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文化节在11月7日正式开幕。环保文化衫评选活动一经开

始便反响热烈，报名现场气氛活跃，经最终统计，共有一百余名同

学报名参加了创作评选。定于11月16日晚在我校焦廷标馆开展的

“unplugged”环保音乐节同样效果不俗，不仅有本校社团、乐队参与

表演，我院学生会同学成功联系了五所南京地区高校共同参加，使

得音乐节更加精彩。紧接着，11月18日，我院学生会同学成功邀请

到了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周钰明老师进行精彩演讲，围绕着环保与

生活等方面针对我校同学开展了“绿色生活，环保有你”讲座，讲座现

场座无虚席。而作为整个系列活动的压轴节目，于11月29日在九龙

湖体育馆东侧举行的爱心涂鸦跑活动盛况空前，数百名同学前来参

加，现场更是搭建了临时舞台以保证现场气氛热烈。而参赛选手也

对本次活动表示了赞扬和支持。 

至此，东南大学第六届环保文化节圆满画上句号。这是化学化

工学院在北京APEC大会之后为我校学子带来的环保理念大餐，同时

还为北京“瓷娃娃慈善协会”关注脆骨病患儿做爱心接力和宣传。同学

们通过一系列活动将环保和慈善理念深入人心，倡导同学们在日常

生活中爱心、绿色、健康、环保、创意，突出了当今世界健康生活

理念。                                       （文/图 潘洁） 

 

 

 

 

 

 

 

 

 

 

 

 

 

我院举办第六届创意环保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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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看点 

1版 校院活动 精彩连连 

2 版 人物专访 

3 版 研究生动态 

4 版 化心专栏 

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东南大学第 56 届运动会于 2014 年 11 月 9 日

下午圆满闭幕。我院选手们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雄厚的实力，赛出了风格

与水平，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大会宣布赛事开始后，我院选手个个飒爽英姿、不负众望。其中，在

男子跳高，女子跳高和女子三项全能上，谭鄂川，陈睿怡和丰凡同学为我

院勇夺金牌。而在赛跑、垒球、跳远、铅球、铁饼等项目中，我院同学均

取得全校前八的可喜名次。截止至 9 日，我院最终获得乙组第五的优秀成

绩。 

运动竞技不仅仅是意志的较量、速度的挑战，更是对一个团队凝聚力

的考验，本次运动会充分彰显了我院学生的青春风采。赛道还在延伸、热

血依旧沸腾，相信今天的成绩只是一个起点，我们会在日后的环环挑战中

寻觅更多的光彩和梦想，创造更多的美好和辉煌！    （文/图 钱文一） 

 

（文/图 钱文一） 

 

化院健儿勇征校运会 

 

2014年11月29日，历时三周的化学化工学院第六届“绿色先疯”

环保文化节终于落下帷幕。作为我院的传统活动项目，今年的环保

文化节可谓是创历年之最，在节目质量、活动规模等方面都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据悉，这次环保文化节历时三周，从11月7日开幕至11月29日

正式闭幕，是化学化工学院承办的第六届环保节。今年的环保节是

创意十足的环保文化节，突出了创意和环保的概念，共分为环保SEU

创意文化衫评选、“unplugged”环保音乐节、环保名家讲座和爱心涂

鸦跑四个部分。 

 

 

 

 

 



 

 

  

 

 

 

 

 

 

 

 

 

 

 

 

 

 

 

 

 

 

 

 

 

 

 

 

 

 

 

 

化·语 第二版 人物专访 

导师简介：周少红，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资深教师。 

周少红老师在一线上教学多年，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成果累累。生活中，

她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学们，成为同学们的好朋友。现在，让我们走近周少

红老师，聆听她对同学们的教导和殷切希望。 

 

 

(二)认清目标，扬帆起航 

四年后，你想成为怎样的人，或者你会成为怎样的人，成为某名牌大

学的研究生或是职场里的新成员？当问到周老师：“你希望我们四年后成为

怎样的人”时，周老师语重心长地回答：“我不苛求你们四年后非常优秀，但

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在成功学泛滥的今天，不管是俞敏洪式的，还是

马云式，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们他们的事业是他们喜欢做的。而同

学们往往无法做到这点。周老师认为：“这是因为同学们没有目标，确定目

标后再努力，将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这将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 

老师接着说：“如果刚毕业去工作，应该再大学期间提高自己的能力，多参

加一些活动，如果准备读研，要关注本校内哪个教授导师主攻方向是自己

喜欢的，或者外校哪个专业，哪个教授研究内容是自己感兴趣的，以及了

解考研通过的条件，要做积极充分的准备。” 

 

 

对话导师 
 

(一)分清主次，科学统筹 

刚进入大学，一切都是新鲜的，面对五花八门的大学团体和活动，很

多同学加入社团，在很多活动上一展身手。但大学生活中并不只有这些而

已，学习仍然为第一要务。对于如何合理分配时间、把握课内外结合等问

题，周老师给予了以下几点建议： 

1. 把握主次，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发展兴趣特长。 

2. 选择一两个自己喜欢的社团，对于能力强的同学，可以选择校内的社

团，对于能力一般的同学，可以选择院的学生会或班级职务。 

3. 学习遇到困难，留 20 分钟思考解决，20 分钟后，还解决不了，可以

问同学，同学不会，向老师请教。不要在一个问题上耽搁太久。 

4. 把自己的活动做预先安排，这样避免无目的地忙碌。 

 

东南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 

1.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全面实

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始终与党中央保持

一致，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2.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

头弘扬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坚持“两个务必”，

淡泊名利，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

锐气、浩然正气。 

 

3. 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切实履行党员义务，正确

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树立

全局意识，维护党的团结。 

 

4. 爱国爱校，爱岗敬业，勇于创新，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东南大学创建国内外知名的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做出贡献。 

 

本版块由党支部提供 

 

 

 

党旗飘扬 

(三)融入集体，共创未来 

化学化工学院自成立起，经过全体师生的共

同努力，已逐渐发展壮大。但仍然比不上建筑、

土木、交通等成立比较早的学院 ,这是我们要面

对、需要一起努力的事实。但我们要树立信心，

这些学院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没有人一出

生就会走路。对于如何建设好学院，周老师认为，

同学们要喜欢我们学院，同学们喜欢我们的老师，

老师尽心帮助同学，我们将会描绘出自己绚丽的

未来和化院明天美好的蓝图。 

 



 

 

 

 

 

  

 

化 语 
 

第三版 
研究生动态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第一届掼蛋大赛成功举办 

 

 

10 月 25 日晚，化学化工学院第一届

掼蛋大赛在化工楼大会议室成功举办。

掼蛋是一种起源于江苏淮安地区的扑克

游戏，已经成为江苏人民所喜爱的也是

茶余饭后经常进行的娱乐活动。由于掼

蛋休闲益智同时又富有趣味，深受同学

们的欢迎，所以本次掼蛋大赛在报名阶

段便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响应。 

本届掼蛋大赛共有 24 组选手参赛，

分为四轮比赛，每一轮比赛都由在规定

时间内牌点级数高的一队晋级。比赛开

始后，同学们四人一桌，个个神采奕奕，

手法娴熟，有说有笑。 

比赛持续了近三个小时，选手们愈战愈

勇，最后进入冠军的巅峰之争时，更是吸引

了许多的观战者，整个大会议室都充满了紧

张而又焦灼的气氛。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激烈

角逐，最终由高鹏程和洪斌同学夺得了比赛

的冠军。 

本届掼蛋大赛为化学化工学院广大的

掼蛋爱好者提供了技术交流的平台，给同学

们各方面展示自己的机会，同时锻炼了同学

们的思维，丰富了课余生活，减轻了学术压

力，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展现出了东

大学子团结合作、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图/文：杜曼 

 

 

 

11 月 4 日晚，江宁区国家税务局杨冬梅副局长为我们带来了主题为“爱的奉献——国

税妈妈”的讲座，为我们讲述了道德的力量，与你我同在。杨局长是“国税妈妈”中的一

员，由于 14 年来，她们一直资助着“春蕾”女童，不仅是物质上，更是从心灵上关心爱护

着那些留守女童，单亲女童和贫困女童，所以她们被评为“江宁·身边的感动”2013 十大

年度人物，被亲切地称为“国税妈妈”。 

杨局长为我们讲述了国税妈妈们 14 年来为贫困留守儿童所做的努力，从最初的物质资

助，到细致的心理关爱，国税妈妈们帮助孩子们以乐观、积极和感恩的心态面对生活，杨

局长还为我们举出了一些国税妈妈的爱心事迹，比如国税妈妈郭洁，用十年的时间和几位

朋友一起资助内蒙古林格尔县的 20 多名贫困学童，2010 年起，每学期开学前，郭洁都会把

资助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汇到学校，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信和锦旗，这个故事还只是

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像郭洁这样的国税妈妈还有很多，虽然和孩子们没有血缘关系，但

她们之间的关系却比亲母女还要亲。 

最后，杨局长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年来作为国税妈妈的感悟和体会，她希望我们大家

都能够学会感恩，积善成德，锲而不舍，勇于担当。有同学问，是什么支撑着国税妈妈们

走过这么多年头，杨局长表示，帮助春蕾女童已经成为了她们的习惯，成为了国税妈妈们

生活中的一部分，她们的抱团，为的就是让孩子们取暖，并且希望我们同学能够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从点滴做起，献出自己的爱心，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在场的所有同学都被国税妈妈的坚持和奉献深深感动，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们将更加

懂得感恩，懂得奉献，懂得从生活中的点滴收获和给予感动，为他人以及社会传递正能量。 

 

图/文：杜曼 

 

 

我院“爱的奉献——国税妈妈”主题讲座顺利举办 

                                                      

 

 

 

     本版面由研究生会提供 

作者 张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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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心灵密语 

化 心 专 栏 

▲  

大
学
生
如
何
克
服
自
卑
心
理 

▼ 

 

小编寄语 

你可以有自卑让他鞭策你追求力

量，但请不要将你的膝盖献给自

卑。 

1、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和缺陷 

要克服自卑，就要正视自卑。自卑是一种自我怜悯的

心理反应，在正常人中也会有的，不一定是病态心理，问

题在于有了自卑感怎么办？有些大学生往往把问题看的

过于严重，终日沉溺于自己不如人的消极体验中，甚至回

避与其他同学交往，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种办法虽然可能

使自卑感暂时有所减轻，但长期如此，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使自卑感加重。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面对现实，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和

缺陷，针对自己不如别人的方面进行自我调整和改变。如

对于学习成绩差的同学就应通过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来

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以缩短与别人的差距；而个子矮小

的同学，往往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总觉得矮人一截。诚

然，矮子变高已不可能，但挺起胸膛做人却是可能做到的

事。一个心地善良、作风正派的人，其轩昂的气宇与良好

的精神面貌，足以弥补身材不高或某种生理上缺陷的不

足。 

贝多芬只有一米六三的身高但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

代乐圣，而康德只有一米五二的身高也没有影响他成为一

代哲学大师。因此，对于身材矮小或生理有缺陷的人，只

要不时时执着于自己这些生理上的不足，就可以极大地减

轻这种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2、运用积极的自我暗示 

暗示是用含蓄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和自己的心理以

及行为产生影响。发明大王爱迪生曾说："假如心中一直

想要做某一件事，那么，最后一定能随心所欲地去做这件

事"。自我暗示或鼓励，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

果大学生总是有"我不如别人"、"我不行，是个差劲的家伙

"这些消极的想法，将会对他的行动产生不良影响。相反，

如果随时对自己进行"这难不到我，我一定能做得到"、 

"别人行，我也行"之类的积极暗示，则会信心倍增。 

实践证明，积极的自我暗示对于提高人的自信心，

克服各种心理不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修正理想的自我，调节抱负水平 

现今大部分大学生都有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目标，但

由于一些学生抱负水平过高，虽然全力以赴，仍感力不

从心，这就会使他们产生失败感，从而自卑。 

  在咨询中我曾结识了这样一位同学，她进校时因分

数低被录入专科，而她的分数在她所在的年级又是后几

名，但她一进校就发誓要先升本科，再考研究生。但第

一学期下来，就有两门补考。第二学期便刻苦努力，争

取考出一个好成绩，但结果又有两门补考。这样，自尊

心和自信心受到了打击，进而自卑，以致于觉也睡不好，

学习也学不进去。 

  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大学生就应修正理想的自我，

调节抱负水平，冷静地客观地剖析自己，在正确认识自

己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把目标摆在既有一定

难度又可能达到的水平上。这样，才能避免挫折与失败，

获得成功与自信。 

4、建立积极的自我评价以对抗自卑感 

自卑的本质就是自我评价过低，而且这种评价往往

是歪曲的、不合理的，表现为在某一事件失败的基础上

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作出普遍性的否定。正确的做法应

是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别人和自己，力求认识到人

非完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人不应该以自己的弱项与别

人的强项比。除此之外，还应该对某一具体行为进行具

体的积极的分析和评价，不能以偏概全，如"我只是这次

考试没考好，但这并不说明我以后所有的考试都会失败

"。通过这种合理的积极的自我评价，便可避免产生诸如

自卑等负性情绪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