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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看点 

1版 校院活动 精彩连连 

2 版 书影人生 

3 版 研究生动态 

4 版 关注期末考试现象 

2014 年 12 月 11 日，本年度东南大学新生文化季闭幕式之新生

文艺汇演落下帷幕。此次汇演，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

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场晚会的开场节目，由我院学生表演

的《少年东南说》将现场气氛迅速活跃起来，获得满堂喝彩。 

新生军训结束后不久，我院便迅速开始着手准备该晚会节目。经

过团委老师以及学生会同学的多方讨论，最终决定推选具有中华特色

的武术项目，由大三谭鄂川同学担任武术指导，组建武术队。 

经过精心的挑选，化院武术队和打鼓成员顺利组建起来。由于他

们大都没有武术功底，为了演出效果，每日清晨、晚上，在化工楼、

在操场，你都能看见武术队的同学们正在训练的身影。从开始的压腿，

踢腿，到拳棍鼓剑的选拔，再到一个个新动作的学习、合练。为此，

武术队的同学不得不牺牲课外和休息的时间。这不仅仅是对他们身体

的考验，更多的是对他们意志的磨练。 

 

 

新生文艺汇演，化院《少年东南说》 

 
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剑、旗、拳、鼓。整个节目气势恢宏，声

威大震。剑舞表演正式开始后，演员们随着音乐悉数亮相。飘逸的对

剑，苍劲的旗舞，精湛的拳术，震撼的击鼓让场下掌声此起彼伏。晚

会结束后，观众们纷纷对此次武术表演给予高度的评价。 

这次新生文艺汇演我院表演取得的成功，不仅展现了作为当代大

学生阳光青春的风貌，更体现了化院人蓬勃进发的精神。在此，衷心

祝福我院学子能在今后的路上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再创辉煌，为我

院争光，也给自己的大学生活添姿添彩!          （文/图 钱文一） 

                        

 

 

化院健儿新生杯战报汇总 

 

 

以下是本次新生杯赛我院荣誉汇总：在个人赛方面，在定向和羽

毛球赛中，杨岽莓与周亚倩同学分别获得该项目冠、季军。而对于战

况更加激烈的团体赛，足球和篮球冲出小组赛并获得十六强；而排球

队则是延续了去年的强势，最终收获第四名。同时，乒乓球项目中我

院同学同样斩获第六名的好成绩。最终，我院在本年度新生杯中收获

小院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化样年华焦标夜,轻歌曼舞迎新年 

 

2014 年 12 月，历时两月余的新生杯赛事终于全部结束。本次

新生杯不分大小院系，包含球类、棋牌、辩论等共计九个项目，我

院全部派出队员参赛。 

2014 年 12 月 14 日晚，我院于焦廷标馆举行了 2015 年“出

神入化之化样年华”迎新晚会。我院党委书记肖健、党委副书记

兼副院长陆娟、副院长周建成、周钰明教授以及各院系领导老师

等出席了本次晚会。我院师生齐聚焦标，欣赏了一场视听盛宴。 

晚会在热烈的开场舞《Fantastic Baby》中拉开了帷幕，紧接

着是男女合唱《点燃激情，传递梦想》。接下来是由大一新生表

演的杯子舞，五彩的荧光在整齐地舞动，杯子撞击的清脆声在回

响，一同见证精诚团结的化院精神。相声《我要奋斗》、古朴典

雅的扇子舞、活力可爱的小朋友舞、热情奔放的歌曲串烧，共同

组成晚会了节目的第一篇章“双烯加成的美丽瞬间”。 

 

注的光影剧《蒲公英历险记》，表现了酸甜苦辣的东大生活，表达

同学们的心声。李奚溪老师也为我们带来了独唱《梧桐树》。而作

为本次晚会的压轴节目，《少年东南说》则再此亮相。展现博大精

深的中华武术魅力，体现了化院学子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

风貌。在刚劲有力、精彩绝伦的武术表演之后，本场晚会圆满结

束。                                          (文/图 李贞) 

小院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身体素质及综合能力是学生进行工作、学习的前提，作为化院

新一代的栋梁之材，积极参与本次新生杯赛并获得优异成绩则是对

此表示重视的最佳体现。愿我院同学将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继续发

扬，在未来的各种挑战中再铸辉煌！            （文/图 李美娟） 

 

 

付出终将获得收

获，连月的训练终于取

得了成果，武术表演不

负众望通过了校团委最

终审核，不仅如此，更

被当成重磅节目之一，

选作整场晚会的开场表

演。《少年东南说》表演 

 

中场游戏过后，晚

会第二篇章“门捷

列夫的周期宣言”

继续精彩不断。蛋

壳乐队深情表演

《一万次悲伤》。

在乐器合奏后，迎

来了同学们最关

注的光影剧《蒲公

英历险记》，表现

了酸甜苦辣的东

大生活，表达同学

们的心声。 



 

 

  

 
 

让我们如何正视爱情？ 

谁的青春，没有疯狂爱一回？《匆匆那年》，一群死党的青春记忆。主演彭于晏说，拍

完这部片子，他很想谈恋爱。《匆匆那年》莫不是警醒：现实中真正的爱情，只有彼此的细

心呵护与经营，没有所谓的永恒。 

《匆匆那年》的主角方茴敏感、脆弱，陈寻优秀、阳光。他们两人真心相爱，从高中

到大学，誓言一辈子在一起。陈寻身上都有种别致的气质，仿佛会散发出温暖而舒适的光。

来到大学，一切都在悄悄改变。陈寻身上扎眼的光芒，注定他情感生活的多彩。大学后，

方茴的懦弱、猜疑使陈寻慢慢地走向了另一个女孩。 

陈寻放弃方茴，爱上了沈晓棠，在传统道德眼里，他定是个不从一而终的坏男人。沈

晓棠笑靥如花、明媚动人，她性格开朗，与陈寻有着共同的爱好，陈寻对她满是倾慕，也

禁不住一步步沦陷。 

方茴这么对陈寻说，如果那天我们分开了，你也不会后悔曾经和我好过，这就够了。

陈寻曾信誓旦旦的对着方茴说，《匆匆那年》是为你写的，我只唱给你一个人听。 

有些爱情，不是说两人坚持就可到永远。有时我们输的不是感情，而是败给无情的时

光。年轻时，我们都曾尽情挥霍自己的青春，恨不得为了爱情将自己燃烧殆尽。到了年纪，

看透了情感世事，才终于懂得，海枯石烂之类的誓言多么幼稚，只要彼此爱恋与思念，在

寂静的空间无边无际地蔓延，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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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书影人生 

 

  

剧情介绍： 

电影讲述了阳光少年陈寻、痴心

女孩方茴、纯情备胎赵烨、温情

暖男乔然、豪放女神林嘉茉这群

死党跨越十五年的青春、记忆与

友情。 

 

   

  

 

1、 “积极主动”，是一条主线，它贯穿于七个习惯之中。告诉我们要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对待工作、生活，才会让我们感到更有激情和

斗志。 

2、 “以终为始”，是自我领导的原则。在事情开始前就要确立唯一而

且明确的目标，通往目标的道路也许是曲折的，过程中我门要时时

修正。个人、家庭或组织也一样，关键在于“以终为始”，大家齐心协

力，不断给对方回馈，导正前行的航道。 

3、 “要事第一”，学会辨别事情的轻重缓急，统筹安排，急所当急、

掌握重点才是正确处理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日常工作中，我们不

可避免地面临各类事务，如何分辨这些事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采

取合理的顺序加以处理，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把

握的。 

4、 “双赢”是合理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从组织角度而言，现代经

济是竞争经济更是协作经济，企业之间团结合作，在竞争中共同创

造价值，才能在现代经济大环境下取得最大化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 

总评： 

判断一本书是否优秀并不因为它所表达的一

切都是真理，而是因为他的某些部分表达了可能被

忽视的真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为中国商

界最经典、最著名的一部培训教材，也是世界 500

强企业必备培训课程。 

以生动的方式阐述了 “积极主动 ”“以终为

始”“要事第一”等七个习惯，这些习惯构成了一个相

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5、 “知彼解己”，是沟通的重要原则。人际沟通中，既要懂得倾听，又要充分表

达自己的意思。在倾听的过程中，以倾诉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设身处地地了

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要耳到，更要眼到、心到。 

6、 “统合综效”，是在知彼解己前提下的集思广益。敞开胸怀，旁征博引，集众

家之所长。统合综效的基本心态是：如果一位具有相当聪明才智的人跟我意见

不同，那么对方的主张必定有我尚未体会的奥妙，值得加以了解。 

7、 “不断更新”，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

才能向高效能人士迈进。人生最值得的投资就是磨练自己，因为生活与服务人

群都得靠自己，这是最珍贵的工具。拥有财富并不代表经济独立，拥有创造财

富的能力才真正可靠。 

 



 

 

 

化语  第三版 

研究生专版 

 

 

 

 

晚会首先颁发的是“最美东大人提名奖”，获奖者分别是戴柏林，谢旭芳，孟畅，赵万隆和高阳。紧接着颁发的是“十佳最美

东大人”，获奖者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丁玎，化学化工学院胡暄，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邱峰，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返聘老教师高晓梅，机械工程学院辅导员闫焱，人文学院院长助理何志宁，自动化学院杨萍华，化学化工学院周少红，四牌楼

工学分管部主任陆美以及橘园食堂洗刷间普通员工周云年。由杨洪老师，李奚溪老师，钱鹏老师以及沈林峰经理分别为这些获奖

者颁奖。 

    晚会现场的每个人都被获奖者们的故事深深感动，也许他们只是东大校园中最最平凡的一员，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但

是他们积极乐观、认真负责的生活态度，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敬业奉献精神，不断进取拼搏的姿态，最好地诠释了“最美东大

人”这五个字。所有的感动与正能量都不该被冲淡，被埋没。“最美东大人”活动给了东大人一个展示美的平台，让最美为东大人

所知晓，所感动，所践行，为所有东大人树立了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榜样，也鞭策着我们所有人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做一个最美的东大人！                                                                                  文/图：杜曼 

 

冬至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同样也是一个能与家人同聚的美好时光。异乡求学的莘莘学子们可能无法与

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这没关系，12 月 21 日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会为我院同学举办了一场题为“疯狂饺子宴、

欢乐嘉年华”的饺子宴活动活动地点在橘园餐厅二楼，整个活动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创意水饺比赛、包饺子比赛

以及游戏环节。在创意水饺比赛中，大家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包出了形状各异的水饺，形状优美充分展现了大

家的完美想象力。在包水饺比赛的过程中，各组成员互相配合。尤其在最后的比赛吃饺子环节，参赛同学不断地刷

新着吃饺子的记录，引得现场阵阵狂欢。整个活动在欢快而喜悦的气氛中进行，此次活动实现了“丰富大学生活，

增进同学之间感情”这一宗旨，让同学们更好的体验了从制作到品尝“饺子”这一传统美食的全过程，学习之余进

行一次美食大赛从而起到对学生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缓解学习压力的作用。 

文/图：沈宝星 

 

饺子宴 

2014 年 12 月 22 日晚，由校团委主办，化学化工学院团委承办的“最

美东大人”人物评选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最美东大人”十佳公示暨颁奖

晚会在我校九龙湖校区教 1-111 隆重举行。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洪、图

书馆副馆长钱鹏等出席了颁奖晚会。 

晚会在激昂磅礴的东南大学校歌声中开始，“百载文枢江左，东南辈

出英豪，海涵地负展宏韬，日新臻化境，四海领风骚”，东南大学校歌展

现出的东大人“止于至善”的精神气质，与今晚“最美东大人”的主题完

美地契合。“最美东大人”的评选旨在为同学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让

同学们不断学习超越，同时也在鞭策获奖者不断提升自我，更好地展现最

美东大人的风貌。本次评选出了十佳获奖者，其中包括本科生一名，研究

生一名，教师三名，辅导员三名，后勤两名以及提名奖获得者五名。 

 

 

 

 

        

 

   

 

 

“最美东大人”颁奖晚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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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心灵密语 

化 心 专 栏 

 

 

▶关注大学校园的“期末考试”现象 

平时闲逸、缤纷的大学校园，在各种考试即将来临之时被“琅

琅书声”代替。随着考试日程表的出台，许多学生都进入了紧张

而忙碌的复习备考阶段。 

“临阵磨枪，不亮也光” 

      在采访中不少大学生说，学习效率最高的时期非期末复习备

考莫属。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在校园里俨然已形成了一种风气，

成为很多学生备考的不二法门。 

      大一学生小王对记者说，大学和高中的生活相差太大了。进

大学后，由于课程相对轻松，没有老师督促，而且缺少明确的学

习目标，因此日子过得迷迷糊糊的。平时多在玩网络游戏和上网

聊天。到期末才开始担心考试，考前临时抱佛脚只求能过关。 

      而一些毕业班的学生，把精力都用在了考研、找工作上。浙

师大一位应届毕业生告诉记者，由于临近毕业，大家都忙于做简

历、找工作，很少能有时间和精力来对付专业课程，而且期末考

试基本上考前突击就能通过了。另一位正忙着找工作的大四学生

则说，用人单位大多不太重视学科成绩，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实际能力，所以期末考试能通过就行了。 

考试，“通过”是必须的 

在大学期末考试中，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班级考试不

及格的人数一般在 10%以下。如果不及格的人数过多，老师会相

应地放松评卷标准。一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班里 35 个人，老师

只给三四个学生不及格。如果不想拿奖学金的话，90 分和 60 分

有什么区别呢？存在这种想法的学生，不在少数。 

     而且，大学考试多考“记忆”知识，尤其是文科专业。到了

期末，学生狂背一把，考试照样通过，有的考生成绩甚至比平时 

 

 

认真学习的学生还高。这种只看学习结果不看学习过程的考试机

制必然导致一部分学生临时抱佛脚，不能有效考查平时的学习情

况。 

                   考期绵长，考生也焦虑 

      大学期末考试，一般持续两周左右，而且在考前会有一周左

右的复习答疑时间。学校会印发考试科目时间表，学生可根据日

程表安排复习课程。考试的内容也大都是老师平时强调的，不少

老师还会在最后一节课划重点，所以试题不会很难。经过多次考

试历练的大学生们，面对这样的期末考试，似乎应该能应付自如

了？然而在采访中，很多学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期末考试更令人

焦虑、紧张。 

      绵长的考期和大把的复习时间，令很多大一学生不适应。浙

师大大一新生赵同学说，他们上月底就已停课，学校安排了半个

多月的时间准备七门考试，停课时间太长不知该如何复习备考。

和高中“一天考两门课，三天结束考程”相比，大学期末考试更

像是持久战。“两天考一门课，半个月里每天都在为考试而担心、

紧张，真怕自己会撑不住！”一女生坦言。 

       

 

 

 

1、学生党支部的性质 

党支部是党的组织中最基层的组织形式。高校学生党支部是党在高校学生中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

学生的桥梁和纽带，是高校保持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力军，组织教育党员实践

“三个代表”，完成党章规定的任务和团结带领广大学生保证实现党的教育目标，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斗堡垒。   

2、学生党支部的作用 

学生党支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党员认真

学习政治、学习专业，保证所承担的各项任务的完成；二是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提高党员素质，

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密切联系学生群众，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

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的工作，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本版块由党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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