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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看点 

1版 校院活动 精彩连连 

2 版 美文欣赏 

3 版 研究生动态 

4 版 化心专栏 

“春到九龙”大型体育竞赛暨第

十届风筝节隆重开幕 

2014 年 4 月 27 日下午， “第

十届风筝节在九龙湖校区李文正

图书馆南门前广场隆重举行，活

动由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

研究生会、涵泽轩书画社承办。

我院大一、大二多名同学热情参

与，辅导员李奚溪、吴洁莹老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涛聘任仪式暨科技讲座圆满成功 

2014 年 4 月 30 日下午，由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主办，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承办的“神奇的催化”科技讲座在人文素质讲座报告厅如期举行。此

次活动吸引了大批热爱和关注化学事业尤其是催化剂事业发展的同学、教师

前来参加。 

本次活动的主讲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涛，而此次讲座也代表着张院士

正式成为了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中的一员。在演讲正式开始前，我院院长

林保平等多位领导也出席现场，为其隆重举行了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客座

教授的聘请签字仪式。 

简短的签字仪式之后讲座正式开始。讲座内容围绕着“神奇的催化剂”

展开，包括催化剂的“前世今生”、作用原理以及发展前景等多个知识点。

张涛院士在演讲过程中做到了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将原本深奥的专业性知

识很好地介绍给了现场师生，并且在之后的提问环节耐心地解答了听众们的

疑惑，现场的学术氛围甚是浓厚。 

最终，本次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本次活动激发了我院师生崇尚科学、

敢于创新的精神，而活动中我院师生们高涨的热情也表现出对于知识的渴

望。通过本次讲座，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了催化剂、了解了化学科学，也为

我校科技文化节系列活动又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胡峰） 

 

 

堆砌理想，构筑希望 

2014 年 5 月 10 日，由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自

主创办以及承办的全新活动“玩转多米诺”，在焦廷

标馆前大厅正式开幕。 

 

 

也参与了本次活动的开幕式。本次活动分为风筝制作竞飞与趣味体育竞赛

两个环节，我院制作的风筝以其独特的创作理念荣获第二名。开幕式当天

开展了踢毽子、多人跳绳、多人网球、呼啦圈竞走等项目，我院在此次活

动中荣获二等奖，取得总分第四的骄人成绩。 

本次活动在趣味性的前提下，给我院同学们提供了一次亲近自然，关

爱生命，增强团体意识的机会。希望今后我院同学能更加积极地参与进来，

为化院赢得更多的荣誉！（胡峰） 

 

 

 

 

 

本次活动各院系的多名同学也积极参与进来。上

午九时，化院学生会主席赵思奇宣布活动正式开始，

在主持人边伟超向讲解游戏规则之后，各小组立即开

始了紧张的骨牌堆叠过程。团队合作、科技含量、创

意构思、模型制造的完美结合令古老的骨牌游戏演绎

出令人震惊的美感。而参赛同学们创作出了许多精彩

的作品。有些作品造型独特，而有些作品则以精妙设

计取胜，让人耳目一新。活动最后一个巨大的由多米

诺骨牌形成的 seu 字样呈现在我们眼前。在推倒第一

块骨牌之后，其余的骨牌也在连锁效应之下依次倒

下，全场的气氛也到达了最高潮。 

作为化学化工学院首次尝试的自创节目，希望在

逐渐完善活动栏目、扩大活动规模的同时也能有更多

的同学加入到其中来，祝愿更多的同学能从中获得快

乐，也祝愿“玩转多米诺”活动越办越好！（谢歆雯） 

 

 

 

http://www.baidu.com/link?url=OBQNf_8zrprDdn4xYf_iNP7Xhms4nidDQ3_GJlZFNXj54sj9A38r8raqSPa1w2LtPuLRkCGXpeGvfl1s5o5_UK
http://www.baidu.com/link?url=OBQNf_8zrprDdn4xYf_iNP7Xhms4nidDQ3_GJlZFNXj54sj9A38r8raqSPa1w2LtPuLRkCGXpeGvfl1s5o5_UK


 

  

 

 

 

 

 

 

 

 

 

 

 

 

 

 

 

 

 

 

 

 

 

 

 

 

 

 

 

 

 

 

化·语 第二版 美文赏析 

 

 

党 

旗 

飘 

扬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  毛泽东 

 

1、党的性质：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三个代表；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2、党的纪律：党纪是指按照党的政治纲领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革命斗争和建设的

需要确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例和决定的总和； 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

遵守的政治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 

3、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的根本原则。 

党
支
部
知
识
面
面
观 

 

   

的力量。这是在告诉我在这个繁荣的城市里，我要面临着什么吗？离开家乡，离开朋友，离开亲人之

身来到这个向往却又陌生的都市，兴奋又紧张。 

    大学的清晨，总是在半睡半醒中点一两次的“小睡一会儿”才匆匆从相伴一宿的舒适窝里爬出来，

慌慌张张地洗漱去跑操。说到跑操，我想这可能是大学生活里最静美的时段吧！早晨六点四十多的时

候，路上的同学很少，所谓的跑操便悄无声息地变成了走操。每天的走操时间（晚走的例外），你基本

上都能看见那不是很耀眼却十分祥和的阳光，在微风的催促中，心里对那份温暖光线更是拥有无线的

追求。早操，我和舍友一起在路上聊着，聊着她过去的趣事，聊着她现在的感情，虽然我一直都在倾  

  

（hh 朱朱） 

   校园的青色褪去，凛冽的冬天已然来临；高大的秋树也慢慢卸下绚丽的

头冠，殷实的秋天已然离去；那簌簌的海风似乎也在向我炫耀着他那强劲 

 

听着，只是我的心早被那两行伟岸挺拔的身姿深深吸引了。在这个节是冬景是秋的时节，阳光斜洒，

微风习习，落叶纷飞，我戴着口罩，围着围巾，背着书包，在这条静谧的道上踱着，踱着踱着一切

的不适应，一切的忧虑便从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们都说跑操很烦很冷，但我喜欢这份清凉

的宁静。 

   每天的时光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忙碌，除了学习还有其他的发展锻炼（我还是只有学习）。看着

大家忙来忙去的，说实话心里有种莫名的羡慕，他们生活充实，目标明确。话虽如此，我也不曾做

过那随处飘，最后死死地定格在一片脏兮兮小圆上的气球。学习依旧，生活依旧，即使是慢慢的小

蜗牛我也不会停下，只要我继续向前走着，相信终点会在他应在的那里等着我的到来。狂野的风继

续摧残着那些健硕的草，年复一年地，最后他们有的更加强壮，有的则是再也不会展现生命的色泽

了。而有那么一小部分，就像蜗牛般拖着厚厚的壳一步一步在风侵扫的地面上慢慢前进。我做不了

蜗牛，也不是那些耀眼的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地过好我的每一天，让我的每一天都不是浪费

时间。累了，骑着自行车到不为大家所赞美的九龙湖去静静地览观那静静的湖面，放松放松。 

    南京冬天的温度已经降下零了，打开手机看着家那边的天气，虽然没有雪花，温差也不大但却

也是阴雨绵绵。光阴似箭，以前不曾体会，如今又要到过年的时间了。窗外的风，窗外的颜色，窗

外的树，窗外的草，窗外的落叶他们都在告诉我：“坚持，再过几个周，拿着你这半年的汗水和思念

就能高兴地回家了。”临近期末考，还有什么好说的，毅然背着书包，骑着单车，朝教室去吧！ 

  

小编微语： 

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里，心灵当似高山不动，不能如流水不安。在我们的漫漫人生中，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即使

是平庸的日子，平常的生活，平凡的人生，只要细细品味，也能品味出一些醇厚的滋味来。 

  本模块由化院党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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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研究生动态 

第二届在宁高校大学生论坛圆满落幕 
 文/图：李晓静 

 

5 月 11 日上午 9:00 点，由共青团东南

大学委员会、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团委和

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东南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第二届在宁高校大学生论坛在

化学化工楼大会议室圆满落下帷幕。此次论

坛有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理工大

学及东南大学四所高校的化工学院学生代

表参加，旨在增加各个高校之间的友谊，加

强学术交流。 

本次论坛由五个环节组成：论坛开幕仪

式议程、交流环节各参赛队院系代表交流、

作品展示、实验室参观交流及颁奖仪式。论

坛开始由主持人介绍主席台主要嘉宾及各

高校代表队，各代表队的参加者抽签决定出

场顺序。紧接着东大化院研会主席孙贻白致

欢迎辞及对论坛的祝福，四大高校研会代表

也分别致辞介绍了各校化学化工学院的状 

况及研会举办的一些活动，都表达了对此次活

动的期望及以后之间应增加联系和学术交流。 

接下来的作品展示环节中，首先出场的是

东 南 大 学 金 玉 同 学 带 来 的 作 品 Crystal 

structures and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three tert-butylammonium chlorocadmate(II) 

complexes，此次论坛其他的作品展示及展板有

南京大学代表队的低粘度功能化离子液体强化

的 CO2 捕集技术；南京工业大学代表队的陶瓷

纳滤膜用于脱色体系的研究和会呼吸的花盆；

南 京 理 工 大 学 代 表 队 的 Controllable 

Synthesis of Anatase TiO2 Nanostructures 

and Ag/AgCl-basedPlasmonic Photocatalysts 

withEnhancedPhotocatalyticPerformance 和

东南大学代表队的纳米层状材料在水泥稳定碎

石中的应用研究等等。 

 

展示环节结束后评委认真判定评分，

评出了最终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三名，

三等奖两名。论坛结束后，所有论坛与会

者一起在化工楼前合影留念。 

本次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第二届在

宁高校大学生论坛不仅拉近了在宁各大高

校的距离，增进了高校院系间的情谊，更

重要的是倡导学生创新实践，促进学生培

养学术精神，提高学生科研学术水平。在

同学们的交流声中，此次活动最终圆满落

下帷幕。 

 

2014 年 5 月 10 日周六下午 3点，由化

学化工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走进名企---

欧莱雅”求职经验交流会顺利举行。 

在交流会上，景尧学姐首先播放了一

部短片对欧莱雅公司做了简单的介绍，让

同学们对名企欧莱雅有了大致的了解，然

后从前期准备、简历、笔试、面试等过程

详细分享了自己的求职经验，并生动地讲

述了切身经历的几次面试。她建议学弟学

妹们在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涯中不仅要注重

专业知识的学习，也要注重拓展知识面，

做到广度与深度并重。也建议学弟学妹们

根据自己的性格去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工

作，而不是盲目的去找。她也详细讲述了

找工作中不同企业的侧重点、笔试的准备

方法与答题技巧以及面试的注意事项，帮 

走进名企——欧莱雅 
文/图：邓忠好 

助学弟学妹们了解了外企就职的全过程。此次

交流会，加深了同学们对求职外企的认识和理

解，使学生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坚定的信念，

为同学们将来找工作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最后在提问环节中，同学们热情高涨，针

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请教了关于求职过程的各种

疑问，景尧学姐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耐心细致

的解答，她诙谐幽默的语言活跃了整个会场的 

 

 

气氛。本次走进名企——欧莱雅求职经

验交流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同学们

通过与学姐的分享与交流，对求职的环

节和注意事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祝愿

景尧学姐前程似锦，也相信各位研究生

们能够谨记师姐的经验，实现自己的职

业梦想。 

  本版面由研究生会提供 

简讯：3月27日上午，“新 

世纪材料创新”讲座成功举

办；3月27日晚，“师兄师姐

求职经验交流会”顺利举行；

3月30日下午，“时间去哪儿

——童年拾趣”游园会顺利

举行；4月17日，东南大学实 

验室安全培训讲座成功举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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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心灵寄语 

 

据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困扰主要表现为： 

一，人生目标茫然，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缺失，生活目标随波逐流，常有无意义感伴; 

二，人际关系不适。进入大学，远离原来熟悉的生活与学习环境，面对新的人际群体，学生多少有些不适。在

“目前，你感到最苦恼的事”的调查中，有 80％的学生涉及到了人际关系;  

三，自卑与自负两极振荡，懒散与退缩，恐惧失败。事实上，任何一个处于这种状态的大学生，对于黄金年华、

美丽大学生活的感受力下降，对自我发展的心理预期也会变得不确定，人际吸引力降低而且自我满足感不高，

内在潜能不能够充分发掘。 

 

 

（1）人不能改变环境，但却可以改变自己； 

（2）不能改变方式，但却可以改变方向； 

（3）不能改变面容，但却可以改变笑容； 

 

【编者寄语】 

 【求助】 

&人际交往 

（1）微笑，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功； 

（2）倾听，是沟通的另一半； 

（3）认同，是沟通的切入点； 

（4）赞美，一种诚恳的自然的感情流露，

是每个人的情感需求； 

（5）感激，是真情的回复，真心对待他人，

他人也会真心待你。 

 

&学会减压 

(1）平静一分钟，拍拍自己的肩膀、胳膊、

腿部等处，帮助身体放松； 

(2）冥想两分钟，闭眼深呼吸，集中注意

力于一呼一吸之间； 

(3）眼睛转三圈； 

(4）每天花几分钟，总结与反思，让心灵

得到洗礼。 

&学业规划，自我充实 

（1）即使没有长远目标，我们也要制定

近期的学习计划，好的计划是成功的开

端； 

（2）社团活动，体育赛事，院系活动在

我们心有余力时参加，活动中体会到的成

功和自信学到的技巧不仅会帮助我们开

阔眼界，还会平扶我们的消极情绪。 

【自我提升】 

（1）当你觉得压力山大时，心理委员以及辅导员的疏导会是对你莫大的帮助； 

（2）我们学校比较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会举办多场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去听听总会使你豁然开朗； 

（3）位于大活的东南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是东大专业心理咨询室，老师将会帮你走出困境；（只要提前预约就会有收获） 

（4）我校的心理健康协会将在5月份，举办一系列心理健康相关活动，心理剧之夜、笑脸墙——我爱我系列活动都是不错的活动，届

时还会有老师现场帮你答疑，解决心理问题。 

 

（4）不能改变去路，但却能改变思路； 

（5）不能改变贫困，但却能改变精神； 

（6）不能改变昨天，但却能改变观念、

把握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