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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副院长亲临动员大会，振奋人心 

2016 年 3 月 9 日中午 12：30，由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洪教

授主讲的大会于教八 101 准时召开，旨在动员化院学生积极参加化

工实验技能大赛。参加本次大会的有团委书记李奚溪老师，以及化

院大一至大三的全体学生。 

随着李奚溪老师宣布大会正式开始，杨院长上台致辞。杨院长

开口即博得众生喝彩，独具匠心地从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谈

起，语言幽默，言辞犀利。通过讲述自己大学打游戏的经历，和同

学们交流游戏心得，拉近了和学生们的距离，引起不少学生的共鸣。

随之杨院又例举耳染目睹的事实，侃侃而谈，最后一针见血地点破

了沉迷于游戏而虚度光阴、荒废学业的弊端，道理深刻，启人深思。

讲到自己大学时期的一个室友智力超群，却因为沉迷网络游戏而碌

碌无为的故事时，杨院长声情并茂，动情之处更是连连发问，同学

们在哄笑之后却也唏嘘不已，内心都升起一股强烈的冲击感。一番

感慨倾诉完，杨院长继而表明作为 985 学校的一员，在座的每一个

学生无疑都是很优秀的，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并鼓励大家积

极化工实验技能竞赛等省级以上的大型比赛，要去勇敢地尝试，没

有试过怎么会知道结果!作为导师，杨院长提到竞赛类的奖项对一 

 

个学生的履历有极大的加分效果，往往能让这个学生在面试时

拔得头筹，给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一番话慷慨激昂，振奋人

心，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们的自信心，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赢

得一片热烈的掌声。当李奚溪老师表示学生可向杨院长自由提

问时，同学们都热情高涨，不断有人主动举手发问，求解疑惑，

杨院长一一耐心解答。当有学生问到大学毕业之后面临的人生

选择时，杨院长说出了一句“Follow your heart ! ”做自己

想做的，视情况而定，人生没有固定的路径，没有人能决定你

的未来，个中道理耐人寻味。最后，杨院长表达了对所有学生

的殷切期望，希望在座的以后都能成为企业家和社会精英，在

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获得成功。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大会圆满

结束。 

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激励

了学生明确人生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时

间，严于律己，勇敢追梦，开拓未来，实现人生价值，成为人

生赢家 ！                       （文/图 范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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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化院蓬勃招展，精彩无限 

—化院团委当选优秀院系团委 

在过去的 2015 年中，化院团委围绕学校深入推进综合改革的中

心工作，抓紧落实，不断创新，深入到学生层面，开展一系列教育活

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6 年 3 月 4 日至 5 日，东南大学 2016 年度全校共青团工作会

议在九龙湖校区举行。凭借长期优异的工作以及突出的贡献，我院在

继 2014 年度东南大学共青团工作优秀院系团委评选中取得“2014 年

度优秀院系团委”小院系组第二名之后，2015 年再次取得“2015 年

度优秀院系团委”小院系组第三名的好成绩。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

副校长刘波老师为我院颁发了这一奖项。本次获奖是对我院团委在去

年工作的极大肯定和鼓励，也代表了校团委对我院新一年工作的热切 

期待。此外，在由校团委主办的“2015 东南大学新生文化季”活动 

中，我院与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合作表演的“龙腾东南”节目气

势恢宏，大受欢迎，好评如潮，荣获了“2015 年东南大学新生文

化季优秀组织奖”。东南大学党委学工部副部长张晓坚亲自为我

院颁发了这一奖项。获得此奖项，无疑是对化院学子多才多艺的

肯定，也是我们化院学子在无数个日夜坚持不懈的训练中交出的

一份满意的答卷，充分彰显了化院学生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 

随着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化院在东大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提

高。希望化院全体师生再接再厉，将“中国梦”、“东大梦”和

“个人梦”结合起来，凝心聚力，不断突破自我，提高自身素质

和能力，为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一流大学

“东大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图 李美娟） 

              



 

 

 

 

化·语 第二版 美文赏析 

 

党
旗
飘
扬 

团省委副书记王伟一行调研东南大学共青团工作 

3 月 22 日上午，共青团江苏省委副

书记王伟在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董悦、学校部副部长陈文等的陪同下，

来到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大学生活动中

心，专题考察东南大学基层团组织建设

工作。 

校团委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院系

团委书记以及优秀团支部书记代表参

加了调研会。调研会由校团委书记陆挺

主持。 

期间，王伟副书记参观了东大共青

团的建设成果，并听取了各团支部书记

的汇报。 

王伟副书记指出，希望东南大学共青团组织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着重研究加

强思想引领工作的方式方法，加强团的组织形态创新的途径，破解扩大团组织的

覆盖面和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的战略性难题，推动东南大学共青团的各项

工作再上台阶。 

疯狂动物城 
创作背景 

《疯狂动物城》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第 55 部动画长片，该片的灵

感来自童话《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中像人类一样行事

的会说话动物。 

创作过程 

为了逼真地展现该片中的这座动物城，创作团队光是调研动物就用

了 18 个月的时间，他们拜访了全世界的动物专家，其中包括奥兰多迪

士尼世界动物王国里的专家，还特地成立了一支远赴非洲等世界各地的

小分队，甚至跋涉 9,000 英里前往非洲的肯尼亚，进行为期两周的动物

个性与行为的发掘。并由此设计出影片中苔原镇（Tundratown）、撒哈

拉广场（Sahara Square）、朱迪的家乡——兔子洞（Bunnyburrows）等

等景观。 

影片评价 

迪斯尼的故事总是充满了对真善美的传递和描

述，也许有人觉得这些故事简单幼稚，但有心人也可

以看到他们对“新世界”寄予的期望和信任。在该片

中，编剧用动物世界构建他的乌托邦，而没有直接用

在充满弱肉强食、竞争、分裂、排斥、不信任的人类

社会。 

该片剧情吸引人、特效无瑕疵，还有情怀庇佑。

摆脱低幼化、还有情怀庇佑。摆脱低幼化、用简单的 

方式来讲述深刻的内容。成年人看到政治

讽刺和阶级偏见，青年人看到追求梦想，

儿童看到可爱的动物。 

该片厉害的是构建了独立的世界观，

画风也保持了迪士尼特色的可爱形象。情

节上并非剑走偏锋，故事不复杂却又有反

转，小朋友能看懂，大人也能有思考，是

“童话喜剧”和“寓意电影”很好的平衡，

而且加入的动作、悬疑、政治和罪案等元

素，是很少在合家欢类动画中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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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研究生动态 

  

                                                         

                                                                                                                

                                                          

 

 

 

 

 

 

 

      

 

 

 

 

                                               

  

水壶巧除垢，化学物理来服务 

                                                                                                                   

                                                          

                                                          

                                                         

 

 

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乒乓球比赛

圆满完成 

事” 

2016年 3月 5日是毛泽东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53周年

纪念日，也是我国第十七个“青年志愿者服务日”，为倡导雷锋助

人为乐的精神，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我们化学化工学院联合物理系

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和 3 月 1 日举行了“水壶巧除垢，化学物理来

服务”这一主题的学雷锋活动。 

    为了使更多的同学享受此次化学带来的福利，也为了使更多的

人了解化学，活动持续了两天的时间。参与此次活动的工作人员也

表示，在雷锋活动日举行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感受到了学雷锋的快

乐。 

在此次活动中各个院系的学生对我们化学化工学院和物理系表

现出极大的信任，纷纷将自己平时喝水用的水壶送到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也都纷纷拿出自己的专业水平，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帮助他们

清理水壶。活动最终圆满成功，得到各院系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本次活动不仅传承了雷锋精神，更是广泛传播了化学法除水垢的巧

妙方法，此外还促进了同学间的交流合作。 

                                   图：赵堃  文：牧惜惜 

 

     为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促进广大同学身心健康发

展，打造健康和谐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2016年 3月 6日，

化学化工学院迎来了一场激烈的研究生乒乓球比赛。本次比

赛设有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同学们都积极踊跃的参加了此

次比赛。 

    在比赛过程中，同学们都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积极性

全心投入到比赛中，各个参赛选手丝毫不敢松懈，一个个刁

钻的角度，一道道精美的弧线，一板板凶狠的扣杀，无不显

示着队员们的实力和智慧。本次比赛最终决出男子单打第一

名：聂明杰；第二名：钟熙；第三名：诸伟；女子单打第一

名：任慧；女子单打第二名：陆文秀。 

    本次乒乓球赛历时虽短，却十分精彩，有效地贯彻了健

康积极地运动理念，大大激发了同学们对运动的热情，丰富

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促进了广大同学的身心与智力的健康

发展，打造了健康和谐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相信同学们接

下来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参与到各项体育运动中，体验运动的

乐趣，并收获健康的体魄。          

                       图/文：刘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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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心灵密语 

 

化 心 专 栏 

虽然距离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

奥拿下奥斯卡小金人已有一段

时间，但是这余热未消啊，获

奖的喜报已在表情包界掀起了

一场新的狂欢，同时各种“小

李子”牌心灵鸡汤也是被各大

公众号熬了一锅又一锅，他们

纷纷以“万年陪跑王”的经历

告诉你什么叫做坚持就是胜

利。 

总体看来，不想吃苦拼命恐怕难

以触及小金人，于是在第五次提

名奥斯卡时，小李子“用生命”

演了《荒野猎人》，《荒野猎人》

几乎拿遍了这个颁奖季的大奖，

莱昂纳多更是以此片收获了一大

堆影帝头衔，并且终于拿到了梦

寐以求的奥斯卡小金人。成为了

真正的“影帝”。 

第一次提名 

《泰坦尼克号》虽然让小李子成

为万人迷，而他不到 20 岁就以《不

一样的天空》获得第一次奥斯卡

最佳提名的资历，也足以证明莱

昂纳多在表演方面的潜质。 

第二次提名 

2005 年，他以《飞行家》获

得最佳男主角奖提名莱昂纳

多说这部电影让他真正成长

起来，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想

要成为电影世界的一部分。 

第三次提名 

2007 年，莱昂纳多主

演的《血钻》让他第

二次获得最佳男主角

奖提名，但小李子再

次铩羽而归 

第四次提名 

2014 年，莱昂纳多以《华尔街之

狼》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

名，但是这次他败给了马修·麦康

纳，却难掩眼中失望的泪光。 

第五次提名 

不想吃苦拼命恐怕难以触及小金人，

于是在第五次提名奥斯卡时，小李子

“用生命”演了《荒野猎人》，并且最终

成为奥斯卡影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