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日活动结题答辩圆满结束 

12 月 22 日中午十二点半，化院团日活动结题答辩大会在

教一 501 教室正式拉开了序幕。化院团委书记李奚溪老师和辅

导员陈嘉老师出席指导，研究生会主席李璟、学生会主席边超

伟、组织部全体成员和各班团支书也都参加了本次会议。 

大会按由大三到大一的顺序进，各班团支书上前为大家介

绍本班团日活动的精彩内容，用幻灯片为大家展示了团日活动

举行的情况，确切地突出同学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收获成果

以及活动意义，展示了当代大学生有责任勇担当敢为先的风

范。团支书们的辩顺畅，可见其准备之精心，不少团日活动富

有创意，得到了一致好评。更有评审们的精彩点评。李奚溪和

陈嘉老师以及李璟主席和边超伟主席对每位团支书的答辩都

指出亮点和不足之处。相信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以后各个班

的团日活动会有较大的进步。 

大会在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顺利落下帷幕。一场精彩的结

题答辩之后，各班的团支书都收益匪浅，希望以后各个班级的

团日活都动越办越好，争取有更大的意义和影响力，取得更好

的成绩。                                （文/图 范凤英） 

 

环保文化节，我们在路上  

2015 年 11 月 19 日，由共青团东南大学委员会主办，共青团东南

大学化学化工委员会承办的第七届“绿色先疯”环保文化节在焦廷标馆

落下了帷幕。本次活动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小橙子行动， Lab 环保

实验室活动，化朽为奇的 DIY服装设计大赛和氧气音乐节。 

11月 15日的小橙子行动线下慰问为学校的环卫保洁阿姨们送去了

温暖的手套和耳罩，并贴心地安排了义剪，这不仅仅是来自寒冷冬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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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时间，是精心制作的小

短片、紧随潮流的小游戏、激动

人心的抽奖环节。随后，晚会下

篇精彩继续。一开场便是魅力四

射的走秀，陈嘉老师和陆娟老师

的加盟也让节目更有吸引力。学

生会的舞蹈再次让大家感受到 

 

暖心问候，更是表达了同学们对她们的尊敬与关爱。11 月 16

日晚圆报二楼，天气瓶、纸玫瑰、手工肥皂、洗发水，一个个

神奇有趣的小实验点燃了同学们的热情。11 月 19 日，来自五

所高校的八支乐队齐聚一堂，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还有四位模特带来的 DIY 创意环保服装走秀。同时，氧气音乐

节也是我们整个“绿色先疯”环保文化节活动的闭幕式，它的

圆满落幕宣告着环保文化节的正式结束。 

在往届活动的基础上，今年的第七届“绿色先疯”环保文

化节推陈出新，举办的十分成功。希望环保文化节活动能越办

越大，有更大的影响力，让“环保”的概念深入人心。环保，

我们一直在路上。                        （文/图 张如月） 

 

 
 

锦瑟年华正青春，十年如梦再启航  

2015 年 12 月 28 日晚，焦廷标馆流光溢彩，华灯璀璨。东南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 2016 年“出神入化之青春再启航”迎新年晚会在千余名师生

的共同见证下精彩上演。我院院长林保平、党委书记蒋波、副院长刘松

琴、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陆娟、副院长周建成以及兰州理工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副院长梁瑞，及我院其他老师共同出席了本次晚会。他们与全院

同学们一起欢庆此次盛况空前的化院大联欢。 

这场视听盛宴在同学们的热切期待中拉开了序幕。我院党委书记蒋

波致辞之后，一曲刚劲有力的《21 guns》将大家引入到晚会的氛围之中，

随后总务处退休协会的阿姨们的舞蹈《欢天喜地》让全场感受到了浓浓

的暖意。劲爆的热舞《up down》、歌曲串烧《被驯服的象》和跆拳道表

演《舞跆风》点燃了所有人的激情，小品《芈月后传》引发全场爆笑，

微信墙好评不断，现场气氛几近至高点。还有器乐口技合奏的激情，歌

舞《默》的唯美；诗歌朗诵的沉稳，老师们《游击队之歌》的欢快；在

光影剧中沉思追忆，在啦啦操和舞蹈串烧中感受青春。 

 

 

 

 

 

 

 

青春的活力，民谣与原创英文歌曲的连唱让心安稳，沉默小品《胡椒面》

以肢体语言的魅力征服观众。李奚溪老师的独唱《阳光路上》博得全场

喝彩，总务处退休协会的舞蹈《红灯笼》，老师和学生共同表演的集体

舞《小苹果》让全场观众沸腾。之后配乐朗诵《你我的十年》让我们对

化院十年的风雨历程感慨万千。最后，晚会在大型舞龙表演《龙腾东南》

的恢弘气势中落下了帷幕。 

从 2006 到 2016，这传奇的十年有你有我。十年，一个新的起点；

十年，青春在这儿再启航扬帆。感谢每一位为化院付出心血与汗水的老

师与同学们！最后祝福大家在即将到来的 2016 年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在崭新的道路上散发光彩！                      （图/文 黄佳玮） 

 

 

 



 

 

 

 

  

化·语 第二版 美文赏析 

 

2015 年 12 月 10 日，我院本科生第二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决定接收李新、卓宁、袁慧、王世梅、王伯军、黄诚谦、杨冲亚、

丁婷等 8 人成为预备党员。他们均参加了党校培训班的学习，成

绩合格，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入党动机端正，团结同学，学习刻

苦，工作认真。大会期间，第二党支部的党员们认真听取以上八

名同学的入场申请书，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上述八位同学入党。

院团委书记李奚溪老师亲临现场，并对他们提出新的要求与期望。 

作者简介——圣·埃克苏佩里 

圣·埃克苏佩里有双重身份：飞行员与作家。

这两个生涯在他是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从《南方

邮件》到《小王子》的十六年间，仅出版了六部作

品，都以飞机为工具，从宇宙的高度，观察世界，

探索人生。这些作品篇幅不多，体裁新颖，主题是：

人的伟大在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建立在于人的行

动。人的不折不挠的意志可以促成自身的奋发有

为。在现代文学史，圣·埃克苏佩里被认为是最早

关注人类状况的作家之一。 

精彩片段一 

1． 所有的大人起先都是孩子。 

2． 这些大人们，靠他们自己什么也弄不懂，还得老是不断地给他们作

解释。这真叫孩子们腻味。 

3． 这些大人们就爱数字。 

4． 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

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

这种房子有多么好。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十万法郎

的房子。” 那么他们就惊叫道：“多么漂亮的房子啊”！ 

5． “几百万年以前，花儿就长刺了。可几百万年以前，羊也早就在吃

花儿了。刺什么用也没有，那花儿为什么要费那份劲去长刺呢，把

这弄明白难道不是正事儿？绵羊与花儿的战争难道不重要吗？这难

道不比那个胖子红脸先生的算账更重要，更是正事吗？还有，如果

我认识一朵世上独一无二的花儿，除了我的星球，哪儿都找不到这

样的花儿，而一天早上，一只羊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一

口把花儿吃掉了，这难道不重要吗！？” 

6． 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实质性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精彩片段二 

狐狸说。“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小

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一样没

有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

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

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

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对我来

说，你就是我的世界里独一无二的了；我

对你来说，也是你的世界里的唯一了。” 

书影人生——《小王子》 
      “Sunny Days, Rainy Days”, 

12 月 23 日，我院大三化学班和制药班的团日部派

出六位代表，为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小朋友们送去

了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满满四大包零食牛奶以及

620 元爱心捐款。 

回顾先前，两个团支部合作的团日活动“Sunny 

Days, Rainy Days”成功入选校级磐石计划之后，同学

们积极参与到了活动中来，仅仅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制

作了五十个精美的手工天气瓶。在最后的天气瓶义卖中

大家也各司其职，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将天气瓶销售一

空。二十三日下午三点，我们来到了福利院，受到了对

外活动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在听完我们的活动叙述并接

过我们写有学院以及团支部名称的捐款信封后，负责人

对我们十分赞赏，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之

后她代表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向我们赠送了一面小

小的致谢锦旗并带我们参观了三岁以下孩子们的生活

区。同学们都因孩子们在来到福利院之前所遭受的不幸

而深受触动，希望这个活动只是一个开始，在今后我们

也能够用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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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研究生动态 

  

 

 

                                              

                                                                            

                                                                                                                                  

                                                                     

                                                                                                                 

                                                                                   

                      

                       第一届“发声东南”演讲比赛成功举办 

 

          

  

  

 

 
                            

第六届“晚晴·欢乐饺子宴”成功

举办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16:00，由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传统活动“欢

乐饺子宴”在橘园食堂二楼举办，饺子宴历时 2 个小时，最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落下帷幕。此次活动共有 136 名来自不同学院、年级的同学参与，分为 34 组。

经过三环节的激烈比拼，综合得分，15 组、8 组、5 组这三组参赛同学喜获一二

三等奖。 

本次“欢乐饺子宴”从开始就透着浓浓的年味。当天下午活动开始前一刻钟，

饺子馅（萝卜猪肉馅、三鲜馅，芹菜猪肉馅、白菜猪肉馅）饺子皮，水果等一切

食材准备就绪，现场挂着横幅，气球，喜气洋洋。饺子包好后，由裁判根据包饺

子环节的完成度对各小组进行打分，记为第一环节分数。裁判评定完成后，工作

人员将饺子端到一楼食堂面点加工间，饺子下锅。煮饺子期间，第二环节开始，

每组 2 名同学参与猜词游戏，猜到的词个数便是第二环节的分数，经过激烈比拼，

参赛同学都拿到一定的分数即第二环节得分。经过三环节的激烈的角逐，最终

15 组邹晓悦、刘甲文、高华颖、张继磊四名同学喜获一等奖，8 组田佳卉、李杰、

兰媛媛、冯明昌四名同学获得二等奖。5 组张姗姗、徐晨、周治平、吴冕四名同

学获得三等奖。本次“欢乐饺子宴”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使得 同学们在紧张

的学习生活中放松心情，认识新朋友，同时还锻炼了同学的动手能力。 

冬至已至，年味愈浓，虽在他乡，可我们并不孤单，让我们和同学一起迎接

新的一年！           图：刘晶晶，文：沈鹏欣 

 

 

 
 

2015 年 12 月 9 日晚 18:30，由共青团东南大学委员会主办，共青团东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委员会承办的第一届“发声东南”演讲比赛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演讲比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共分为两个环节：命题演讲和

即兴演讲。在第一轮命题演讲中，各位选手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通过各样的表

现形式和演说风格来向我们展示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演讲

前的赋诗自我介绍，或是高歌一曲《大地飞歌》，都让台下的评委观众眼前一亮，

更不用说在正式的主题演讲过程中，选手们从容的姿态，流利的表述以及淋漓尽

致的发挥，都引来场下观众评委的热烈掌声。第二轮的即兴演讲对选手们来说应

该算是一个挑战，极少的准备时间要求选手们具备较强的知识储备以及应变能力，

事实上，选手们的表现让观众们不免觉得之前的担心有些多余，他们每个人都以

自信十足的姿态以及超高的现场表达技巧，就所抽取的“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等一系列主题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同时也展现出

了他们丰富的知识广度和思想深度，让人拍手称赞。 

本次演讲比赛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提高了我

校学生的演讲口才、临场发挥能力，同时也为我校演讲爱好者提供了展现自我价

值的平台。对引导同学正确理解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文：孙潘琴 



  
 

 

 

 

 

 

 

 

 

 

 

  

 

回首 2015 

 
 

化 语 

 

第四版 心灵密语 

 

化 心 专 栏 

旧的一年即将结束，2016 也

即将到来。无论忙碌与否，此时

此刻都是总结过去 2015 年来自

己的成长，为曾经精彩的生活再

一次喝彩。 

元旦就像是春节的预演，家

近的都纷纷回乡团聚欢笑，家远

的三五成群聚在一块谈笑风生。

总是一群人开开心心，或许小酌

一点。希望欢笑声能伴随着凌晨

12 点 

 

绝对不能错过的烟火夜景 
元旦跨年倒数哪家强？2015 元旦越来越近，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你想好去哪里倒数迎接新年了吗?不如翻越人群去看一场绚烂的烟花倒

数吧！对着流星许愿便会梦想成真的说法何时开始流行早已无从考证，

但心中住着美好的人们，总是愿意去相信愿望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

在元旦这样特别的日子里，与身边的人一起，许下属于彼此的心愿。 

在激动人心的巨响和脆响中,整个城市的上空都被焰火照亮了,染红

了.一团团盛大的烟花象一柄柄巨大的伞花在夜空开放;像一簇簇耀眼的

灯盏在夜空中亮着;像一丛丛花朵盛开并飘散着金色的粉沫.焰火在夜空 

中一串一串地盛

开,最后像无数拖

着长长尾巴的流

星,依依不舍地从

夜空滑过.那场景

十分美丽，让所有

人印象深刻。 

元旦的由来 
元旦，据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

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元旦”

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

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 ”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

《介雅》诗中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

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有

关于：“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

年。 

 

用美食，朋友，家人迎接新的一年吧 

流年匆匆地东去，日子似流水静静地

不断流过。新的一年正站在起点上。元旦，

新年的第一天，在万声的祝福中正一步一

步地走着，走向我们，走进丰裕的心坎，

走向远方。它在如梭的岁月中“一步一个

脚印”地前行，走进辞旧迎新的又一年，

走进五彩缤纷的心间。 

展望 2016 
的钟声久久激荡在人们的心中。 

“四气新元旦，万寿出今

朝”，虽然寒风刺骨，冷得人直

打哆嗦，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的

热情。街道上还是人织如流、车

水马龙，享受着 2015 年最后的

闲暇时光。 

让我们用最正常的情感祝

福自己，祝福他人，生命之树常

青，感动洒满人间。 

这个元旦怎么过！ 

http://baike.baidu.com/view/31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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