱同学分获女子铅

球和跳远冠军。除此之外，男子 100，1500 米，女子铅球，跳远

四项均由我院包揽前三名。 

所有比赛项目结束后，物理系和化院的全体同学在龙虎榜前

合影。至此，本次物理化学联合院运会圆满结束。 

                                     （文/图 张如月） 

 

 

 

 

面对面交流  心与心沟通  

10 月 23 日晚 6 点 50 分，教八-102 座无虚席。

随着主持人宣布开始，2015 年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新老生见面会拉开了序幕。参加本次活动的有辅导员

陈嘉，大一全体以及大二至大四部分同学。 

活动一开始，由编辑部制作的“掀桌拍案大采访第二

季”华丽上映，爆笑不断，好评如潮。紧接着，节操

满满的颁奖仪式让现场氛围持续高涨。伴随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化院涌现出一批新鲜出炉的“男神”“女

神”们，笑声未断，头脑风暴袭来。竞猜答题献上各

种古怪难题，让人脑洞大开。但在新老生们的齐心协

力之下，难题被不断地被攻克，体现了化院精诚团结

的风貌。最后的真心话大冒险满满的的节操满满的关

怀，让人意犹未尽。夜色渐深，主持人带着不舍宣告

晚会圆满结束。 

        

 

 

 

 

 

 

至此，新老生见面会落下了帷幕。感谢学生会主

办的如此有爱的交流会，感谢辅导员和学长学姐们的

积极参与，在梦开始的地方，有你们的一臂之力。                      

                         （文/图 范凤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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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访英之行 

——与卡梅伦会谈，决定共建中英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新网伦敦 10 月 21 日，当地时间 21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同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英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 10 年的开局

之年，两国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和

互利合作恰逢其时。中方一贯重视

发展中英关系，愿同英方一道，提

升中英关系定位，丰富两国关系内

涵，规划双方合作蓝图，推动中英

关系迈上新台阶。 

双方积极评价中英关系发展

取得的成就，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

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决定共同构建中英

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

关系“黄金时代” 

专题热点 

党旗飘扬 

 

习主席访英四大关键词 

【开局】 

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在 13 日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指出，今年是中

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 10 年的开局之年，中英关系呈现持续上

升势头，正面临新的重要发展机遇。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各类对话合

作机制运行良好，在贸易、投资、金融、文化、人员往来等领域开展

广泛合作。 

实际上，今年不仅是深化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年，还是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二五”规

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准备“十三五”规划开局的重要历史性节点。

外交学院教授赵怀普分析说，习主席此次访英也意在向世界传达中国

继续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声音和决心。 

【“黄金时代”】 

今年 3 月，英国积极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

中英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长期保持良好沟通，为有效应对西非埃博

拉疫情，解决伊朗核、南苏丹等问题共同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英国

政府多次表示中国发展是机遇而非挑战。今年 5 月，卡梅伦在胜选

连任英国首相后表示，期待未来 5 年打造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欧盟大国，中英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

和全球影响。去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欧共同打造和平、增长、

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关系指明了方向。 

【新里程碑】 

据中国外交部官员介绍，在伦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

伊丽莎白女王主持的国事访问系列活动，包括欢迎仪式、检阅

皇家骑兵卫队、非正式午宴、正式晚宴等。习近平主席还将与

英国首相卡梅伦会谈，会见反对党领袖，会见议会领导人，在

议会发表讲话，出席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并发表演讲。 

“英国王室一年只接待两次国事访问，英方对于习近平主

席的访问抱有很高期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说，此访将进一步提升中英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

用。 

【“压舱石”】 

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大背景下，中国已当之无愧地成为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

议和亚投行，更为中英双边合作提供了新平台。 

英国已超过荷兰成为中国在欧盟内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

易伙伴。目前，已有超过 500 家中资企业落户英国。商务部部

长助理张骥表示，近年来，中英两国经贸关系保持迅速发展势

头，亮点纷呈，已成为推动中英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是

中英关系的“压舱石”。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经济室主任陈新解读说，英国近年来经

济增长较为突出，中国对英国进出口均快速增长，这为中英双

方经贸合作进一步开展创造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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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研究生动态 

  

                                                         

                                                                                                                

                                                          

 

 

 

 

 

                                                    

 

   2015 年 9 月 4 日，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抗战胜利 70 周年，

为了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东南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研究生会在本院组织全院研究生观看了二战题材电

影。 

    此次播放的影片，吸引了众多研究生以及部分本科生前来

收看。影片讲述了二战过程中，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侵略者

的英勇顽强抵抗，同时也感受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看

完影片，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通过观看这次红

色电影，使我们更加懂得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既丰富了

广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使同学们“牢记历史、唤醒记忆”，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图：杜曼/文：范聪聪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抗战胜利 70 周年 

  

                                                         

                                                                          

                                                                                            

                                                          

 

 

 

 

化学化工专场学科服务讲座圆满完成 

事” 

    2015 年 9 月 24 日 15 点化学化工专场学科服务讲座在化

学化工学院三楼大会议室顺利举行。主讲人为东南大学图书

馆祖云霞老师，化学化工学院各年级学生积极参加了此次活

动。 

会上，祖云霞老师以 Web of Science、JCR、ESI 等多种

数据库介绍了化学化工文献资源检索策略，并以 SCI 为例，

介绍了如何运用运算符构建复杂检索式、如何跟踪检索使数

据库自动地定期检索。 

    最 后 ， 祖 云 霞 老 师 介 绍 了 一 种 文 献 管 理 软 件

NoteExpress，通过该工具管理电脑中各种文献，使文献管理

更有条理，该工具还可按照投稿期刊的要求生成相应格式的

参考文献。本次讲座，化学化工学院学生反响热烈，纷纷表

示以后文献的检索和管理都不再是难题。最后，同学们以热

烈的掌声欢送祖云霞老师离场，本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图：王丹/文：牧惜惜 

 

 

 

 



  
 

 

没去过台湾夜市，就称不上到

过台湾旅游。在夜市中不但供应各

式小吃，还有各样珍奇货品，如衣

服、书包、工艺品、铁器，还有一

些小游戏等，总之，在那里你能找

到浓郁的地方特色与地道的乡土

原味。 

 

 想将台湾的各式美食一

网打尽，夜市自然是最佳选

择，想多快好省地浏览台湾美

食，夜市是必修的一门功课。 

（文章来自互联网） 

台湾的夜市很多，以台北的夜

市最多，其中全台湾十大排名夜市

中就有三家在台北，台北的夜市几 

凤梨酥 

凤梨酥是台湾的着名点心，凤梨酥主要原料为面粉、奶油、糖、蛋、冬瓜酱，

外皮酥、内馅软，有凤梨甜香。因为凤梨的台语谐音为「旺来」，带有吉利兴旺之

意，常被当做逢年过节时所送或馈赠客户亲友的最佳伴手礼之一。 

凤梨酥实质为冬瓜酥，其绵密 Q

弹的内馅为冬瓜酱制成，命名取其台

语谐音「旺来」，但如果要正名回冬

瓜酥，不仅没有旺来酥好听，民众亦

难以接受。 近年来有些商家标榜以

凤梨制作内馅，导致不了解凤梨酥制

作过程的民众，以为冬瓜是冒牌货。 

 

爱玉冰 
爱玉子，产于嘉义山中。一般人

所称的爱玉，指的是爱玉子制成的胶

质食品爱玉冻。因爱玉为仅产于台湾

的特有亚种，除台湾外其他各地区所

类似爱玉冻之冻状食品皆为薜荔子所

制成。如新加坡的文头雪（新加坡称

薜荔子为「文头米」）及武夷山的薜

荔冻等。将爱玉冻加入碎冰跟柠檬汁

制成的爱玉冰是台湾清凉爽口的着名

甜品。 

 

 

乎在每条街上都有。台中是

台湾各地美食的大熔炉，这

里有新鲜的肉圆、软糯适中

的蚵仔煎、怀旧的火车便当、

外酥里嫩的官财板等等，就

如同台中荟萃的人文景观一

样，令人目不暇接。 

 

台湾饮食文化在历经无数次的各国殖民向台湾岛迁徒所产

生的饮食习惯，从最早期的台湾原住民饮食、到明清时期

中国人的开垦、荷兰及西班牙的殖民经济、日本的殖民经

济与皇民化教育、而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带来

中国各省的饮食文化，发展出一套揉合大江南北与西餐的

饮食习惯。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大陆各省家乡口味,特别是四大

菜系纷纷登上台湾的饮食界,加上台湾原有的各地乡土小

吃,造成饮食的新景观,也再现了中国饮食地图。 

台湾的饮食界,加上台湾原有的各地乡

土小吃,造成饮食的新景观。 

五十年来,台湾图象逐渐显现,在经济

优势的前提下,国人普遍对生活素质, 

尤其是饮食有了自觉与反思,开始精緻

化、艺术化的讲究。美食学者的评鑑

督促, 专业厨师的精益求精,与烹饪老

师的热心教学,为台湾饮食界注入了许

多的活力与智慧,不仅开出了八大菜系

的崭新气象,追求香色味形的味道境

界 ,也缔造了一座腾传中外的美食天

堂。 

 

台湾饮食文化 
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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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心 专 栏 

台湾十大夜市： 

台北士林夜市、台中逢甲夜市、嘉义

文化路夜市、台南花园夜市、高雄六

合夜市、凤山中华街夜市、宜兰罗东

夜市、华西街夜市、宁夏夜市、基隆

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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