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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社会实践动员大会 

2016 年 4 月 5 日中午十二点半，化学化工学院就正在开展的“暑

期社会实践”报名工作，主要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同学们召开了动员大

会。我院团委书记李奚溪老师、辅导员陈嘉老师参加了此次动员大会。 

大会开始，首先由李奚溪老师上台为大家大体介绍暑期社会实践

的主要内容及流程。紧接着我院学生会实践部张静一同学也在台上为同

学们详细具体地说明了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选题申报过程及选题

立项所需注意的几点问题，并表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社

会实践能力，同时也是我校学生获得社会实践学分的必要途径。至此，

本次大会到了最重要也是对大家最有帮助的一个环节，那就是由上一届

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奖项目组的学长学姐们与大家交流分享经验。在校级

优秀项目评选中分别获得了一、二等奖的“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社会

调查”、“遇建—建筑工人现状调研”和“农药的使用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等项目的程品等学长学姐们也来到现场。他们就自己的项目，与大

家分享了他们选题立项的思路以及实践、总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

办法，向在场的学弟学妹们传授了不少社会实践的经验。在分享过程中，

还穿插了问答环节，同学们就自己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疑惑提出了问题，

学长学姐们也一一详细地作出解答，给了同学很大的启发。 

此次动员活动虽然因客观原因略有仓促，但是在李李奚溪老师和

各位学长学姐们介绍和鼓励下，许多同学产生了申报社会实践项目的想

法。祝愿各位申报暑期社会实践的同学们申报顺利，能构思出自己感兴

趣又有意义的选题，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收获新知！ （文 张如月） 

（ 

 

东南大学 2016 年“五四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2016 年 5 月 4 日下午，东南大学 2016 年五四表彰暨“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精英学子分享交流活动在九龙湖校区润良报

告厅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易红、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刘京南、

副校长林萍华、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刘波以及党委办公室、

校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 

在过去的一年里，化院团委怀着勇争先锋、追求卓越的态

度，以饱满的热情和活力，积极响应校党委的领导和号召，踊

跃参加校党委开展的各项活动，并在各项活动中都有优异的表

现，最终在过去的一年里，化院团委获得“2015 年度五四红旗

团委”的荣誉称号。此外在“东南大学青年五四奖章”的授予

中，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选，我院付大伟老师获得了这项

殊荣，值得说明的是我校每年仅有 2 名教师获得这项荣誉。此

外，我院师生不仅仅在校内评比当中名列前茅，在共青团江苏

省委评选的 2015 年度“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当中，我院化

工专业大三年级的梁爽同学凭借其平时优异的表现荣获了“江

苏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全校仅三名同学收获此殊荣。 

大会结束之际，刘波副书记兼副校长上台讲话，希望大家

把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东大梦”、“中国梦”紧密结合，不断

谱写青春的华章。作为化院的学生，在最好的年华我们应该要

明确奋斗方向，在各个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争做有

志青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文/图 黄佳玮） 

 

 
化院团日活动立项答辩成功举办 

2016 年 3 月 30 日中午，化院团日活动立项答辩在教一 101 举行。

团委书记李奚溪老师和辅导员陈嘉老师到场指导，大一到大四的所有

团支部书记参加了此次答辩。 

本次团日活动的主题新颖多样，有“孝有二十四，家书又三行”

弘扬孝道、“看见味道的冒险家”自制香水、“职业道德养成记”提

高修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地球、“春去秋来，疾病不来”防御

疾病等主题活动，既响应了“三走”的号召，又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同学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大有裨益。李奚溪老师对各团支部

的工作也表示了认同，同时也对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纠正，对活动

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 

此次答辩过后，各团支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各团支部的

团日活动内容更为充实，过程也更为完善，立意更为深入。这也意味

着，即将开展的团日活动将会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参与其中的同学

们也将有更大的收获。                            （文 李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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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 
“点滴温暖，触动你我”系列党日活动 

正式启动暨支部成员风采展！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5级硕士第二党支部为了秉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温暖他人、丰富研究生生活为目的，

以提高本支部成员自身综合素质、增强班级凝聚力为宗旨，

开展主题为“点滴温暖，触动你我”系列党日活动。 

活动内容 

“分享阳光，传递温暖”——主题座谈会 

“你许愿，我兑现”——女生节暖心行动 

“爱在春天里”——玫瑰园暖心寄语 

“浓浓尊师意，暖暖师生情”——最温暖师生故事评选 

“给喵一个家”——校园流浪猫手工建窝大赛 

“岁月静好，时光不老”——照片征集活动 

“情系环卫工”——给环卫工人送温暖 

书影人生——《白鹿原》 

作者简介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

家协会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其

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

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中

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

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

白鸽》等。 

1997 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中《白鹿原》被

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已发行逾 160

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

种艺术形式。2006 年 12 月 15日，“2006 第

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陈忠实以 455

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 13 位，

引发广泛关注。 

2016 年 4 月 29 日 7:40 左右，因病在西安

西京医院去世。 

内容简介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

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

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

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

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

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

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白家人沿袭

村子里的族长，主人公白嘉轩一生 

娶过七个妻子，最后一个陪他终生，并育有三儿一女（白孝文、

白孝武、白孝义、白灵）。鹿三是白家的长工，黑娃是他的长

子。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他有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 

小说主要讲述了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鹿兆海、黑娃这一

代人的生活：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就显现出不安分。

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在外做长工，认识了东家的小

老婆田小娥，他将她带回村后，受到村人的排斥。黑娃离开村

子后投奔革命军，又成为土匪。在此期间鹿子霖、白孝文等都

吸上了鸦片，将家败光，去异乡谋生。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

最终杀了她，因终日被田小娥死时的情形折磨而死去。白孝文

则在外重新振作，终有一番作为，白灵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家

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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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研究生动态 

  

                                                         

                                                         

                                                                                                                                 

 

 

 

 

                                                       

                                                        

 

 

 

 

 

 

      

 

 

 

 

                                               

                                                                                                                    

                                                          

  

 

 

 

 

 

 

 

 

 

 

 

 

                                                                         

                                                         

 

 

    

 

 

 

    

 

 

 

赛出风采 赛出真我 

2016 年 4 月 24 日下午两点，由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会和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会联合组织进行的“趣味化学 DIY”活动如期

举行。 

第一个流程为叶脉书签的制作，时间约 1 个小时。主要步骤为将树叶刷洗干净，放在约 10％的氢氧化钠溶液中煮沸，然后

将叶子平铺在玻璃板上，用牙刷慢慢刷去叶肉，将剩下的叶脉放在水中轻轻清洗，用吹风机吹干后，夹在书中压平，即可完成。

紧接着为趣味抢答环节，该流程的目的在于为各小组排序以便天气瓶的挑选。第三个流程是天气瓶的制作，时间约为 30分钟。

主要步骤为将硝酸钾和氯化铵溶解于水中，得到溶液 A；将樟脑溶解于酒精中,得到溶液 B；将 A 溶液加到 B 溶液中,最好是加热

搅拌到澄清；混和后封存在玻璃容器中即完成。 

本次“趣味化学 DIY”活动，很好地培养了大家的动手能力，并让大家了解了其中的化学反应原理。天气瓶不仅可以预示天

气变化，还可以成为室内一种精美装饰品，一份精致的小礼物，叶脉书签可以夹在书中当作书签使用，这样的 DIY 活动不仅提高

同学们的知识和动手能力，还能提高同学们的环保意识，丰富生活。  

                             图：赵堃  文：牧惜惜    

   “风采来源于精神。”一位哲人曾经这样说过。那么运动

真正的风采理应来源于拼搏，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和那种“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运动品质。那些拼搏的瞬间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

的存在，那是勇攀高峰的精神，那是不断超越的精神，更是人类挑战极

限的精神。除了超越的精神外，还有一种风采感动着我们，那是运动最

本质的品质，也是人类在竞争中最真实，自然的情感流露，那是一种团

结奋进的精神。 

    经过紧锣密鼓的报名与筹备工作，“海信杯”东南大学第五十

八届田径运动会暨东南大学第二十三届教职工田径运动会于 2016 年 4

月 8 日至 9 日隆重举行。我院本着勇夺佳绩、勇攀高峰的目标积极参与，

并在为期两天的运动会比赛日，向全校展现了化院风采，领奖处多次播

报化院斩获佳绩的消息。运动员中卧虎藏龙，能人辈出，击败了多个传

统大院，名列研究生组第二名，仅次于土木学院。本次运动会充分证明

了我们的实力，服务点处展示出的一长串奖牌也使得路过人群纷纷赞

叹，羡慕不已。最后附上本次运动会化院运动员取得的名次。我们由衷

地为他们感到骄傲！        

                                        （图/文：刘甲文） 

 

趣味化学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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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心灵密语 

 

化 心 专 栏 

今年的马拉松又要开始啦，那

么大家对于马拉松又了解多少

呢？ 

 

马
拉
松
是…

 

马拉松(Marathon)长跑

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

长跑比赛项目，全程距

离 26 英里 385 码，折合

为 42.195 公里（也有说

法为 42.193 公里）。 

马拉松起源曾经发生的一场战役讲

起。这场战役是波斯人和雅典人在马

拉松海边发生的，雅典人最终获得了

反侵略的胜利。为了让故乡人民尽快

知道胜利的喜讯，统帅米勒狄派一个

叫菲迪皮茨的士兵，菲迪皮茨是个有

名的飞毛腿，为了让故乡人早知道好

消息，他一个劲地快跑，当他跑到雅

典时，已上气不接下气，激动地喊道

“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说

完就倒在地上死了。 

跑马拉松的小贴

士 

前半程：不要跑的太快，按照自己赛前测试过有把握的配速

跑。对成绩影响较大都会体现在后半程。因此前半程一定要

保持轻松。根据天气和个人习惯适量补水，不要在渴的状态

再喝水。每次少量饮用，保持身体的代谢状态。所以集中物

资都要合理补给。如果你能保持一直出汗或者小便稳定，说

明机能代谢正常。 

中段：维持合理的配速，如果觉得有些吃力，尝试减小

步幅，不要把腿抬的过高，这样能帮你节约很多体能。

有时感觉渴未必真的需要大量喝水,可以尝试将水浇在身

上或用海绵擦身降温后看看反应。如果还是特别渴宁愿

每个水站都少量饮水，也不要在某个水站牛饮，彻底停

下来破坏自己的节奏。 

 

后段：此时比稳住配速更重要的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

距离终点还有 2km 时由于观众增多，极限区度过整个人

又会兴奋起来了。不要冲刺。因为你的兴奋来自于精神

层面，身体还是异常疲倦的。保持一个平稳的速度。除

非一些真正的高手，普通爱好者甚至可以适量降速。 

 

比赛结束注意事项：不要马上坐在地上，多么难受也要

站立或慢走。最快速度领包将厚衣服穿上。适量补充电

解质和水。做好肌肉拉伸，如果有条件进行冰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