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3 月 25 日袁 第八

届 野南京材子联盟论坛冶 在

材料楼 523 会议室召开遥 参加

本次筹备会的有东南大学尧
南京大学尧 河海大学尧 南京

工业大学尧 南京航天航空大

学遥
上午 8院 30袁 会议在愉悦

的氛围中开始遥 上午会议主

要讨论了活动当天白天的活

动流程袁 包括各院校路程安

排尧 科普讲座环节尧 科技展

示环节尧 午餐尧 午后休息安排尧 下午的素拓活动等袁 对

各环节进行了细致地讨论并达成共识遥 同时 野南京材子

联盟论坛冶 举办时间暂定于 5 月 12 日遥
由于连续的阴雨天后难得的好天气袁 下午的会议转

移到了阳光明媚的室外要要要李文正图书馆东侧的空地上袁
沐浴在宜人的阳光和春风里袁 会议内容也变得轻松了许

多院 为了促进各院校材子材女

们进一步地交流袁 今年 野南京

材子联盟论坛冶 当晚的晚会将

有所改动袁 形式将更活泼自由遥
同时会议也讨论了材子联盟今

后的发展方向遥 五院校就接下

来一年材子联盟的工作达成共

识 院 首 先 建 立 信 息 交 流 平

台要要要人人主页及公邮袁 以便

联合多校信息及资源袁 给材子

材女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机会遥
并且决定首先将各校考研信息

发布于信息平台上袁 以供将要考研的同学参考遥 同时袁
为了服务广大材子材女袁 让材子联盟成为真正做实事尧
有效力尧 有影响的团体袁 会议决定以材子联盟为平台开

展家教直聘活动袁 为材子材女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遥
夕阳西下时袁 会议结束袁 参与会议所有成员合影留

念袁 并纷纷表达对 野南京材子联盟论坛冶 的期待与祝福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年 04月 12日

第四十五期

共青团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按

照叶政协章程曳规定袁经有关部门民主推荐袁政协浦口

区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协商通

过院我院董寅生教授被推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南京市浦口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遥

体育运动会作为院系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长期以来袁 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为此袁 我院再

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院内杯遥
院内杯于 3 月 15 日正式开幕袁 包括足球尧 篮球尧

乒乓球遥 其中袁 乒乓球赛于 3 月 15 日完成抽签遥 共有

12 支队伍报名参加乒乓球赛袁 在进行了激烈的比赛后袁
大二一班最终夺得院内杯乒乓球赛的冠军袁 大二四班取

得亚军袁 季军由大二三班取得遥
此外袁 我院院内杯篮球赛尧 足球赛也如火如荼的展

开了袁 在体育部的统一安排下袁 比赛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袁
期待着各队的优异表

现遥
此次院内杯本着

野友谊第一 袁 比赛第

二冶 的原则袁 同学们

都踊跃报名参加比赛袁
各项比赛进行得都很

顺利遥 本次运动会不

仅锻炼了同学们的身心袁 活跃了校园气氛袁 而且增强了

同学们的集体观念袁 培养了团结合作的精神袁 促进了终

身体育观的形成袁 同时又增进了各年级间同学们的友谊遥

与院内杯同时开始的院系杯比赛也正激烈的进行着袁
院系杯除排球尧 篮球尧 足球三大球类外袁 还包括网球尧
乒乓球尧 台球尧 棋牌和定向比赛遥 其中我院在乒乓球比

赛中取得第二名的佳绩袁 在定向取得第 6 名的好成绩袁
排球赛遗憾止步于 6 强袁 足球和篮球仍在进行激烈的小

组赛遥 同学们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袁 无论胜负我

们都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袁 最后袁 在这里祝福仍在参加

院系杯的同学取得佳绩遥

“南京材子联盟论坛”筹备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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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晚 8 时

许袁 由我院对抗艺术

学院的新生杯辩论赛

在 教 一 303 正 式 举

行遥 我院派出陆骏尧
周凯尧 李天宇和徐静

静四名大一新生作为

正方与艺术学院就 野购买盗版者是否应该负法律责

任冶 的话题展开了激烈较量遥
辩论赛以双方简短的自我介绍开始袁 我方一辩辩

手陆骏首先陈述观点袁 二辩的周凯紧承陆骏的发言袁
从不同的购买者应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角度展开论

述遥 三辩的李天宇同学面对对方的 野不懈进攻冶袁 积

极应对遥 四辩徐静静的总结也很干脆利落遥 辩手们唇

枪舌战袁 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饕餮盛宴遥 尤其在最精彩

的 野自由辩论冶 环节袁 双方代表各持己见袁 争锋相

对袁 辩出了特色袁 辩出了精彩浴
由于我院新生们经验不足袁 没能好好守住己方观

点而最终惜败遥 但我方二辩周凯以敏捷的思维和有力

的辩驳赢得了评委的认可袁 获得最佳辩手称号遥 赛后

辩论队内部对比赛失利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袁 相

信经历过失败的他们在以后的比赛中会有更加精彩的

表现遥
其实袁 辩论本无输赢袁 关注社会袁 探讨热点袁 交

流借鉴袁 思考进步袁 这大概才是辩论所带给我们当代

大学生的启迪吧遥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袁 掌握金

属材料及其复合材料的成分尧 组织结构尧 生产工艺尧 环

境与性能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律遥 通过综合合金设计和工

艺设计袁 提高材料的性能尧 质量和寿命袁 并开发新的材

料及工艺遥
金属材料专业方向针对本科生制定了三项培养举措院

以学生为主体袁 让学生具有更大的自主学习空间曰 依托

师资优势构建创新课程体系曰 利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和产

学研优势拓展大学科人才培养内涵遥 近年新设了一些金

属方向的选修课和任选课供同学们选择袁 之前的一些方

向训练课和只向研究生开放的课程现在也面向本科生开

放了袁 同时也整合了部分课程的授课方式遥 所以本科生

们能够学得更多尧 更好遥
在研究领域袁 金属材料专业承担的科研项目主要包

括国家 973 计划尧 863 计划尧 国家支撑计划及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9 项袁 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6 项袁 省部级

其它项目 25 项袁 如神舟飞船尧 南京地铁等项目遥 近十年

来袁 屡次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尧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尧
国家技术发明奖尧 江苏省普通高校教学成果奖等科研成

果奖励以及国家发明专利遥
我校还配备了江苏省先进金属材料高技术研究重点

实验室袁 现有分析检测设备及材料制备与加工设备总值

5000 余万元袁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院 高性能钢铁材料尧 轻

金属材料尧 稀土及稀土应用材料尧 凝固组织模拟及预测

等遥
金属材料专业与江苏省内省外多家公司合作密切尧

关系良好遥 本专业在全国各高校同类专业中排名大约为

20袁 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遥 本科生的就业范围很广袁 竞争

力也很强遥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金属材料的设计制造尧 材

料表面改性以及金属材料尧 复合材料尧 功能材料等在机

械与化工尧 冶金与矿山和国防建设等领域中的应用袁 也

能从事材料生产组织尧 技术管理和材料的检测尧 失效分

析等技术监督工作遥 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阶段可从事材

料表面工程技术尧 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新材料基础理

论尧 设计尧 制造与分析测试等研究工作遥 同时袁 本院与

许多国家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袁 也适合立

志出国留学的同学遥

青禾协会是我校专业做兼职服务的团体袁 为

广大同学提供了许多安全可靠的兼职信息遥 近

日袁 本报记者采访了青禾会长李强同学袁 向他了

解了一些关于兼职的注意事项袁 希望能够为对兼

职跃跃欲试的你带来贴心的提示浴
兼职最需要注意的当然还是安全问题遥 一般

而言袁 青禾这样的学生组织提供的兼职信息是比

较可靠的遥 学校宿舍的公告栏中也经常会有学生

会等组织提供的兼职信息遥 寻找兼职工作时袁 学

会辨别虚假信息十分重要袁 而

网络上出现的 野打字员兼职日

赚 200冶袁 学校超市周围张贴的

招聘信息安全系数也不高遥 所

以袁 我们在看招聘信息时袁 要

搜索下该公司有没有负面新闻袁
是否真实存在该公司袁 如果需

要交押金或者入会费袁 必须让对方开出收据并且签名袁 盖

章遥 若是不幸上当袁 这是强有力的维权的证据遥
现下大学生兼职的岗位还是很充裕的遥 对大一大二来

说袁 家教是不错的选择遥 但大学生要做好一名家教袁 首先

要善于推销自己遥 最好在初次试讲时就能打动家长和学员袁
把自己的优势尧 性格魅力尧 专业素质全面地展现出来遥 其

次袁 要注意礼节袁 着装应该整洁大方遥 平时言谈要不卑不

亢袁 不要谈及家长的工作收入等敏感话题遥 如果想进公司袁
要先准备好一份简历袁 然后上招聘网上直接投简历袁 还可

以关注学校 bbs遥 当然袁 也可以让学长学姐或者老师推荐遥
最后袁 小编还要罗嗦一句袁 大学生的本职工作还是学

习袁 兼职的同时千万不要耽误功课哦浴

专业“分”向标
———金属材料方向

青禾协会会长李强

…
———记新生杯辩论赛



野张公洞到了袁 张公洞到了浴冶 不知是谁的一声呼喊袁 唤醒了一车还在睡梦中的同学们遥 揉着惺忪的睡
眼袁 挂有 野张公洞冶 金字牌匾的大门便映入眼帘遥 合影过后袁 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进了大门遥 穿过具有中国

江南水乡特色的小桥流水袁 音乐喷泉首先映入我们的眼帘袁 潺潺的流水声伴着轻快的音乐袁 顿时有一种清

新之感遥
带着满心的盼望和兴奋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张公洞遥 洞的入口平淡无奇袁 可进入洞内袁 却真的是别有

洞天院 随着石阶的向下袁 里面越来越黑袁 湿气也越来越重袁 前方雾气迷漫袁 两旁隐隐约约地映出了几块峥

嵘的的巨石袁 复行数十步袁 眼前便豁然开朗了袁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正中间是一大片整齐的台阶遥 虽是人

工雕琢袁 却倒也显得气势宏伟袁 站在洞中过了一会便适应它的幽暗袁 仔细观瞧袁 我们都由衷地赞叹袁 此台

之宽广袁 足以容千人之数袁 野海屋大场冶 四个字看来名副其实遥 左面洞底幽暗袁 犹如深不可测的海底遥 仰

望穹顶袁 如高山屋脊袁 气势磅礴遥 四周怪石嶙峋袁 石乳尧 石柱尧 石幔尧 石花错落有致尧 相映成趣袁 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在此可见一斑遥 石缝中泻出的蓝光使溶洞显得更加 野光怪陆离冶袁 给这个本来就很幽暗的石洞更
是平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遥 行之愈深袁 石阶愈窄袁 洞顶亦仿佛塌下来一般袁 似乎稍不留神袁 便会撞上遥 洞

内潮湿无比袁 石阶异常湿滑袁 我们不得不慢下脚步袁 不过这样反倒让我们有了静下心来与这溶洞交流的机

会袁 浮躁之念袁 顿时一扫而空遥
此番张公洞之行袁 让人有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袁 离开俗

世的喧嚣袁 忘却功利的自己遥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曰 光阴者百代

之过客也遥 而浮生若梦袁 为欢几何钥 古人秉烛夜游袁 良有以也遥 由

此观之袁 出游之妙处袁 也正是在此了遥

再见了，小清新之旅
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袁 一次与时间的

邂逅袁 与历史的重逢袁 落满尘埃的流年袁 轻

轻拂去袁 还是那般的温暖鲜艳袁 却又混着淡

淡的忧伤遥
3 月 24 日袁 从 野中华门冶 到 野南京西冶袁 全程

39 公里袁 一个小时袁 票价 2.5 元遥 7102 次的

这趟小清新之旅袁 上演最后的完整版遥
如今的火车讲究速度和封闭袁 削弱了气

味和凌乱的钢铁音响袁 却也让我们怅若所失袁
而只有在这列陈旧的车厢里袁 透过布满灰尘

的车窗遥望袁 我们才感到袁 这一刻袁 时间真

的停滞了遥 这种慢节奏的步调袁 是被浮华蒙

蔽了的我们那般心心念念的遥
车厢很干净袁 座椅没有座罩袁 两排中间

有一个小桌子袁 一切原始而朴素遥
热水炉的水全是人工灌的袁 烧水师傅在

一辆手推车上放两个铁壶袁 来回车厢穿梭着袁
吱吱呀呀的痕迹袁 带着岁月的质感遥

车里人多袁 摄像头也多袁 一侧身袁 一回

头袁 便会无意间撞入镜头袁 成为别人眼中的

风景袁 沉淀为光影遥
爱上这趟旅行袁 因为它的简单袁 原味得

不加修饰袁 也因为它的名字袁 清新得不带一

丝功利袁 只是静静的坐着袁 看着袁 哪怕是睡

一觉袁 都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惊喜遥
再见袁 南京西站袁 再见袁 小清新之旅遥

南京旅行之
8 家免费博物纪念馆

1. 南京博物院
位于城东明故宫旁边袁 是中国国内最负盛名的几家博物院之

一袁 民国时候的国立博物院袁 与故宫博物院尧 上海博物馆齐名遥
近年来经过修葺后的博物馆顶盖金色琉璃袁 门仿汉阙袁 绿树葱

茏袁 月台前拱遥 门前面向通往东郊明孝陵和中山陵的林荫大道袁 沪

宁高速公路经门口穿过而进入市内繁华地区曰 门内庭园广阔袁 花木

葱葱似锦袁 衬托出宫殿建筑大殿的端严和壮观遥
2. 江苏省美术馆
3. 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

位于长江路东段袁 汉府街偏北的梅园新村 30 号尧 35 号和 17
号袁 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办公原址遥 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 3 月袁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袁 在这里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 10
个月零 4 天的谈判遥 梅园新村 30 号袁 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当年

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遥 办公室里还陈放着当年周恩来用过的写字台尧
转椅尧 分省地图以及中共代表团的信笺遥 35 号是董必武和李维汉尧
廖承志等代表团成员当年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遥 17 号是代表团工作人

员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遥 代表团的外事组尧 军事组尧 新闻组尧 妇女

组尧 顾问组尧 电讯室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都设在这里遥 周恩来经常

在这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袁 发表重要声明遥
4. 南京云锦博物馆

上午 9院 00要下午 5院 00
5. 南京地质博物馆
6. 南京航海博物馆

7. 南京石头城社区历史文化博物馆
8. 静海寺 叶南京条约曳 史料陈列馆

上午 9院 00要下午 5院 00袁 周一闭馆

1842 年 8 月 29 日袁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要要要中英

叶南京条约曳袁 在停泊于静海寺附近的一艘英国军舰 野汉丽华冶 号上

正式签订遥 静海寺是中国近代遭受外国列强侵略与凌辱的历史见证

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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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正好袁仰望一树花开袁竟不由在心里默念起她的句子院“如果要我给那棵花树取一个名字，我就

要叫它诗经，它有一树美丽的四言。”

如花树袁她的散文也有四言一样的美丽袁有四月柔和的气息遥
“天地间只有一团喜悦、一腔温柔、一片勃勃然的生气，我走向田畦，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

花。我举袂迎风，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宛转的气流，我抬头望天，却又把自己误以为明灿的阳光。”

“我们己有过长长的等待，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段了。等待是美的，正如奋斗是美的一样，而今，铺

满花瓣的红毯伸向两端，美丽的希冀盘旋而飞舞，我将去即你，和你同去采撷无穷的幸福。当金钟轻摇，

蜡炬燃起，我乐于走过众人去立下永恒的誓愿。”要要要叶地毯的那一端曳
铅字间袁是满满的美好遥如果说文如其人袁我想知道是怎样的心在说院“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

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是怎样的眼睛能看到那么多美好袁是怎样的笔可写下如此柔和的语言遥

野情不知所起袁一往而深冶袁突然间就想到了在北爱中的台词袁行者袁可能

就是因为在漫漫的旅途中驻足于那一只含着泪的茶花袁抑或为那浅浅的一弯

清泉袁一声清脆的梵音而动情袁突然莫名的情感就涌上心头袁伤心袁伤心那些

错过的光年袁痛苦袁痛苦曾经深深喜欢的人和物已然流逝袁想念袁想念陪我们

一起走过的那些大雁和故人袁欢喜袁欢喜我可以在这里用我的心感受这些袁然
后传递给远方的你袁释然袁释怀那些种在心底的那些坚硬的时光袁就这样张开

双臂袁在参天大树筛下的阳光下袁闭上双眼袁旋转着袁任时光倾泻在清风中袁带
走我们背负的那些尘土遥

我背负的太多太多了袁像一只囚鸟一样袁在笼子里期待着主人的宽恕袁但
是怎么飞也飞不出坚固的牢笼袁当我们的锐气渐渐地被磨平袁习惯了被喂食袁
习惯了笼子的一切袁只能呆呆的看着远方蓝蓝的天袁白白的云袁青青的树叶袁
还有那被晚霞染红的地方袁当一只蜜蜂停靠在这里问我野你为什么眼神如此

得空洞冶袁 我看着他扑腾的翅膀袁野因为我想要像你一样可以追逐着自由的

风冶袁蜜蜂飞走了越行越远袁越来越远袁我选择了绝食袁因为在心底有一种声音

野不自由毋宁死遥 冶只希望我的灵魂是自由的袁可以在清风中张开翅膀自由地

飞翔袁向着被夕阳染红的海的尽头出发遥
野苏堤春晓冶袁春到了袁远方升起了暖暖的太阳袁湖面上微风像一只手帕似

的一下袁一下袁又一下的抚过袁那些流光如丝般躺在时起时伏的湖面袁会动的

丝袁用金缕结成的绢伴着一首动人的曲子浮动袁浮动遥 杨柳依依袁柳枝随风再

飘袁轻轻抚过面颊时有刹那的失神袁像一弯秀发伴着丝丝香润遥 碧波起起伏

伏袁铺满了一层鲜亮的白雪袁雪啊袁那是樱的魂魄啊袁那是香魂静卧在碧波之

上袁碧波残雪袁远远的袁随风而起的雪啊袁温润地环抱着清风为了短短的依恋

可如此地奋不顾身袁世人要问值么袁我看到的只是你那么温柔的笑靥袁含着泪

却是笑意袁愿你可以幸福遥 就这样做一朵观着世间千姿万态的桃花何不快哉袁含苞时候袁静静地听着世间的种种声音袁
期待着阳光洒进花心的那一刻袁绽放最美的芬芳袁含着笑意把每一种声音对应袁多么真实袁虽然生命的期限仅仅几天袁
却让我领略如此真切的生机和真诚袁足矣袁愿意把阳光带给每一个生命袁倘若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分享阳光袁那么一切如

春遥
苍月袁乌云袁惊雷袁狂风袁我的内心澎湃着冲动袁如此的不安袁如此的慌乱袁一道惊雷像一把利刃劈开天际袁再也无法

忍受袁想挣开束缚的绳索袁啊遥当有一道惊雷响起袁我的眼睛终于睁开袁疯狂的奔跑着袁暴雨中袁凌乱了我的步伐袁发狂一

样撞击着地面袁啊遥 满头是汗袁但是满身的热血袁奔跑袁多少年的压抑袁多少年的忍受袁终于释放袁无法停下脚步袁扑打着

岸边袁扑打着这片土地袁曾经在这里我失去的那些东西袁我在悲鸣我在燃烧袁啊遥终于有一滴滚烫的眼泪落下袁双手捧着

她袁远方露出一片光明袁阴云在流动袁终于平静下来袁眼泪闪着明亮的微光袁扑到在岸边看着远方的阳光袁笑了袁再见了袁
就这样袁明白了我袁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个体袁钱塘江畔袁就这样留下一个又一个眼泪和浪的尸体袁祭奠那些我们渴望却

被埋藏的东西袁愿时间可以安抚一切遥
流年总是有颜色的袁过去的袁现在的袁因为年轻袁所以袁就为那些过去的袁还没有来的袁或者正在经历的时光袁用青春

之火熏出自己的味道袁或精彩袁或充实袁或淡淡有味袁因为年轻袁只是因为我们年轻遥 离

微醺的流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