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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袁2011级"新生杯"乒乓球赛落下帷幕袁我院以全校第四的成绩获得优胜奖遥
这次比赛由大一 2班体育委员张文博领队袁参赛人员:沈王文博渊队长冤袁唐诗浩尧万梓健尧梁润黎尧王晓宇尧刘晓彤遥

比赛之前我们也都抽出了一定的时间训练袁这就要感谢大二的潘合龙学长和郭灵菲学姐袁在学习尧工作之余还帮助我
们训练袁给我们指导和建议遥
周六上午袁大家早早地来到乒乓球馆进行热身训练遥 经过一个上午的激烈角逐袁我们学院以四场全胜尧小组第一

的好成绩出线袁胜人文那场最为惊险袁早已听闻人文学院有几个很牛的球员袁是我们小组出线的最大威胁袁为此袁我们
的布阵格外小心遥 对手的各队员实力相差较大袁我们自然希望能用田忌赛马的策略袁以强碰弱,前四局比赛激动人心袁
二比二的结果将比赛拖到了决胜局袁双方球员都是顶着压力作战袁所有的心都跟着那只白色的小球跳动遥 最终袁我们
拿下了那场比赛袁振奋写在了每个人脸上遥
我们没有做到完美袁但这绝对是一场完整的比赛袁获胜的骄傲与失败的遗憾都同等珍贵与难忘袁以后我们会再接

再厉袁再创佳绩袁为我们材料学院夺得荣誉遥

11月 4日袁我院在桃园田径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第 53届校运动会遥 随着野材横
天下袁料定乾坤冶的口号声袁我院运动员代表用 80块彩板拼出了野贪吃蛇冶图像袁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遥赛场上袁我院学生奋勇拼搏袁超越自我袁在比赛中取得佳绩遥
张凯强尧徐全平更是分别荣获男乙跳高尧男乙铁饼冠军袁充分发扬了材料学子敢为人
先的精神遥
如果说军训增强了我们的规律性和连队之间的凝聚力袁那么这次的校运动会则

增强了我们的青春活力和对整个学校大环境的了解遥 运动会让我们成为一滴水袁进
一步融入学校的洪流之中袁为东大增添一点生机袁增添了一点色彩遥
在运动场上袁他们挥汗如雨袁他们用青春的活力诠释着新一代东大人对运动的

热爱 袁对生命的追求遥 尤其是我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同学们袁他们如雄鹰袁穿梭在运动场上曰他们似骏马袁
驰骋在竞技场上遥他们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袁在他们看来袁秋风为他们送来的是胜利的气息袁阳光给他
们预示着辉煌的终点遥 他们为胜利冲刺袁他们为青春狂舞袁他们昭示着新一代材料人的活力与新的气息遥
东大袁加油浴 材料袁加油浴

10月 28日晚 8点袁我院迎来了第八届野至善东大冶辩论赛中的第一场比赛袁
与经济管理学院关于是否应支持野商而优则仕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袁正方为经济
管理学院辩论队袁反方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辩论队由一辩郭灵菲袁二辩李林起袁
三辩杨秋蔓渊现任辩论队队长冤四辩崔鑫组成遥
辩论赛以双方简短的自我介绍开始遥 在立论环节正方首先分别从野商人的

成功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冶与野国家需要有能力的人来领导大家发展冶两方面论证
了野商而优则仕冶的充分性与必要性曰反方则从实际可操作性上予以反驳袁并以
野此能力渊商人所具有的能力冤非彼能力渊国家需要的那些人具有的能力冤冶对正
方的论证予以了全面的反驳遥 在接下来的盘问环节袁双方用一个又一个巧妙地
问题袁将对方一步一步引向己方论点遥 最后袁比赛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以反方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胜利结束遥
在 10月 31日袁我院的第二场辩论赛开始袁与成贤学院关于野耗巨资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否值得冶展开激烈辩论

渊我方为正方冤遥 代表我院出席辩论赛的有院一辩周凯袁二辩李林起袁三辩李晓松袁四辩崔鑫遥 此次辩论赛我方全面的逻
辑架构获得高度评价曰成贤学院方辩论技巧掌握熟练袁且善于发现我方漏洞袁但未深入发掘袁导致失败遥

11月 7日袁我院迎来了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对战吴健雄学院遥 双方关于野中国当前是否应该征收房产空置税冶展
开激烈辩论袁一辩陈光涛袁二辩王丽萍袁三辩李天宇袁四辩李林起代表我院出战袁双方唇枪舌战袁十分精彩袁我方开局论
述严密袁可惜未在有效性上给予强烈关注袁最后惜败袁四辩李林起被选为最佳辩手遥

连胜两大强敌我院辩论队创最佳战绩

我院乒乓球队夺得新生杯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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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两年的时间从指间偷偷流过袁我的大学生活也到了野不惑冶
之年袁回头想想大一真的是天真烂漫遥 还记得刚进大学的时候袁长辈
留给我一句话野真正适应一个新环境需要两年的时间袁孩子袁别着急袁
慢慢来遥 冶现在想想这句话真的是意义非凡遥学弟学妹们袁上大学就像
谈恋爱袁从狂热最终归于平淡遥 当你经历过狂热后袁你也就体会到大
学的真谛袁你的平淡更多的是对大学生活的一种享受遥 我希望能引导
你们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学袁 更希望你们能在大学里找到你们的
精神依托和归宿遥

学长学姐特别推荐之人文课院
中国戏曲艺术赏析院 带领你走进充满魅

力的戏剧世界遥 老师会介绍各种戏剧尧传授基
本常识袁并播放经典曲段视频遥 如果学校里有
相关演出渊比如之前的昆曲野红楼梦冶冤袁老师
可是会免费发票哦~~而且袁 最后只要交一篇
论文就算结课了遥

中国佛教艺术赏析院老师人很好袁每个上
过的同学都这么说遥 他用风趣的故事来展示
佛教博大精深的文化袁 同学们都很容易就被
吸引了袁被带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噎

英语影视与社会文化院 课堂上会给大家
播放各种经典英语影片袁寓教于乐袁看完影片
与同学讨论讨论感受袁气氛十分轻松活跃哦袁
还有利于提升英语水平遥

西方文化史院老师会说很多小故事袁范围
十分广泛袁比如希腊神话等等袁大家都爱听遥
老师不用考试的形式束缚大家袁 就算是期末
论文袁常常也不多作规定袁只要你交了袁就算
过关遥
经管课院
1.市场营销
2.企业家与企业家文化

当然袁还有很多很好的人文课袁这只是小
编的个人见解~~而且袁 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
修到自己感兴趣的人文课哦浴

大学袁对于大一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天地袁别样的生活遥 大
一是大学的基石袁同学们可以试着勇敢踏上展现自我的舞台袁试着参
加一个感兴趣的社团袁 努力成为一名负责的班委噎噎这些可以锻炼
自己的能力遥 但是袁同学们还是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学习上袁大
学里的学习范围很广袁我们不仅要学好扎实的专业知识袁还需要博览
群书袁 因为没有学识支持的所谓能力锻炼不过是种不真实的美丽谎
言遥 大一的同学们或许会觉得迷茫尧彷徨袁但是袁当你想要放弃的时
候袁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坚持走到了这里遥 请一定记住院态度决定一
切浴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悦的大学生活浴 ———莫秀

作为学生袁定位要准确袁学习是第一位的袁至于要达到的程度袁因
人而异遥但学习过程贵在坚持袁最好结伴学习袁相互促进进步遥学习无
忧时袁参加活动是不错的选择遥 学习经验与自我提升的同时袁还会交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遥 经典常读袁修身养性袁发扬传统文化遥 做好自己袁
虽身处外界环境之中袁但真正能给我们心灵慰藉的袁只是我们自己而
已遥 所以袁每天对自己笑笑吧浴 做自信尧快乐的自己浴 ———曾从远

课外研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参与和体验科研的全过程袁并使其能够得到实践能力尧学习能力尧协作能力尧
表达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和严格尧严密尧严谨的科学作风训练遥 课外研学学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袁主要
有参加科研训练计划渊SRTP冤项目尧参加学科竞赛尧社会实践和提交研学作品四种方式遥课外研学学分是毕业
的必要条件袁对于想保研的同学袁还需注意这 2个学分不能全靠听讲座获得遥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 SRTP学分袁实验项目可在大二申报袁在大三开展研究遥 每位同学必须完整参与到科

研全过程当中袁才可获得相应学分遥 从查找文献资料袁设计研究方案袁进行实验研究渊或设计制造尧调查研究冤袁
撰写报告或论文袁 书写心得体会直至答辩并提交全套资料遥 项目总学分由项目基本分和项目加分两部分组
成遥 再按照各成员承担的工作量分配遥 基本上袁各成员能获得不小于 1学分遥
参加学科竞赛学分由竞赛等级而定袁0-3学分不等遥 对于团队参赛获奖的袁团队中所有学生均可获得相

应学分遥 对于同一内容或同一作品参赛多次获奖者袁只计其中最高奖的学分遥
听一次科技尧学术报告袁并提交后续研学材料渊如读书报告尧文献综述尧学年或学期论文尧评论等等冤袁可获 0.5学

分遥 但通过该途径取得的课外研学学分袁最多记 1学分遥
在毕业成绩单中登录研学成绩和研学学分时袁将所得学分累加院优秀逸6学分尧4学分臆良好约6学分尧3学分臆中

等约4学分尧2学分臆及格约3学分尧不及格约2学分遥 在学分栏中记 2学分渊及格或以上冤或 0学分渊不及格冤袁并注明成
绩等级遥

大学已然进行中袁要想在四年精彩纷呈的大学生活中收获最大袁
当务之急就是要适应与转变遥 首先要适应从中学的野保姆式教育冶到
大学的自主学习方式的转变袁学会如何自主学习尧自己设计和安排生
活和学业遥 一开始袁你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袁不过不要紧袁坚持下去就
是胜利遥 其次要保持平常心袁在新的集体中妥善定位遥 你会发现这里
强手如林袁你可能只是普通一员遥 要适应这变化袁不要失落急躁尧自暴
自弃遥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袁同时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遥要记住袁
年轻永远没有失败曰要记住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无限风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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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大一班指导寄语我想 最
爱

———崔鑫

———黄丹



开学伊始袁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1级工程硕士班电路方向黄祥同学
被查出患有白血病袁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暂时剥夺了他的求学梦袁高昂的医药费
用更是让一个普通的家庭捉襟见肘遥 目前黄祥同学在中大医院接受治疗袁 正处于缓
冲期袁一期化疗已经结束遥由于黄祥身体底子好袁目前恢复得很好袁但随时都有复发的
危险遥要彻底治愈袁必须为黄祥寻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袁接受干细胞移植手术袁而干细
胞移植手术至少也需要二三十万元遥

10月 17日在桃园食堂门口袁我看到了学长们拉起的横幅袁听到了一遍遍喊出的
口号黄祥加油袁我不禁潸然泪下袁而路过的同学们也无一不放慢脚步袁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袁让我感受到了涌动在东大校园内的爱心的暖流浴 截止至 25日晚 24:00袁信息学
院累计筹得善款 154525.8元袁并将该善款以及四牌楼募捐现场的一本留言册交到了
黄祥同学手中遥
采访的时候我对黄祥所在班级的班长孙平山说院野我一定要写点什么袁让我们材料人也能献一份爱心遥 冶学长的话

却更是让我感动院野我替黄祥谢谢你们了袁大家都是东大人浴 冶对呀袁我们大家都是东大人浴 不论我们来自哪里袁在我们
跨进东大校门那一刻袁我们就是一家人袁家人有难袁必尽全力支援浴 最近南京的天气很好袁正午阳光明媚袁犹如给黄祥
以帮助的你们带来的温暖遥 我们都相信身在医院病床上的黄祥不会寂寞与绝望袁因为有了我们的一片心袁他一定会回
到我们中间来袁与我们一同欢笑袁一同奔跑袁一同怀念曾经的这段感动袁一同憧憬美好的未来浴
如果你也想伸出援手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袁请联系黄祥所在班级的班长孙平山院15850608360遥
凝聚爱心袁爱在东大浴 让我们用真情挽救一位优秀的研究生袁用爱共建我们的东大浴

凝聚
那一天，那一声声深情的

口号，那一次次长久的驻足，让

我记住了一群人———东大人。

美籍华人唐仲英先生于 1995年私人出资在美国成立了唐氏
基金会袁并从 1997年开始袁在国内 21所知名高等学府和 1个地区
设立了野唐仲英德育奖学金冶遥
唐仲英先生认为袁一名真正优秀的人才袁不仅要学有所成袁更要

学会做人袁懂得野得诸社会袁还诸社会冶遥 所以首批获奖的 06,07级
四十名东大学子为了将爱心传递下去袁 成立了东南大学唐仲英爱
心社遥

野服务社会袁奉献爱心袁推己及人袁薪火相传冶是他们的宗旨袁这
十六字精神体现在他们的每一次精心准备的活动中遥
涟西中学野大手牵小手冶爱心活动将爱给予袁将暖流传递袁将知

识播撒遥社团每年组织成员及志愿者到涟西中学三次袁辅导孩子们
的学习袁为他们讲述外面的世界袁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遥 今年
夏天社团成员还领几个孩子来东大参观袁拓宽了他们的眼界遥
当我们停留在地铁站时袁或许会看到这样一群人袁他们帮外来

务工人员买票袁接过他们手中沉甸甸的行李袁将关怀体现在每一个
微小的细节袁将爱心散播在每一个细微的角落袁他们就是爱心社地
铁站义务服务志愿者遥
图书馆里你会看到他们为大家准备的雨伞袁 在敬老院你会看

到他们忙碌的身影袁在清水亭你会看到他们认真地辅导着小孩子袁
哪里需要帮助袁 他们就会出
现在哪里袁哪里就充满爱遥
爱心社共有 75位社员袁

今年又招募了 65 名志愿
者遥 希望新的成员会给爱

心社添入新的力量袁 让爱心
社越办越好遥

2011年 10月 13日袁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
南海袁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袁被
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袁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
柜车碾过遥 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袁七分钟内在
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袁竟然对此不闻不
问遥 最后袁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
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遥 小悦悦经医院全
力抢救无效遥 对此,大家各自发表了看法遥
小悦悦的父亲将剩余的钱捐出去袁将爱心

传递了下去袁融化这个世界的冷漠遥 要要要陆晨

不救人固然可耻袁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
人们如此冷漠袁是多疑袁不信任袁怕麻烦袁以自
我为中心的社会风气腐化了人们的心灵遥

要要要李晓晨

你有能力生下孩子并不一定有能力养育

孩子袁让一个两岁的孩子脱离监护袁赚钱很重
要袁但你们能花点时间多看她一眼吗钥 我们应
该完善我国的儿童福利保障法遥 要要要陈岚

小悦悦走了袁但愿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袁
没有残忍与冷漠袁没有人情浇薄尧闲言碎语遥

要要要王石川

在野救死扶伤冶很可能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
时代袁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冒险的袁如今的社
会袁救人就好比一场豪赌袁赢了只是平安无事袁
而输了则可能倾家荡产袁谁也不敢也不愿将自
己和亲人置于这么一个赌局之上遥

将爱进行到底
———专访唐仲英爱心社

心爱 在东大爱

材 子 空 间



第一次接触阿伍袁 是在十月某日
午间燥热的篮球场遥因为缺人袁就随意
拉个人来凑数袁 落单的阿伍自然成为
最适人选遥不知是勉强还是妥协袁不情
愿的阿伍被架了过来袁 不过很快一群
人就混得好似亲兄弟一般遥所以说袁篮
球是男孩们的共同语言袁 即使之前素
未谋面遥 打完球袁找块树荫休憩遥 太阳
可恶之极袁凌驾视线所及的整片天空袁
清风穿梭于阳光缝隙袁 拂去全身的炙
热袁凉意缓缓渗入汗水覆盖的皮肤遥

欢声笑语斑斑驳驳地印照

在阿伍淡定的脸上遥
象牙色太阳袁浅灰色天空袁

灰黑色的云遥 听到阿伍的除笑
声外的第一句话细若游丝袁随
风游离出树的影子遥
忧郁的少年遥 同伴打趣道遥
再见阿伍是途经学校草地

时遥 瞧见有人躺着袁走近些才认
出是一起打过篮球的他遥

每天放学袁 阿伍都会在学
校仅有的草地上袁就着缥缈的尧

凌乱的尧狂野的曰冰凉的尧工致的尧拘谨
的晚霞袁沉思尧获取灵感遥 要要要阿伍如

是说遥更多时候应该是在睡觉袁因为凝
思可不会流口水遥

至此知晓阿伍的另一个爱好袁画
油画遥

阿伍家只去过一次袁 印象最为深
刻的是其风格诡异的油画遥 墨紫色颜
料充斥天空袁零星地参杂几笔草绿色袁
黯淡无光的靛青色太阳突兀地悬在左

上角袁 天穹下大片半人高的麦田是纯

净的白色遥麦田袁画的名字遥 不
清楚阿伍师从何处袁多半是自学
成野才冶要要要虽然不乏以疯狂的着色

手法为个性的画家袁 但亲眼看见着实
令人眩晕遥 无意中打开阿伍的衣橱袁诧
异得不禁张嘴喘气遥 知道阿伍喜欢黑
白系袁却没料想竟已野走火入魔冶遥 偌大
个衣橱袁除去校服的一抹深暗蓝灰色袁
左黑右白袁见不到其他色彩遥

必须承认阿伍是位多产画家袁那
非主流派油画以二周一幅的速率堆放

在画室遥
细细数过堆积的油画袁 共五十三

幅袁折换成时间袁应该有两年多了遥 等
适应了违背常理的油画奇幻世界袁感
到每幅画也都是有点和谐的袁 潜移默
化中令人心静遥
视线定格袁 是唯一一幅上色正常

的画遥 精致清秀袁异常细腻的笔法遥 阿
伍的处女作遥

1月 5日袁对阿伍来说是个特殊的
日子袁他那幅叶深蓝曳获奖了遥 晚上阿伍
请客袁吃饭时袁大家嚷着不醉不休遥 阿
伍仰头灌酒袁柔和的灯光洒在脸上袁微
微上扬的嘴角格外清晰遥 抛开平日的
忧伤袁快乐满溢袁笑声一阵一阵盖过窗
外凛冽寒风的嘶吼遥
吃完饭袁扶着阿伍回家遥 嘴里零落

的只言片语如同阿伍的脚步袁 拼凑不
齐任何记忆遥
风刮得脸生疼生疼遥
阿伍捂嘴突然冲到路边袁 吐得一

塌糊涂袁一直到眼泪也被吐了出来遥 晶
莹的愉悦遗留在了草地里袁 在静谧黑

夜

的衬

托下淡

淡消逝遥
夜晚的

天空袁 透着丝丝
猩红袁似深亦浅遥 两
人坐在路旁袁凝视倾泻
的数万年前的星光袁 默默
聆听尘封的故事遥

15 岁的阿伍袁 遭受父母离
异袁丧母袁父亲的冷漠袁丧父遥这一切
彻底摧毁了阿伍对一切的冀望袁 包括
对他自己的遥 阿伍倔强地把压抑的不
屈宣泄在画布上遥 生活纠结在一起袁空
气日趋沉重袁直至袁阿伍失去拥有色彩
的权力那天遥 压迫野伊伊神经冶所造成的
结果遥 单纯的黑白世界令阿伍得到些
许释怀袁 因为不用再忍受相同世界所
赋予的不同生活遥

野意外见到她的一瞬间袁透过晶状
体袁倒映于视网膜袁传递到视觉中枢袁
解读出不属于我的颜色遥 深蓝遥 冶

本以为只是介绍叶深蓝曳的说词袁
没料想真实存在遥 带给阿伍色彩的女
孩叫沐棉袁就像画中的女孩袁不对袁应
该是画中的女孩如同沐棉遥 傍晚袁寂静
的学校草坪上袁 守望天际彼端的阿伍
与沐棉袁很幸福遥

叶危情三日曳
A: 野你要准备好袁路线袁钱袁种种袁花费会很大袁这是一条不归路遥你要想好袁当你离成功
只隔着几米的一扇门的时候袁你能不能够狠狠推倒偶然挡在中间的妇女儿童们遥 你要想
好袁如果有一点犹豫袁你就不会成功袁你只会让无辜的人送命遥 冶

他拿走他钱包里所有的钱遥 诚然应该遥
B: 野你从没问过我遥 冶

野因为我知道一定不是你遥 冶
野如果我说是呢遥 冶
她愿用她的一生幸福袁 换取他的自由遥 可他不肯遥 因为你的自由才能成全我的自

由遥
C: 她打开飞速行驶的汽车车门仰出上身遥 他拽她回来袁停车下车遥 寸秒寸金的逃亡途
中袁两人靠着车门袁并坐在路边阳光明媚的莺飞草长下遥
道理也都讲过袁你以死相胁袁非要不可遥
本就是为了你遥 毁坏费时三年的周密计划又如何遥 理智盖不住纵容的深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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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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