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新一届学生会换届安排与感想
带着一丝凉意的秋风吹过那片蓊蓊郁郁尧充满生机的树林袁安静而舒适遥 静谧的夜色下远方闪烁不息的灯火袁是

优雅的蝴蝶翩然而至袁抑或是空中的精灵酣畅淋漓的歌舞钥 窗外不时地响起大一的学弟学妹们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声
音袁这场景是这般的熟悉又这般的亲切遥 不知不觉中生命的又向前驶去遥 哈袁又是一个青春充满热情的校园了遥

总之袁我喜欢并享受这一季节袁欣赏这一焕然一新的校园氛围袁还有一张张带着无限活力的面孔遥 还记得去年我
初上任自我激励时写下的只言片语院没有人能留住我稍纵即逝的青春袁就如这季节的绿叶终究要踏上衰老袁死亡的征
程遥 但我能抓住这繁盛的岁月去闪光袁去奋斗遥 青春的终点在哪钥 抑或青春本无止境浴
紫曦初萌袁红尘落日袁大漠深处纵骋一匹白马遥 多潇洒尧多么自由的意境啊浴
感慨就到此为止吧袁省得编辑部长埋怨我又在浪费院刊的版面了遥
作为学生会主席袁我觉得有必要在这期院刊上写点关于学生会换届的事宜袁好能让远怀抱负的大二同学们提前

做些准备袁也让憧憬着灿烂大学生活的大一学弟学妹们对学生会有初步的了解遥
考虑到还在烈日下挣扎的新生们袁换届时间初定于 9月 20号晚袁也希望他们能参加这次学生会的换届选举袁投自己心
中的未来主席投上一票遥

下面我再谈谈关于本次竞选的改革与变动袁这次分主席团竞选渊20号晚冤和部长竞选渊21号晚冤两次竞选遥

材料学院学生会至今也已走过了 9 个春花秋
落 袁 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曾走过不少弯路 袁犯
过不少错误 袁但我们一路走来 袁留下了那份属于我
们自己的印记 遥 既然选择了远方 袁又何惧风雨兼程 浴
衷心地希望下一届学生会因丰厚的积累和这批新鲜

的血液而绽放出璀璨的光彩 !
材料学院学生会期待你的加入浴

韩

涛

洁

具体介绍一下换届院
1尧先由个人提出竞选申请袁分主席团竞选和部长竞

选两部分遥
2尧根据申请名单袁由现任主席团决定最终 4名主席

候选人遥
3尧 四名主席候选人由选举当天全体到场材料学院

学生投票确定两名副主席遥
4尧21号晚上袁再现任学生会所有成员确定各部门部

长遥
注院部长候选人由主席团落选人员及提出部长申请

者组成遥
根据两名副主席一个月的表现袁由学生会干部会议

最终确认主席和副主席遥

材华的四岁有我们陪伴袁 希望材华的五岁能与
你们一起幸福走过遥 欢迎大家加入编辑部这个温暖
的大家庭袁为自己编织一段难忘的大学生活噎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0年 9月 12日
第三十三期材华

主席团换届流程院
1全体起立袁奏校歌曰
2听取 2009-2010年东南大

学材料学院学生会工作报告曰
3大会正式选举阶段院
第一部分院 候选人 2分钟自

我介绍及展示曰
第二部分院 候选人 5分钟演

讲曰
4学生代表进行投票曰
5监票及唱票曰
6主持人公布竞选结果曰
7 2010-2011 年东南大学材

料学院学生会主席 3分钟就职演
说曰

8宣布大会闭幕遥



绎有关材料学院的介绍袁 具体学习内
容遥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

立于 1984年 12月袁目前拥有"材料科
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袁涵盖"材料物理
与化学"尧"材料加工工程"尧"材料学"尧"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四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袁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按以上四个二级
学科方向招生袁 本科按材料科学与工程大类招生尧 大类培
养袁并设有金属材料尧土木工程材料尧电子信息材料和先进
材料制备与应用四个方向遥
绎可不可以自行购买空调并安装钥

不可以的袁学校统一规定遥
绎附近购买衣服的地方袁 学校到城区特别是到火车站的路
线遥
关于在南京的衣食住行袁 我们会在第三版进行详细介

绍.
绎平时课余时间如何安排袁自习在哪里上钥
相比而言袁大学的课余时间会比高中多得多袁因此需要

合理安排袁可以分配适量的时间学习袁另外也可参加适当的
社团以及社会活动遥按以往经验袁大一上学期晚上会定时定
地点自习渊有点名冤袁周末可以去图书馆和教室袁当然袁如果
自制力够好的话袁寝室也可以噎噎
绎大一新生的上网问题渊宿舍可以拉网线吗袁还可以去哪里
上网冤遥
大一上学期不可以带电脑袁如果需要袁可以去机房的三

四五楼以及图书馆的二楼和三楼的电子阅览室和多媒体阅
览室噎噎
绎食堂的菜觉得不合口味袁怎样吃到经济美味的三餐钥
学校设有三个食堂院桃园食堂尧梅园食堂尧橘园食堂袁各

有各的特色袁如果觉得桃园的饭菜不合胃口袁建议去其他两
个食堂换换口味袁同时学校东门和南门也有几家餐馆袁周末

闲暇时也可以去袁价格还可以噎噎
绎什么时候可以在图书馆借书钥
军训期间或结束不久会有个入馆教育袁 主要介绍关于

图书馆借书等的规定以及方法袁入馆教育后即可借书遥
绎熄灯时间过早袁是否会对今后的学习造成影响钥

宿舍每天熄灯的时间是 23:00袁 周五和周六会适当延
迟袁 应该不会对学习造成影响遥 对于学习到较迟的同学来
说袁建议购买台灯袁宿舍是熄灯但不断电的遥
绎如果想转专业应该如何选课钥 满足怎样的条件可以转专
业钥
凡取得我校本科学籍尧修满一学年尧没有受到通报批评

或纪律处分尧一学年平均学分绩点>=2.0的当学年入学的学
生袁可在一年级结束时提出转系或转专业类申请渊单招生尧
国防生等除外冤袁考试一般在大二短学期前遥 本二批次专业
不能转入本一批次专业袁 艺术类专业与非艺术类专业不能
互转遥
绎新生如何对学校的信息进行获取钥

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很多院1尧上网到教务处或 BBS 2尧宿
舍区的张贴栏或学校食堂等处的海报 3尧辅导员通知
绎据说每天早上有跑操袁是什么样的一种制度钥

大一大二的学生每天早上在 6:40-7:20要进行跑步锻
炼袁每学期至少跑满 45次袁体育才可以达到合格的要求遥
绎我们学校的假期和上课制度是怎么样的钥
一般为寒假四周到五周袁暑假七周左右曰全年分为三个

学期袁短学期为四个星期袁主要是进行军训实习和强化训练
等曰另有两个长学期袁各十八周袁其中上课十六周考试两周遥
绎是否应该参加社团袁应如何选择钥 怎么进入这些社团钥
如果学有余力袁又想平时的课余生活可以更精彩袁可以

适当选择一到两个社团参加袁 建议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社
团遥社团招新会统一安排在军训结束不久袁到时候所有社团
会集中在大活广场统一招新袁同学们可以到现场选择遥

安德门(地铁站)->雨花台->21世纪现代城->殷巷->东大九龙湖校区东门->铜山
车站(安德门方向:05:30-18:00,铜山车站方向:05:30-18:00)

秣陵街道->东大九龙湖校区东门->殷巷->21世纪现代城->胜太路->金宝市场
(金宝市场方向:06:25-18:40,秣陵街道方向:05:30-18:00)
江宁 21路 通盛公司 (盛泰桥)->同曦鸣城->21世纪现代城->东大九龙湖校区东门->东大九龙湖校区北门->同仁客运站
(通盛公司方向:06:40-20:45,同仁医院方向:06:00-20:00)

东新北路->东山宾馆->小龙湾->东大(九龙湖校区)东门->秣陵火炬客运站 (秣陵方向:6:30-18:30;东新北路方
向:6:00-18:00)

江宁开发区->同曦名城(胜太路)->百家湖->
二十一世纪现代城->东大北门->出口加工区客运站 (江宁
开发区方向:06:30-22:30, 出口加工区客运站方向:06:00-22:
00)

安德门(地铁站)->胜太路->百家湖->殷巷->
东大九龙湖校区东门->禄口客运站 (安德门方向:06:30-18:
30,禄口客运站方向:06:30-18:30)

安德门(地铁站)->出口加工区南区(东大西门)
->出口加工区客运站 (出口加工区方向:07:10-22:00,安德门
方向:06:40-21:10)

江宁汽车客运站 (义乌小商品城)->胜太路->
百家湖->殷巷->东大九龙湖校区东门>禄口客运站 (江宁
汽车客运站方向:06:30-18:30,禄口客运站方向:06:00-18:00)

主线线路院高力家具港窑迈皋桥尧红山动物园尧南京站尧
新模范马路尧玄武门尧农业银行窑鼓楼尧珠江路尧德基广

场窑新街口尧张府园尧三山街尧中华门尧时光澔韵窑安德门尧小
行尧明基医院窑中胜尧博览中心窑元通尧奥体中心

院天隆寺尧软件大道尧花神庙尧高铁南京南站尧双龙大
道尧河定桥尧胜太路尧1912窑百家湖尧台湾广场窑小龙湾站尧竹山
路尧天印大道尧龙眠大道尧南医大窑江苏经贸学院站尧江苏海
院窑南京交院尧中国药科大学

油坊桥尧雨润大街尧博览中心窑元通尧奥体东站尧永隆家居窑兴
隆大街尧集庆门大街尧云锦路尧莫愁湖尧汉中门尧省中医院窑上
海路尧德基广场窑新街口尧宝庆银楼窑大行宫尧军区总院窑西安
门尧明故宫尧苜蓿园尧下马坊尧孝陵卫尧钟灵街尧马群尧紫东创意
园窑金马路尧仙鹤门尧学则路尧仙林中心尧中医药大学窑羊山公
园尧南大仙林校区尧经天路



小笼包尧煮干丝尧牛肉锅贴尧鸭血粉丝尧如意回卤干尧
什锦豆腐涝尧状元豆尧五香蛋尧盐水鸭尧鸭头尧蒸饺尧糕
团小点

南京美食品尝地点院
一尧
1) 南湖文体村渊七号路冤"官复兴面馆"院三鲜面
2 ) 御道街或福建路的"山西人家"院猫耳朵尧炒面饼等
3) 洪武北路苏苑大厦对面小巷内 50米的"太平洋面馆"的
六鲜面
4冤 成贤街法院对面的"贵州米线"院水
煮肉尧肉末尧牛肉尧辣鸡尧水煮牛柳尧
5) 莫愁路尧狮子桥都有的"尹氏"汤包
6) 夫子庙 1路车下客站" 华旺楼"渊原
鸡鸣汤包店的师傅做的冤汤包
7) 南京文体村渊七号路冤路口的"周记"鸭血粉丝汤
二尧 火锅尧烧烤类
1) 宁海路麦当劳前的烤牛筋
2 ) 汉府街"百姓人家烧烤"院五花肉尧肥牛尧蜜制羊肉尧素
鸡尧年糕尧土豆饼尧肥牛尧烤鱿鱼尧生牛肉拌饭尧朝鲜凉面
3) 湖南路尧金润发的"小肥羊"尧
4 ) 石门坎海福巷总参干休所的"军参": 羊肉和羊蝎子
5 ) 洪武路的"惠旺火锅""
6 ) 狮子桥和王府大街的雅宴小火锅
三尧
1 ) 南秀村渊上海路菜场对面冤的"云中食品店"院樱桃蛋糕尧
蓝莓蛋糕尧提拉米苏尧芝士蛋糕尧桃子蛋糕尧各种散称巧克
力尧梨酒蛋糕尧榛子蛋糕尧梅子拿破仑尧丹麦点心尧玉米蛋
糕尧黑森林蛋糕尧杏仁酥尧三明治
2) "元祖"院 红蛋尧歌剧慕丝尧红桑果慕丝尧竹果子尧奶酪蛋
糕

3) "克莉丝汀"院奶酪小蛋糕尧克力口味的镜面蛋糕尧乳酪
酥尧水果条尧提子干尧年轮尧栗子口味的蜜加沙派尧汤种面
包尧蛋糕吐司尧芝士条尧肉松起酥夹
4 ) 夫子庙"莲糊糕团店"院赤豆元宵尧马蹄糕尧牛肉砂锅尧牛
肉锅贴尧麻团
5 ) 山西路"桂花鸭"的烧饼尧炸鸡
6 ) 鸡鸣寺的素斋
7 ) 狮子桥

--乘车院东大东门乘安铜线在河定桥下曰
简介院大型连锁购物超市袁旨在野多选尧廉价尧服

务冶袁集购物尧饮食于一体袁一楼主要为服饰袁鞋包袁
家居用品袁美容袁饮食等曰二楼为大型超市袁商品价
格比较适合学生遥

--乘车院做安铜线渊现在可以乘地铁一号线
南延线冤到安德门转地铁转玄武门站 下袁或者在安德门转
100路到山西路下袁走一小段就到了渊其余路线也很多袁都
是比较方便的袁可以看具体的公交站牌冤遥
简介院主要在步行街袁周边都是店铺袁商业品牌较多袁有

森马尧唐狮尧班尼路尧EBASE尧柏仙多格尧百事吉尧圣迪奥尧真
维斯尧堡狮龙尧史努比尧KAMA 等等袁商场也有很多如艾
格尧百家好尧依恋尧TW 等遥

--乘车院地铁一号线
简介: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袁有地下广场袁商品质

量还可以袁不过真假难保袁价格比较便宜遥有很多正规的大
商场袁可以去看看渊不过要考虑自己的消费实力了冤遥

--乘车院东门21路萃文路下袁然后步行20分钟
简介院离东大还是比较近的袁买衣服完全可以选择去

东山袁有专卖店袁也有普通店遥
夫子庙--乘车院在东门坐安铜线到能仁里换 44路曰或坐
栗晨线到雨花路袁可以从雨花路走过去袁还是挺近的

简介院夫子庙更多的是吃和玩袁虽然有店铺袁要么就
是商品差袁要么就是面向旅游的人袁作为纪念品渊价格挺贵
的冤遥

--乘车:到安德门袁乘坐地铁一号到三山街袁
再走十分钟即可遥

简介院大型综合性商业地带遥 野水游城冶是以流动的
水为主体袁营造的一个集购物尧休闲尧餐饮尧娱乐尧旅游尧文
化等为一体的休闲购物主题公园袁包括若干国际品牌的主
力店及次主力店袁业态以时尚尧新潮为主流曰一流的院线影
城袁根据不同消费群体分设于各个楼面遥

--乘车院安铜线到安德门袁地铁一号线到珠江路下
简介院 电子产品的集中区袁 如果你要选电脑袁U 盘袁相
机窑窑窑那是首选之地袁品种很多袁价格也合理遥

--乘车院东门坐金秣线或安铜线均可袁或者自行车也
行袁挺近的遥

简介院可以去那边的超市选购生活用品等袁有苏果大
型超市遥

是我国著名风景名胜区袁主要景区有院中山陵景区尧明孝陵景区尧梅花山尧灵谷寺景区尧
紫金山天文台尧中山植物园尧北极阁气象台尧鸡鸣寺等袁还包括玄武湖尧环湖的富贵山尧九华山尧小红山
和城墙尧城堡遥 可谓是集人文与自然于一体袁初到南京的同学不可不观哦浴

以夫子庙为中心袁秦淮河为纽带袁包括瞻园尧夫子庙古建筑群尧白鹭洲尧中华门城堡袁以及
从桃叶渡至镇淮桥一带的秦淮水上游船和沿河景观袁可谓集古迹尧园林尧画舫尧市街尧河房厅和民俗民
风于一体的旅游线袁极富情趣和魅力浴 (强烈推荐院夫子庙秦淮风味小吃是我国四大小吃群之一袁所

以袁喜欢美食的同学在赏秦淮灯船的同时袁还可以领略南京美食的独特风味浴 )
驰名江南袁不仅因为有一座栖霞寺袁有南朝石刻千佛岩和隋朝名构舍利塔袁还因为它山深林茂袁泉清石峻袁

景色令人陶醉袁被誉为"金陵第一明秀山"遥 在闲暇之余袁不妨带上相机袁去感受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山水风光吧浴
四季景色宜人院春季桃红柳绿袁夏季林木葱郁袁秋季天高气爽尧层林尽染袁冬季红梅傲雪遥 全年适宜旅游袁被

誉为"江北第一游观之所"遥 渊"江北第一"啊浴 不要错过浴 冤
以名山奇石尧湖光帆影和田园风光为特色袁以水上运动尧野外活动尧农业生态观光为主线袁集民俗

文化与教育尧游览尧休闲尧美食于一体的风景旅游区遥 可谓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地方啊浴浴浴

南京风景



王教官是个脾气很好袁很体贴的人遥 被他吸引着袁我们慢慢习惯
了军训的日子袁也慢慢习惯了有他的日子遥 他让我们敬佩袁他以身作
则袁陪我们站军姿袁端腿袁给我们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做示范曰他让我
们感动袁他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袁生病袁劳累袁动作不规范都逃不过
他的眼睛袁他总是在替我们着想曰他让我们内疚袁他会足够严格的要
求我们袁只是我们太调皮袁让他受罚袁他没有和我们讲遥 只是一如既
往的细心纠正我们的错误袁一如既往的关心爱护我们遥

恨时光过得太快袁 转眼到了离别的时候遥 应该是我们太眷恋这
段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遥 因为有王教官袁十二排是个和谐集体袁因为
有了王教官袁我们感受到了军训的严格与温情.

以前读高中的时候袁我就特别向往大学生活遥 因为它在我的脑海里是那么的丰富多
彩袁自由自在遥 没有妈妈的唠叨袁没有升学的压力袁没有父亲的管束袁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
美好袁像空中七色的彩虹令我日日追逐遥 我不止一次想过当我拿到大学通知书是如何的
喜悦袁踏上他乡求学的旅途是多么的兴奋袁跨进大学校门时候又是多么的自豪遥 可当一切
真的来临的时候袁却没有按想象中的那样的发生袁取而代之的则是父母袁乡亲袁同学的不
舍袁和对即将来临的陌生环境的莫名恐惧遥 从小学时候就开始吟诵礼拜的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袁可当时只知道袁李白表达的是思乡之情袁可是却不能体会到那种深入骨髓的思
乡之情袁因为年纪尚轻的我经历离别遥 而此刻的我袁离家遥远万里袁我才明白家在心中的
位置遥
我从小到大袁一直呆在父母的身边袁是生活在父母丰满羽翼下的幼雏袁总是渴望去翱

翔蓝天袁可不知道蓝天下偶尔也会有狂风暴雨袁所以真正开始独立生活的我开始慌了袁真
的慌了遥 当爸爸从南京踏上回乡的路时袁转过身袁他的背影对我来说真的是陌生环境中唯

一的一抹温暖的阳光袁那个影子逐渐走远袁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遥 那刹那我哭了袁寥寥几滴泪水袁却变成倾盆大雨淋
湿我的世界遥

青春袁是丰富多彩的曰青春袁是绚丽多姿的曰青春袁是朝气蓬勃的窑窑窑窑窑窑窑窑窑在青春的
岁月里袁我们迎来了军训袁开始了青春的舞步遥
想象中军训是枯燥的袁也是痛苦的窑窑窑窑窑窑站军姿袁踢正步袁在烈日下长跑袁似乎毫无

欢乐可言窑窑窑窑窑窑然而袁当自己真正走入军训时袁才发现袁原来先前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
无知遥的确袁烈日之下进行军训的确不好受遥尤其当自己穿上那厚厚的军装时袁里面的衣
服很容易就会湿透遥

然而袁欢声笑语是一直在排列之间循环的窑窑窑窑窑窑唱军歌袁排之间拉歌袁更有多才多
艺的在众人面前跳起舞来袁赢得一片片掌声遥
以前一直觉得军人都是铁面无私的袁训练时定会毫不近人情遥现在才知道袁那种认知是错的遥严肃的军装之下袁藏

着的是一个个笑脸遥 当我们做错动作时袁他们会亲切地指出袁然后示范给我们看袁让我们重新再来一遍遥 这样一来袁大
家消除了对军训的恐惧心袁开始对军训充满兴趣袁充满期待遥 大家热情高涨袁变得积极主动起来袁成效显著遥
虽然没有解放军那样的威严冷峻袁但那依旧带着稚气的脸庞袁却成为了我们的野经典冶曰虽然没有舒适的天气袁但

那充满朝气的面容袁为我们的天空增彩窑窑窑窑窑窑训练场上弥漫着自信与拼搏的气息袁操场上的点滴袁震撼着我们的心
灵遥
也许袁最后的检阅场上我们不是最耀眼的袁但我们依然可以品尝到苦涩后的甘甜曰也许我们的体魄依然不够强

健袁但我们拥有倒下后再次爬起的力量曰也许我们不能够永远相依袁但我们在接下来的二十天乃至四年中定会共进共
退窑窑窑窑窑窑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袁经历风雨袁方能见到美丽的彩虹遥
的确袁在过去的两个月中袁我们过得无忧无虑袁甚至散漫度日遥 但是袁那好比是路边的朵朵零碎野花袁我们纵然留

恋袁亦不会驻足太久遥 而军训袁却是远方永远的阳光袁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成熟袁走向坚强窑窑窑窑窑窑
野流血流汗不流泪袁掉皮掉肉不掉队 "袁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为军训生活画上完美的句号遥然后袁以此为起点袁全力以

赴袁迎接学业上更大的挑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