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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将于 2011年 4 月 16 日在焦廷
标馆隆重举行袁我院本科生一二年级
共 80余人届时将参与其中袁 唱响材
院经纬袁东南宏韬遥在此袁叶材华曳预祝
我院在此次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袁
展现材料学院风采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1年 4月 12日
第三十七期材华

春暖花开袁最近各种体育赛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袁在体育部同学的大力支持
下袁我们了解了各种赛事的情况袁下面与大家分享分享遥

棋牌院系杯我院夺得第四浴 参与的有项桦尧李林起尧袁鹏尧林玮尧刘艳群和两
名女将杨秋蔓和王欢欢遥 他们不仅是学习上的强者袁更是棋场上的智者遥 传说中
大二的项桦最是强悍袁大家以后可以找他学习或者切磋啊遥

台球院系杯我院经过几番苦战以小组第一挺进八强袁 我们看到了朱昕亮等
队员挥汗苦战的身影遥最后在八进四比赛
中我院负于实力雄厚的交通学院遥

网球院系杯有大四尧 大二的同学和
大一新秀桂嘉男袁可惜对手实力太强袁我院无缘八强遥

足球院系杯我院以 2比 1力克机械强队袁小组第一身份胜利出线浴 我们
期待着他们继续努力袁收获荣誉遥
乒乓球院系杯将于 4月 23号开打袁大一尧大二尧大三及研究生都有选手袁

比赛一定会很精彩呀浴
篮球院系杯我院男篮尧女篮都有参加袁男篮将于 4月 16日左右开赛遥女篮

已经开赛袁4月 8号的比赛中袁我院女篮败于土木遥
不论输赢袁我们都要向参战的同学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袁感谢他们的顽强拼

搏袁为院系争得荣誉遥

4月 9日袁我院学生会一行二十多人袁来到了南京工业大学的浦口校区参加
一年一度的野材子联盟冶活动遥
南京大学尧东南大学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尧河海大学袁以及本次活动东道主

南京工业大学的材料学院学生代表们汇聚一堂遥在南工大的材料学院学生会主
席致词以后袁 各个学校的主席再分别对本校做了一个简要介绍袁野材子联盟冶活
动就正式拉开了帷幕遥
首先是各校精心准备的船模比赛遥 只见每个学校纷纷亮出自己的宝贝模

型袁不遗余力地进行演说介绍袁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遥 接下来到了实践环节袁大
家来到池塘边袁五艘小船先后下水遥东道主当然不能失了阵势袁投入成本最高的
南工大的船模在遥控器的指挥下袁乘风破浪遥 我们的船模则是以可爱风趣的造型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袁这艘用回收废料
制作而成的环保小船袁在水里转着大圈向众人展示自己遥 比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点小意外袁河海大学的船开到了低矮
的小桥下袁只得用长棍在桥边守株待兔袁等它有露出头的迹象再把它捞出来遥
中午在东苑食堂用过餐后袁我们在校园里随意走了走遥 校园里树木茂密袁不乏小桥流水之景袁也不乏山丘森林之

景遥 在校园里的马路边竟然还看到了饲养的孔雀袁堪称一绝遥
下午袁来自五个学校的人随机打散分成八个小组遥每组限时半小时袁手工制作风筝袁然后在不同的指定地点进行定

向活动袁根据地图找到足球场遥到达足球场后袁各组组员开展趣味套圈小游戏遥随后在各组试飞风筝以后袁八个小组合
并为四个大组袁比赛绑腿竞走遥 四个组平均每组将近 30人袁这还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袁要求配合十分紧密遥
晚上袁在手工饺子宴之后袁"材子联盟"联谊晚会正式开锣上演遥 整场晚会一共七个节目袁均由各个学校精心准备遥

我院以一台幽默的话剧引出大家阵阵欢快的笑声遥最后袁在各学校材料学院学生会主席互换礼物尧合唱歌曲叶让我们荡
起双桨曳后袁本次"材子联盟"活动正式落下帷幕遥



渊上篇冤
大学生活丰富精彩袁各种社团袁各种竞赛袁为了不让

大家错过自己感兴趣的竞赛袁编辑部请学习部帮忙袁终于是找出这许多竞赛名目袁大家不要错过咯袁如果已
经错过了袁那就记住时间袁养精蓄锐袁下次争取参加哦~~~

报名时间为 4月下旬袁主要是为了加强高校的数学教学工作袁推动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袁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遥

海选截稿日期为 5月 8日袁6月初评选出获奖作文遥
目的是提高大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袁展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及精神风貌袁提高大学生英语写作的

水平袁让英语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大家的学习生活中遥 主要面向非英语专业学生袁竞赛评委组在决赛中评选
出院级一尧二尧三等奖励袁总获奖比率为

参赛人数的 18%袁其中一等奖为 2%袁二等奖为 6%袁
三等奖为 10%袁并发给获奖证书及奖品遥

暨第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校内选拔赛遥
报名时间为 11月 17 日 至次年 06 月 22 日遥

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创业观念袁挖掘培
育复合型尧创造型人才袁在艰苦创业的实践中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报效祖国的理想遥本比赛也是为
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和"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而进行的校内选拔赛遥

报名时间为 05月 06日至 06月 28日遥目的是
为了丰富广大同学的课余生活袁加强英语的学习和
交流袁提高同学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袁提升课余生
活的品位性尧给广大东南大学的学生提供一个展现
自我袁提升自我的机会和舞台遥 学生自愿结队报名
参加袁也可由任课教师在班级范围内选拔出优秀学
生参加初赛遥最终评选出一尧二尧三等奖遥获奖选手
有机会代表东南大学参加 2011年度的"CCTV杯"
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遥

报名日期截至 4月 10日袁 目的是为了提高学
生的程序设计能力袁进一步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解
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尧理论联系实际的应变能力
和协作精神袁同时鼓励学生踊跃参与课外科技活动
和研学活动袁 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科学研究氛围袁为
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遥
未完待续~~~

很多人都梦想出国袁在此袁叶材华曳先向大
家简单介绍一下世界有名大学袁 以后机会来
了袁大家就不用再犹豫啦~~~~~

渊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缩写院MIT冤是美国一所综合性私
立大学袁位于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袁其材料科
学专业在全美排名第一袁有"世界理工大学之
最"的美名遥至 2009年袁先后有 78位诺贝尔奖
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或工作遥 今天
MIT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有非常大的
影响力袁 培养了众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
伟人袁 是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驱领导
大学袁也是世界理工科精英的所在地遥

渊University of Michigan袁简称
UMich冤遥 在美国密歇根州有三个分校袁主校
区安娜堡于 1817年建校袁是美国历史最悠久
的大学之一袁 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遥 根据
2009年美国最佳大学工程学排行袁 密歇根大
学的本科材料工程专业排在第二位袁 研究生
排在第七位遥 密大建校以来袁在各学科领域中成就卓著并拥有巨
大影响袁被誉为"公立常春藤"袁与伯克利加州大学以及威斯康星
大学麦迪逊分校素有"公立大学典范"之称遥密大同时也是美国重
要的学术联盟野美国大学联合会冶的 12个发起者之一遥

是日本国立大学袁九所帝国大学之一遥 起源于江户
时代由德川幕府设立的开成所渊蕃书调所冤和医学所遥 东京大学
为日本第一所依照现代学制成立的大学袁 也是日本的最高学术
殿堂袁毕业生中包括了不少国家领导级的人物遥 东京大学是日本
及亚洲地区排名最高的学府袁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QS技术专
业大学排名中排在第九位遥 东京大学是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袁
它保持着传统大学的特征院多学院尧多学科遥 目前全校的学科差
不多全是老学科袁办学水平很高袁几乎所有学科均能授予硕士和
博士学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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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东南大学台球协会的宗旨是院 团结全校台球爱
好者尧积极分子和运动员袁依靠全校力量袁指导发展我校
台球运动曰积极促进台球运动在本校的普及袁努力促进我
校台球运动水平的提高曰 促进全校台球队伍精神文明建
设袁增进与各校台球协会和运动员的友谊曰加强与其他高
校台球协会的联系和合作遥

我们在每个学期将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院校队选拔尧
技术部选拔尧新生杯尧个人赛尧东南大学台球院系巡回赛
渊视各院系实际情况而定冤尧台协内部争霸赛尧台协内部的

教学和趣味娱乐活动袁协助其它
协会举办会内台球交流赛等等袁
我们还将参加江宁区尧南京市以
及全国各大高校台球邀请赛袁与
其他兄弟学校一起切磋球艺袁共

同进步遥
让我们一起挥动我们潇洒沉稳的球杆在球

台上书写我们的青春与激情浴

东大网协是一个很有爱的社团袁 在这里你可
以认识到不同年级袁不同专业的野网友冶袁更可以通
过讨论交流和对打练习来提高网球水平遥 东大以
其众多的网球场而闻名南京袁 因此网球的盛行也
是理所当然遥 每年都有许多同学拿上网球拍奔赴
球场学习这项既优雅又富有冲击力的运动遥 然而袁网球初
期对姿势跑位的学习有很高的要求袁所以每年都有众多新
成员加入网协来学习网球袁提高自己的网球水平遥 除了教
球与组织比赛外袁网协定期进行聚餐尧春游尧舞会等活动袁
可以说网协是个很有爱很有意思的大集体袁欢迎大家加入
到网协中来浴

徐笑院很 high袁气氛很活跃遥
邓川院过得很充实袁认识了来自不同高校的同道
中人遥
王文秀院今天很累袁但很充实遥
孙畅院南工大吧袁景色不错袁希望友谊天长地久遥
李梦院南工大比我们学校曲折幽深袁明年我们该
怎么办遥
许天姝院风景不错遥
牟晨曦院建在山上的校园袁让我有家的感觉遥

武小冕院南工大真大遥
吴嘉琪院很漂亮袁很有人文情怀遥
王燕清院好累啊袁包饺子还蛮好玩的遥
莫秀院今天挺开心的袁虽然活动有点水遥
钱宬院办得挺好的遥

黄昊院不虚此行浴 明年在东大举办袁有信心做得更好浴
黄文理院明年我还来浴
戴国胜院 虽然他们办的不是很理想袁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
到袁办好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相当不容易袁所以我们的压
力还是很大的袁明年我们一定尽量办好浴
左文强院收获很多袁希望明年能吸取他们的教训袁做好东
道主遥
黄振建院南工大的校园很美袁人却很水遥
史相如院首先要感谢南工同学袁明年我们作为东道主很有
压力遥
孙权院 南工的第七届材子联盟减小了我们明年很大的压
力袁 明年我们自己的活动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袁做
出自己的特色浴

"南京材子联盟"是由南航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会尧
东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会尧南工大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学生会尧 河海大学土木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学生
会尧南工院材料工程系学生会和南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学
生会共同成立的自愿组织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遥

"南京材子联盟"的宗旨是院鼓励在宁各高校材料学院
渊系冤学生会在学术研究尧文体活动尧学生工作尧学生会建设
及其它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曰加强在宁各高校材料学院渊系冤
学生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曰共同致力于推动在宁各高校材料
学院渊系冤学生会尧学生的发展遥

2006年 5月 27日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第一届"
材料心约"论坛袁组建了该联盟袁开拓了联盟论坛的先河遥

2006年 11月 12日于南工大主办第二届"南京材子联
盟论坛"袁起草并讨论通过了"联盟"的宣言和章程遥

2007年 5月 20日于东南大学主办第三届" 南京材子
联盟论坛"袁对章程进行了修改袁并以"我的明天"为议题袁讨
论了材料学科本科毕业生的未来遥

2008年 12月 16日于河海大学主办第四届"南京材子
联盟论坛"袁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学生会首次以联盟
常委身份出席遥

2009尧2010年分别于南航尧南大主办第五尧六届"南京
材子联盟论坛"袁材子联盟不断扩大规模及其影响力遥
今年袁我们再次来到南工大参加第七届材子联盟联谊

会袁我院的 10级也首次领略到了材子联盟的魅力遥
2012年袁我们东大材料学院将作为东道主袁举办第八

届材子联盟论坛及联谊会袁这是一次展现我们材子材女们
才华的机会袁我们也要拿出百分百的热情迎接兄弟学校的
朋友们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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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菲，这次十佳歌手比赛的复赛你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那么向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你的

传奇的从艺经历吧。

院我从小先后学习过响声尧芭蕾尧主持尧声乐尧羽毛球尧乒乓球尧朗诵尧钢琴尧小提琴遥 在
上小学前袁曾经在南方电视台当过一年的主持人遥小学时袁我参加了 5次卡拉 ok大赛袁特搞
笑袁那时唱小毛驴什么的袁都获得了金奖渊此处鼓掌~~撒花~~冤遥 初中时袁我参加了全国校园
才艺大赛袁声乐和朗诵都获得了二等奖袁后来又参加了全国英语风采大赛袁也是得了二等
奖袁反正拿了一堆二等奖袁特别二渊笑冤遥再到高一时就有了一种爆发遥参加了很多比赛袁在团
委当了一年运动员袁后来又考了声乐八级和声乐十级袁都过了袁考完十级以后参加了第四届

全国青少年艺术节袁得到了广东的金奖--第一和全国的铜奖渊此处鼓掌~~撒花~~冤遥 高二还在校电视台当了一
年的节目编导袁创了自己的声乐社袁到现在好像发展了 50多人吧渊好强大~再次鼓掌撒花~冤然后就到这来了袁大
家就都知道了袁就是各种排练袁各种演出袁各种比赛袁各种拿奖袁各种纠结噎噎渊撒花~~礼炮~~冤
：我们知道你不光是在声乐这方面很强，在其他方面也很强，那你是怎么协调你丰富的生活的呢？

院不协调袁我都快累死了噎噎渊面露倦色袁心疼 ing袁加油浴 冤其实很简单呀袁该干嘛的时候就干嘛呗遥
：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

院也不能说是完全自然而然吧袁也会有规划袁主要是喜欢东西太多袁太花心了吧遥
：说说你唱歌的风格吧。

院这不挺显而易见的嘛袁因为我的生理构造与一般亚洲人不太一样遥我的咽壁比一般亚洲人厚袁所以让我
唱太小桥流水的歌袁我觉得能把那歌毁了遥 所以就唱比较有力量的歌吧袁像一些欧美的袁要不就是韩红的遥
：好吧。那下面说说你的获奖感言吧，十佳第一呀！（继续撒花 ~~）
院Oh袁no袁还没比完呢~渊此处学东北方言冤
：一定会获奖的！我们毫不怀疑。

院其实还是有点早袁要不要学下那些特官方的语言遥 感谢祖国袁感谢我爸妈袁感谢我的声乐老师袁我要吐
了遥 其实也很简单袁就是喜欢唱歌呗袁先天上乐感比一般人强点袁喜欢多思考吧袁获奖的话袁真获奖的话再说吧遥

菲

游记有朱自清式抒情散文型游

记袁有余秋雨式文化体验型游记袁还
有网上驴友们或可信或可骗人的攻

略袁等等遥 而今袁回到宿舍的我却不
知从何下笔遥 这一趟苏州同里之行

并非像抒情散文般总是美和浪漫袁而在通晓大部分文化名
人的事迹及影响方面袁我又近乎文盲曰攻略更无须我来画
蛇添足遥 于是袁我只有扯流水账袁聊以慰藉了遥
三月二十七号周日是我们编辑部春游的日子袁地点是

苏州同里袁考虑到只有一天的旅游时间袁我们也没做过多
的安排遥由于是早晨六点四十的车袁我和小林六点半起床袁
时间太过紧迫袁我俩匆忙洗簌完袁便赶去校东门坐车袁到那
时袁人基本已到齐袁又无聊地等了一会儿袁当最后一人到场
时袁车缓缓开动了袁新一天的旅程也开始了遥
早晨起床太早袁车上正好补眠袁一觉醒来袁已过了近三

个小时遥 正是油菜花烂漫之时袁车窗外的土地被金黄和嫩
绿分割成块袁一路皆然袁从叹为观止到审美疲劳遥车奔得比
较慢袁到达同里时已过十一点袁我们从疲劳中清醒过来袁下
车后袁部长去买了门票袁然后一行人坐电瓶车到古镇里面遥
这是个薄阴的天气袁太阳偶然会从云的幔帐后面探出

头来张望一番袁然后又害羞地躲回去遥 我们踏足在脚下每
一块石板上袁不时的停留或观望遥这边港汊纵横袁以平江路
为主干袁枝枝蔓蔓的伸出许多条小巷袁桥也形态各异袁每一
座桥都有一个一听就觉得包含历史意蕴感的名称遥低头也
经常会发现石板上刻着字袁意义或者无可考证遥 倒是垂柳
的新绿在以灰白为主色调的水巷里格外醒目袁而榆钱儿也
正值挂满梢头难管难收的时节袁蓬勃地替盛春代言遥

水道上袁来来往往的船只坐满了游客袁或嬉戏玩水袁或
谈笑风生遥路边袁来往的人络绎不绝袁我们穿梭在密集的人
群里袁走马观花似的参观完一个又一个景点遥 时间缓缓的
流逝袁转眼间三个小时过去了袁最后袁我们又去了趟江心
洲袁就返回了遥
我一直以来有着强烈的"水乡情结"袁以前去过乌镇袁

在去乌镇之前袁 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总是充满着文化气
息袁不受世俗感染的仙境般的存在遥可是袁真正的乌镇令我
有些失望院游客如潮袁店铺如林袁又挤又吵遥 就乌镇本身而
言袁地方又嫌小了一点袁没有太多深邃的东西袁只有一条河
道外加一层古建筑的皮遥而对于同里袁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袁
地方挺大的遥 除了几条河道上临水而筑的房子袁还有许许
多多纵横交错的小巷遥乌镇是一维的袁而同里是二维的遥相
比之下袁同里的房屋缺少乌镇特有的屋顶形状袁外围的木
质建筑也比较少遥 可是袁同里的许多水巷边都种着一排茂
密的香樟袁这令古镇摆脱了少许灰白色的单调袁而着上了
浓浓春意遥站在那高高的桥上袁望着来往的游客袁吹着凉爽
的风袁不亦快哉浴
在返程的车上袁大部分同学都累得筋疲力尽袁陷入了

沉沉的睡眠当中遥只有少数人依旧精力旺盛袁相互交谈着袁
滔滔不绝遥窗外烟雨蒙蒙袁似乎在以一种悲伤的方式告别遥
虽然我们玩的时间佷短袁但却尝到了旅行带来的别样的经
历和体验袁领略到了江南水乡风味遥 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
回来袁不是那么行色匆匆地来回袁而是真正安享江南宝贵
的风光遥

要要要记材料学院学生会首次部门春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