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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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素拓，提高自我 

10 月 25 日，我院的陆娟老师在李文正图书馆前的草坪上

开展大一的素质拓展活动。该活动旨在促进同学之间的了解，

共同组建化院和谐出色的大家庭。 

    当日下午，同学们赶到图书馆前。女生围成一圈，顺时针

走，而男生则以反方向绕着女生又围成一圈。待主持人喊停时，

若女生和男生相对，则握手后相互介绍。 

    同学们开始进行第一个游戏:泡泡糖。这样可让同学之间变

得更亲密。接着第二个游戏：信任摔倒。该游戏真正考验同学

之间的信任度。最后的游戏又开始了。周围同学大声呼喊，一

名男生在同伴的指引下，三步合一步，正好避开地雷，不料一

不小心，倒在地上，引起全场一片呼声。 

    我们在获得了丰富的乐趣之外也加深了同学之间的友谊，

希望此类精彩的活动今后能够多多开展，使得同学们的课内外

生活能更加充实！                          （文/图：李贞）                 

                                                               

 

新生老生聚一堂，化院浓浓同乡情 

 2014 年 10 月 15 日晚，为增进大二老生与大一新生间

的互动交流，推动今后日常事务的顺利进行，化学化工学

院在八号教学楼举行了新老生见面会，院学办主任、大一

年级辅导员吴洁莹老师出席了本次交流会。同学们积极参

与，热烈讨论，见面会十分成功。 

    见面会主要分为开场视频、分区交流、方言展示、自

由交流四个环节。首先，由编辑部制作的视频荟萃了各省

特色。之后的分区交流中，新老生在友好氛围中互相熟悉，

有的省份还推选出老乡唱歌，推动气氛走向高潮。方言展

示环节中，各民族同学用自己富有特色的语言，念数字、

念方言，说俗语，妙趣横生，让同学们共同了解了不同民

族丰富的文化。最后在略显依依不舍的自由交流中，主持

人宣布见面会落下了帷幕。 

本次新老生见面会的成功举办，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

让同学们在交流中找到了在化院的归属感。 

 

     院运会精彩不断，化院健儿勇争先 

——东南大学“数理化”联合运动会成功举办 

 

 

 

2014 年 10 月 19 日下午，由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数学系物

理系联合举办的院运会在桃园操场上正式拉开帷幕。参赛队员由

本科生及研究生共同组成，阵容之庞大可谓我院历届院运会之最。 

院运会开幕式由多位领导发表讲话。赛场上，我院学子全力

以赴，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田赛方面，我院分别女子跳远、扔

铅球项目中夺得冠军，展现出巾帼的风采；而男子组分别收获前

三的优秀成绩。径赛方面我院同学表现得则更为出色：我院在男

子赛跑 100m、200m、400m 的比赛中均收获冠军；而女子组也毫

不逊色，李婧祎、丰凡、李小恒三位同学在赛跑 100m 项目中完成

包揽，展现出我院在短跑项目中的强大实力。 

本次院运会圆满成功，我院在 13 项比赛中取得 6 项冠军，名

列第一！同学们赛出激情，赛出了水平，更赛出了友谊。 

（文/图：李美娟） 

 

 

（文/图：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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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党的支部委员会要成为引领大学生刻苦学习、团结进步、健康成长的班级核心。 

其主要职责为： 

（一） 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推动学生班级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

造健康、积极的氛围，带领广大同学不断进步。 

（二） 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学生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带动广大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完成学习任务。 

（三） 组织学生党员参与班（年）级事务管理，努力维护学校的稳定。支持、指导和帮助团支部、班委会及学

生社团根据学生特点开展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四） 培养教育学生中的入党积极分子，按照标准和程序发展学生党员。 

（五） 积极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有

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党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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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学生会宣讲 

2014 年 9 月 20 日，为使我院新

生对学生会能有系统、全面的了解，

并能在之后的入会中进行正确选择，

化院学生会针对大一新生开展了学生

会职能宣讲大会。 

本次宣讲一改往年严肃的风格，

整个过程较为活泼，编辑部、文宣部、

体育部更是在自己的宣讲材料中加入

了轻松的视频，而对于宣讲结束后前

来领取报名表的同学还有小礼物赠

送，这些举动都旨在让同学们对我院

学生会产生兴趣。 

而正式宣讲过程则要严谨得多，

各个部门都在充分的前期准备下完成

了关于部门职能和招新要求的宣讲内

容，学生会主席赵万隆也在宣讲临近

结束时进行了内容总结。 

 

PART1 学生会换届 

2014 年 9 月 13 日，化院学生会正

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换届选举。本次换

届选举与以往略有不同，投票人不再包

括我院大一新生，全部为大二及以上年

级同学，旨在能在更客观、公正的环境

下进行选举。 

换届选举当天，到场的有 2013 级

学生会的干事、部长们以及大二年级辅

导员李奚溪老师。选举正式开始后，各

个部门的竞选人则开始有序上台进行

演讲。秘书处、体育部、组织部„„每

个部门的竞选者都毫不相让，各位竞选

人的演讲风格迥异，特色鲜明。在压轴

的学生会主席一职的竞选也完成之后，

学生会竞选部分正式结束。 

经过投票统计及主持人唱票以后，

每个部门的职位也都有了人选。相信他

们将会在新的一年中带领化院学生会

赢得更多的赞誉与荣耀！ 

 

PART3 招新面试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学生会宣讲

的后一天，各部门的招新面试也很快开

始进行。今年大一新生全部自行前来领

取报名表，经统计，最终报名的同学多

达 68 人，创下历年人数之最。而在报名

表递交结束之后，也全部根据第一志愿 

迅速发往各部门部长处。 

 

当晚招新面试正式开始，各个部门

也都提前准备好了特别的面试内容。而

前来面试的同学则各自展现出自己的特

长，不少同学显然是有备而来，面对面

试官们的“刁难”依然游刃有余，赢得

他们的一致好评。而有些同学也表现出

自己独特的思维，通过自己的回答向面

试官们展现出自己特别的一面。 

经过两轮面试后则是大家的讨论环

节，经过艰难的抉择，各个部门终于都

有了自己心仪的人选。经过本次部门招

新，化院新一届学生会终于组建完成，

新的学年正式开始，虽然面临的挑战和

考验还很多，但相信大家都能将其克服，

化院学生会也必将更进一步！ 

（文/图：胡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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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学术文化季之 Origin 软件使用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10 月 17 日晚 18:00，我院成功举办了 origin 软件培训讲座。Origin 软件是公认的

一款简单易学、功能强大的软件，可以满足科研过程中制图、数据分析和函数拟合的

需要。本次讲座邀请了我院优秀博士生上官莉师姐为我们进行培训，化院研究生新生

齐聚化工楼大会议室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开始，在上官莉师姐的指导下到场的每一位同学先进行了 origin 软件的安装。

紧接着，师姐由浅入深地逐一介绍了单线图、多线图、多图合并、单图层多图、柱状

图、线性模拟等的操作方法与注意要点。在讲解间隙，上官师姐更是亲自向同学们耐

心、仔细地示范，并对大家现场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一细心解答。在讲座的最后，

上官莉师姐还提醒大家，origin 软件的功能强大，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尝试才能熟

练掌握该软件的使用技巧。 

本次培训讲座让我们初步学习并掌握了使用 origin 软件绘制简单图表的技能。听

完讲座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本次讲座的实用性强，会对我们以后的科学研究有很大的

帮助，并期待类似讲座的再次举办。 

                                                   图：沈宝星  文：王瑾 

 

    

                                        图：沈宝星  文：王瑾 

 

 

10 月 22 日 18:00-20:00，研究生人文与科学素养 

系列讲座职业规划篇之“西天路上的凡夫俗子——漫 

画西游”在纪忠楼 YF102 顺利举行。在本次讲座中苗 

怀明教授以幽默诙谐的言辞和形象生动的类比，给我 

们带来了一场绝无仅有的视听盛宴。在欢笑声中，苗 

教授为我们深刻揭示了《西游记》中各人物形象的现 

实意义，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了无限启 

发。 

苗教授以一个妙喻开启了今晚的人文之旅，整个 

讲座从两个层面进行讲述。一是现实层面，《西游记》 

中所塑造的各个形象及其所经历的曲折坎坷正是现实 

人生荆棘坎坷的真实写照。二是精神层面上的《西游 

记》，取经过程其实是一个人性的修炼过程，是一次心 

灵之旅，一路上面临的欲望的诱惑都是致命的干扰，只有坚定信念，团结合作才能修成正果。

报告结束后，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向苗教授提问，针对同学们的问题苗教授逐一做了认真的解

答。 

本次讲座属于人文与科学素养系列讲座，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苗教授幽默风趣的讲解

风格引人入胜，现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本次讲座让我们深刻的领悟了我国古典名著的

深层内涵，给大家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了无限启迪，整个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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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面由研究生会提供 



 

 

 

 

  

 

 

 

 

 

 

 

怎样适应大学生活真的是每个大一新生心

中最困惑的事了吧?希望化心能够走进你的

心灵,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小窗。 

化 语 
 

第四版 
心灵密语 

 

化 心 专 栏 

1、尽快适应新环境 

  当你告别亲朋好友远离家乡，告别亲朋好友跨进了大

学的门槛，你获得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但同时你也失去你

熟悉的过去。这种心理失落所带来的孤独感往往困扰着你。

首先，大一新生要认识到，人的一辈子，其实就是一个不

断“失去”的过程：胎儿失去了襁褓，才能学会站立和走

路;青少年失去了父母的呵护，才能成为具有独立生活的

人;我们今天的暂时离别换来的是我们发展的机会，同时也

换来了明天的希望。因此与其消极被动地面对新的环境，

不如积极主动地去适应新的环境。适者生存，适应环境的

能力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提高的，环境是客观存在，不

能因为我们对它不适应而改变它的现状，需要改变的是我

们自身。所以我们要学会做一个弹性人，当你处理好适应

期各种问题的时候，你就成长了、进步了。要不断提高生

活上的自理能力，逐渐从依赖别人的生活方式转变为独立

的生活方式。尽快在自己身边找一个患难相助、荣辱与共

的朋友，缩减独处的时间，不要过久地沉浸在自己的“孤

独”之中，不要过久地把感情寄托在过去，要及时自找排

解内心的郁闷，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感到孤独。 

 

 

 

3、学会新的学习方式 

  大学的学习方式与中学的学习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大学里面的学习气氛是外松内紧的。和中学相比，在大

学里没有人监督你，没有人主动指导你，没有人给你制订具体的学习目标，考试一般不公布分数，但这里绝不

是没有竞争。每个人都在独立地面对学业;每个人都该有自己设定的目标;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昨天比，和自己

的潜能比，也暗暗地与别人比。大学生活和中学生活最大的区别就是生活自由度大，生活空间大大拓展，学习

机会大大增多，因此大学生入学后要及时了解图书馆、语音室、阅览室的开放时间，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多

听学术报告，充实自己的生活。注意加强自我控制能力，个别新生认为，大学上课真轻松，老师不检查作业，

不用上自习。于是，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些同学由于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出现学习成绩

下降或不及格。出现这种情况后，有些人可能出现自信心下降、自卑，更为严重的可能出现自暴自弃。在大学

里，评价人的标准并非是单一的学习成绩，能力特长更是在实际生活中衡量一个人素质水平的重要因素，人们

更看重的是综合能力的培养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在这里，竞争是潜在的、全方位的。进入大学后，以教师为主

导的教学模式变成了以学生为主导的自学模式。教师在课堂讲授知识后，学生不仅要消化理解课堂上学习的内

容，而且还要大量阅读相关方面的书籍和文献资料。从旧的学习方法向新的学习方法过渡，这是每个大学新生

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尽早做好思想准备，就能较好地、顺利地度过这一阶段，少走弯路，减少心理压力。 

 

2、正确评价自己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里，使你过去常自恃某种优势不复

存在，由中心角色变为普通角色会产生心理失衡。进入大

学以后，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看谁能更好地利用时

间。常言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也是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所以，适当地降低对自己的希望值，接受不完

美的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曾经有一位美国的心理

学家对50位成功人士做过一个调查：问他们一生中认为最

重要的是什么?他们的答案排在第一位的几乎“MYSELF”

这就是自爱，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对自己了解、关

怀、尊重、负责;(2)在承认差距、不完善的同时保持自

信;(3)自爱自信的人要对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自

爱的关键，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最基础的素质;(4)要保持开

放的心态，要心悦诚服地看待别人的优点，不要耿耿于怀。

别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只要自己用心修建自己的码头，放

松捆绑自己精神的绳索，你就会以开朗的心情投入大学生

活，从而获得丰富多采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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