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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袁再有个把月的时间袁我将离开现在的岗位遥这样的消息总是不胫而走袁至于这些一起野战斗冶过的弟弟妹
妹们袁你们是应该欢乐呢噎噎还是欢乐呢噎噎还是欢乐呢噎噎
如今的我已经不止一次的称呼你们为野弟弟妹妹冶袁自己也不明白袁像我这样从来不喜欢做作的人袁怎么会由衷地

发出这样的呼唤遥 曾经的我是如此强烈地想早日结束这一切袁就在一个月前有人问我院马上要结束了袁是否有所留恋遥
我依然可以斩钉截铁的回答院NO遥 但真正当时间迫近袁当你们这些喜怒哀乐的纯真脸庞即将淡出我的生活之际袁我犹
豫了遥 想想还有好多想法没有实施袁还有好多承诺没有兑现袁那些我们一起勾画的未来袁它们还能存在吗曰那些我们未
曾触摸的宏伟理想袁它们还会继续吗钥 时间是一个无情的侩子手袁用厚重的屠刀将我的人生狠狠斩断遥
在这弥留之际袁我还必须再送上一些絮叨袁用一种褪去枷锁的方式袁以一个过来者的身份遥
走过大一的迷茫袁历经大二的繁忙袁你们的身上开始烙下岁月的沧桑遥别再将自己当成孩子袁即使周围人都这样称

呼你曰别再觉得人生没有起航袁你将会迎来更多的奔忙曰也别再为未知的未来无故惆怅袁要相信努力不会徒劳遥 闲的时
候看看自己的脚下袁因为大学是个平台袁更是一个舞台曰忙的时候看看眼前的天空袁因为唯有宽广袁才能翱翔遥从来不要
妄自菲薄袁自信的光芒往往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曰也不用过于低声下气袁你那缜密的逻辑是百战不殆的利器曰更
不要追名逐利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你不会在人群中被埋没遥你可能身无长技袁你可能不善言谈袁你可能找不出任何值
得说道的闪光点袁但是袁切不要停止你寻找的脚步袁也不要放弃你执着的信念遥 不经历风雨袁不能见彩虹曰百炼方能成
钢遥

我相信每一个弟弟妹妹都是优秀的遥 我说过我的离开你们应该是欢乐的袁其实这里是没有逻辑关系的袁因为你们
的大学本就应该是欢乐遥也正因为这样袁我希望那些带给你们的伤害与不快一起随我的离去归入同一个零遥让我们一
起从这个零开始袁迈开新的路程遥 沈睿

眼看着前些日子其他学院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换届选举袁刹那间意
识到我也快退休了遥
回首近一年来院学生会的活动袁从最初的辩论赛表演赛袁院运会袁

到材料化工迎新晚会袁再至圣诞送温暖袁元旦晚会袁到这个学期的材子
联盟和第一届趣味运动会袁我们的活动虽然没有像某些学院斥资上万
那样的恢宏手笔袁也少有千人围观的壮观景象袁但是我们在尽全力袁尽
心让每个参与活动的同学都觉得不枉此行遥 另外袁学生会会逐渐向为
同学们提供更多学习生活上的资讯的方向发展袁如针对我们材料学院
同学的竞赛指南等等遥 对于下一届的学生会袁继续以服务的精神为同
学们服务是必要的袁同时袁最好对学生会进行进一步的结构调整袁学生
会成员各年级比例优化袁更好的发挥其作用遥
最后袁祝童鞋们期末顺利哈~ 钱宬

2011年 6月 3日袁东南大学 109年校
庆在四牌楼举办遥 周年庆当天袁易红校长
发表讲话袁总结了东大历年来所取得的成
就袁并就今后发展目标进行规划遥 全国各
地的校友更是齐聚东大袁在这 109年校庆
之日袁向广大在校学子讲述其曾经在东大
的求学经历遥

考试周即将来临袁 愿大家计
划复习袁 考出真实袁 考出水
平袁不断的超越自我遥

你想表达对党的热爱袁 对党
的支持吗袁如果你有一腔热血袁欢
迎在党 90岁生日之际袁在材料学
院举办的喜迎党的生日的征文活

动中投稿遥

我院大四毕业生韩涛洁

荣获东南大学最具影响力毕

业生的称号袁 为其四年的本
科生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

号遥



很荣幸我能有机会采访两位即

将出国的学姐袁 王梦月学姐和钟瑞
丹学姐袁颇有收获袁想与大家分享袁
也希望能给想要出国的同学们一些

帮助遥

在采访过程中袁 两位学姐都不
约而同地谈到了 GPA 的重要性 遥
GPA 即你从大一到大三的成绩绩
点袁 因此在大一大二时袁 我们应以
学习为重点遥 并且这个绩点不仅包
括高数尧 物化尧C++等绩点高的重
要学科袁 还包括选修科目袁 比如人
文课袁 一科有两个学分袁 还是较高
的袁 因此不能有所偏废袁 而应认真
学好每一门课袁 认真对待每门课程
的考核袁 若是一次考得不如意袁可
选择及格重修遥 各大学所要求的绩
点不同袁 但一般都要求平均成绩达
85 分以上袁 并且成绩越好越有优
势遥 GPA 分两类院一类是所有课程
的袁 即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袁 主要
可以从中看出你的学习态度和基础

知识水平曰 一类是专业课的袁 可以
从中看出你对所选专业的掌握程

度遥 同时袁 钟瑞丹学姐也提到了如
何协调学习与工作的关系遥 钟瑞丹
学姐曾在大二担任过学生会的文化

部部长袁 她谈到有一段时间感觉很
忙碌袁 她知道学生会有很多活动袁
因此必须抓紧课上的每一分每一

秒袁 认真听讲袁 这样课后就可以尽
量少花一点时间了遥

因为要想出国留学袁 就必须通
过 GRE 和托福或雅思的考试 袁这
一般在大三参加考试袁 但在大二甚
至大一就必须有所准备袁 在此两位
学姐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方案袁可作

参考遥
王梦月学姐没有很刻意地去背

单词袁 规定一天要背多少个遥 她认
为培养语感很重要 袁 注重听说读
写袁 比如听一段英文不看原文袁并
一句一句地说出来袁 一般要反复听
两至三遍袁 这样对练习听力很棒遥
练习过程中循序渐进袁 尝试快速听
写遥 她主张先考托福再考 GRE 因
为从四六级到托福到 GRE 是一个
难度逐渐加大的过程袁 并且托福可
重复考几次袁 而 GRE 最好一次考
好遥

钟瑞丹学姐用了九个月的时间

背了一本厚厚的词汇书袁 她说词汇
必须反复背袁 若是一个试卷上的单
词你都懂得意思袁 这样做起题目来
就容易多了遥 背单词是一个很枯燥
的过程袁 需要很大的毅力袁 明确的
目标袁 若是自觉性不高的同学建议
报一个新东方的补习班袁 它会针对
考试有重点的辅导袁 也是很有帮助
的遥 她认为袁 先考 GRE 再考托福
好袁因为 GRE 相对较难袁花大量的
时间准备 GRE 后袁 托福的阅读和
写作几乎是可以裸考的遥

关 于 GRE袁 全 称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袁是美国尧加拿
大的大学各类研究生院 (除管理类
学院袁法学院)要求申请者所必须具
备的一个考试成绩袁 也是教授对申
请者是否授予奖学金所依据的最重

要的标准遥 因此它不是只面向中国
学生的袁 难度在于词汇量大袁 有很
多生僻的单词 袁 另外逻辑性也很
强 袁因为除了考语文 渊英语 冤尧写作
渊30 分钟写 500 字冤外还要考数学袁
逻辑性很强袁 建议多做往年考试的
卷子遥

关于托福袁100 分是一个界限袁
很多大学的分数线都设定在 100
分左右遥 托福的听力和口语是很难
拿高分的袁 需加强练习袁 口语是人
机对话袁 学姐们一般多是选宿舍没
人时袁 对着录音机读袁 再放出来自
己听袁 看哪里有需加强的遥 听力若
能得到 23 分以上袁申请助教袁奖学
金的机会就大了遥

院
必做的院叶office guide曳尧叶老托福试
卷曳尧叶TPO曳 .
参考书院叶Delta曳尧叶Barron曳

平时多花一点时间在实验上袁
珍惜每一次做实验的机会袁 本科生
有三次参与大型实验的机会院1.大
三时的 SRTP 项目袁 最好是有一篇
论文袁 难度很大袁 但总要从中有所
收获曰2. 大四短学期内关于自己专
业的研究实验曰3.毕业设计渊可能在
申请出国之前还未完成袁 可有一个
大致主题冤遥

关于 "套磁 "袁专指留学申请者
和申请学校的有关教授通过 Email
联系袁 并通过联系达到增加自己被
录取和获得奖学金的机会的目的遥
因此若是你此前有与国外教授相同

的研究方向 袁 就会获得教授的青
睐遥

学习真的很重要袁 学习是一个
大学生的根本袁 学习成绩对保研尧
考研尧 找工作尧 出国都有很大的影
响遥

大学是你为梦想奋斗的地方袁
你一定会付出很多袁 但付出一定会
有回报袁 不要让什么牵绊你一直的
梦想遥 邓川

出国不再是梦想
-- 出国经验分享篇



五月二十二日袁学生会的十四位大二成员在沈老师的带
领下袁翻山越岭袁穿过南京长江大桥前往浦口校区袁天上虽然
下着小雨袁但却阻止不了我们坚定的脚步浴
这次前往浦口袁是学生会袁也是材料学院对沈老师的一

次送别渊因为浦口也是沈老师的母校嘛冤袁更是我们对他两年
工作的感谢浴 虽然在彼此相处中有过磨合袁但沈老师的幽默
渊实际是冷幽默啦冤和宽容还是征服了我们袁离别之际袁我们
要对他说声院野谢谢浴 冶真的谢谢他两年来的照顾浴

现在回归正题院浦口一日游袁我们的兴致没有被雨水浇
灭袁从最开始在公交车上玩杀人游戏袁到午饭餐桌上对美味
佳肴的你争我夺曰从校园单双
杠的男生 PK赛袁 到追忆儿时
动画片的那份甜蜜袁每一个人
都沉浸在这欢乐中遥傍晚回校
后袁 南门 8090的送别晚会更
是将气氛推到了高潮袁看着沈
老师被我们糊成了蛋糕人袁听
着他用非主流的歌喉唱着一

首首歌袁我想袁这就是大学中
无法忘记的那一份感动与美

好吧噎噎

我们的纪念
野远洋之帆大学生社会实践冶是由北京远洋之帆公

益基金会在高校中设立袁 用以鼓励高校学生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的常态项目遥 参与申请的团队结合社会实践
内容袁完成一篇专题作品参与评选袁优秀团队则将获得
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的专项资助遥
本次的野远洋之帆大学生社会实践冶面向 09级学

生袁具体的时间表尧注意事项等内容可到材料学院网站
查看遥
以下简单介绍两个获得 2010年东南大学野远洋之

帆大学生社会实践冶的优秀奖的活动项目袁希望对同学
们有所帮助遥

野爱窑春蕾冶西部女童助学系列活动院甘肃天水女童
助学活动为期三年袁 是由东南大学交通学院组织的旨
在帮助贫困留守女童上学袁接受正常教育的活动遥
都江堰及周边地区震后重建情况调查院野川行冶社

会实践小组是由 09级吴健雄学院七名学生组成袁主要
是以调查都江堰及周边地区震后重建情况为主要目的

而展开的活动遥
野知之不若行之冶只有亲身去实践才算是真正学到

了知识遥希望更多的青年学子们能更好地利用暑期袁走
出象牙塔袁在社会实践这个大舞台上不断地充实自己遥

汉服袁即华夏衣冠袁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袁又称为汉装尧
华服遥 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袁一直延续到明代袁连
绵几千年袁华夏人民渊汉族冤一直不改服饰的基本特征袁这一
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袁被称为汉服遥 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
裳而天下治袁汉服已具基本形式袁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式袁
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袁汉人汉服由此得名遥
华风汉韵文化社是由东南大学在校大学生中部分汉服

及汉民族传统文化爱好者自发组成的群众性尧 专业性的学
生团体袁宗旨是提升同学们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袁增进
同学们的民族意识袁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袁为广大汉服
及汉民族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遥 主
要活动内容是以弘扬传统民族文化袁 培养同学们的高尚情
操为宗旨的汉服展示活动尧 中国服饰文化知识普及以及民
族传统节日等活动遥我们的活动主要有汉服走秀尧民族文化
讲座尧南京汉服组织外出活动尧定期思想交流辩论会尧具有
各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及交流会尧 与校内其他有关传统文
化协会的合作活动和各种

有关传统文化的比赛等遥
我们希望让大多数同学们

知道汉服尧了解汉服袁同时
也了解汉民族文化尧 了解
国学袁 激发同学们的爱国
主义热情遥

东南团团看 华风汉韵文化社
本期团团看带你走进极具活力的异度沸腾动漫俱

乐部和古风古韵的华风汉韵文化社袁 其中异度沸腾动
漫俱乐部刚刚举办过野动漫之夜冶大型 cosplay活动遥

前些天袁在焦标上演了一场"动漫之夜"袁这是由异
度沸腾动漫俱乐部筹备一个多月举办的遥 去年袁它迎
来了它的 10周岁生日遥 它主要有原创部尧 同好部尧
cosplay部等部门遥原创部主要负责制作海报和 ps一些
外景照片袁 同好部则负责联络校内外的活动合作伙
伴袁cosplay部当然就是负责 cosplay表演遥 最近又有一
个新的部门致力于创作同人剧本袁关于同人袁协会成
员专门向我们做了解释院 同人所指的是袁 由漫画尧动
画尧游戏尧小说尧影视等作品甚至现实里已知的人物尧
设定衍生出来的文章及其他如图片影音游戏等等遥
除了一年一度盛大的野动漫之夜冶袁动漫社的其他

活动还有女仆咖啡屋尧cospaly 表演尧ACG 知识竞赛袁
ACG 为英文 Animation尧Comic尧Game 的缩写袁 是动
画尧漫画尧游戏的总称遥 协会内部还会组织 PS培训遥
很多人都是因为兴趣而加入了动漫社袁 在那里袁

他们认识了更多有共同话题尧志同道合的人遥 在自己
写剧本袁扮演一个角色的过程中袁他们收获了很多很
多噎噎

异度沸腾动漫俱乐部



要要要何齐齐

叶加勒比海盗院惊涛怪浪曳是叶加勒比海盗曳系列电影的
第四部遥影片由罗伯窑马歇尔执导袁约翰尼窑德普将继续续扮
演杰克船长袁故事以他寻找青春泉水为主线遥 佩内洛普窑克

鲁兹饰演他的老情人袁
但让杰克船长不确定的

是袁 她究竟是因爱情而
来尧 还只是想利用他来
找到传说中的不老泉遥
2011 年 5 月 18 日袁该
影片在北京新东安影院

举行媒体看片会遥 2011
年 5 月 20 日零点起 袁
叶加勒比海盗院 惊涛怪
浪曳 在中国公映袁野美人
鱼冶成为影片最大亮点遥

终于当上了野神龙大侠冶
的熊猫阿宝可谓过上了梦想

中的日子袁 他和师傅以及盖
世五侠要要要虎尧鹤尧螳螂尧蛇
和猴子要要要保卫着山谷中宁

静的生活遥 但是袁 好时光不
长袁阿宝面临着一次新的尧更
加可怕的挑战袁 一个大恶人
孔雀野Lord Shen冶拥有了一件
秘密尧强悍的武器袁他妄图毁
灭功夫尧征服中国!此时袁正是阿宝与盖世五侠穿越中国袁
正式迎接挑战的时候了袁 但是袁 阿宝将怎样对抗一个能
野毁灭功夫冶的武器?他必须回顾他的过去袁并且揭开自己
身世之谜袁只有到那时袁他才能释放体内的力量尧从而获
得胜利噎噎

两年袁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可能不算很长袁但未
来的两年对我来说却不同寻常要要要我有幸即将担任材

料学院低年级的辅导员遥
看过这样一句话袁颇有感触院每个大学生的身后袁都

站立着一个充满了期待和渴望的家庭袁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袁一名大学生的成功只是数千万分之一的机率袁而对
于一个家庭来说却寄予了百分之百的希望遥 我将时常以
这句话警醒自己袁用心关怀每一位同学的成长袁真心实
意对每一位同学负责遥
之前我已参与了部分学生工作袁对辅导员的职责有

了一定的了解遥
我的工作大致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院教育尧管理尧服务遥
我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尧经验和感悟来引导同学们学习和生活袁使大家以积极进取

的心态对待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遥 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袁我将尽力尽快找到一套高效的
工作模式袁将这方面的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遥 同时袁我会多渠道加强与同学们的交流袁
在一些问题上多多考虑并广泛采纳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袁比如奖助学金的评比方法尧
一些奖惩措施等等遥 总之袁一切都要以同学们的利益为出发点袁尽可能多地替同学们
谋福利遥
此外袁我将在以下几件事情上投入较多的精力院
一尧关注同学们的心理状况遥 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健康尧快乐地成长遥
二尧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养遥 希望我们的学生干部各方面的能力都能得到充分的

锻炼遥 我也尽力为各位学生干部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遥
三尧支持学生会的发展袁协助举办有特色尧有意义的活动袁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

活遥
我的目标就是能够帮助同学们过充实尧有意义的大学生活遥 多年之后当大家回首

大学时代袁可以骄傲地说院野我没有虚度光阴遥 冶这样袁我的工作便有了意义遥
何菲

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

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

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

有一处美丽叫做夏日的九龙湖

夏日的九龙湖

宁静得几乎没有声音

夏日的九龙湖

美丽得几乎让人仰视

走在湖边

湖水荡漾出千种姿态

游在湖里

像是抚摸着自己的肌肤

夏天

使湖水神秘起来

游动着一些

会说话的鱼儿

夏天

使湖草茂盛起来

生长着一些欲望

和欲望编织成的陷阱

行走在夏天里

渴望在夏天里迷失

听着美丽的九龙湖

这个韵味十足的绝代佳人

怎样发出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