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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艳阳高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橘园体育场举办了第七届田径运动会！

赛前，我院系党委书记赵宏致辞，裁判员代表、学生会副主席黄昊，运动员代表、学生会体

育部部长孙友康分别宣誓。中午十三点整，运动会正式开始。

在运动会进行中，我院各个年级的运动员都踊跃参加本次比赛，健儿们本着 "拼搏、进取、

团结、友爱 "的比赛精神，在运动场上赛出一个个佳绩。其中，大一年级新生成绩显著，包揽了

班级总排名第二、第三、第四名；大二年级夺得第一和第六名；而第三名花落大三建材班。在单

人赛和团体赛中，健儿们也个个奋勇拼搏，成绩不凡。其中，10*100接力赛，男、女子 400、800米比赛尤为激烈。看台上

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将赛事推向高潮！比赛热情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后，运动会圆满结束！

本届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充分彰显我系大学生的风采，也为校田径运动会作了充分准备和人才保证。希望我院同

学们以运动会为挈机，大力发扬拼搏精神和团队意识，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10月 30日晚七点, 我院与化学化工学院合办的

迎新晚会在焦廷标馆圆形报告厅举行。晚会以 Roar-

ing乐队的激情演奏开幕，, 以极富感染力的集体舞 "

歌舞青春 "结束。晚会上，各节目异彩纷呈，为两院同

学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本次晚会以大一新生为主体，为新同学们提供了一个真正展示自我风

采和勇气的舞台，并活跃了学习氛围，展现了我院的精神风貌，促进了我院

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且以此为形式展示了青年一代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

的追求。

本次晚会是我院首次与兄弟院系合作举办的迎新晚会，一方面丰富了

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同学们体会到了学院大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增

进了我院与兄弟院系的交流，并扩大了我院在整个学校内的影响力！

希望今后的迎新晚会能更加体现我院学生的才艺魅力，将材子材女的

风采展现在东大的各个地方！

为丰富同学们的文化生活，材料学

院特举办名人讲堂活动，邀请不同领域

的名人来我校做讲座。11月 18日晚六

点半香港科技大学李宗津教授将在人

文楼一楼报告厅给我们带来第一讲：努

力与执著：事业成功的元素。李宗津教

授是东南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国家 973

项目 "环境友好现代混凝土的基础研

究 "（2009CB623200）的首席科学家。希

望同学们踊跃前来聆听讲座，名人讲堂

欢迎你。

2010年 11月 12日东南大学第 52届运动会在桃园体育场隆重开幕。本次运动会，材料学院积极备战。在运动口

号征集中，有四位同学的创意被采纳，他们分别为黄振建，蒋俊，华培宜，魏雨岛，这四位幸运儿将获得相应奖励。本次

运动会材料学院的口号为：青春无畏，逐梦扬威，材横天下，料定

乾坤，驰骋三江，惊涛九龙，材子材女，傲视群雄。入场式中，我们

材料儿女手举纸风车出现在运动场上，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

（右图为本次校运会我院入场队形变换）



小编寄语院 同学们袁你还在为缺钱而饥寒交迫吗钥 你们还在觉得学习没有动力吗钥
那么袁这则新闻将改变你的现状袁改变你的生活袁乃至你的未来浴没错袁这就是传说
中东大的奖学金遥

东大的奖学金种类很多遥目前袁大金额的奖学金主要有国家奖学金袁国家励志
奖学金袁国家助学金袁校长奖学金袁光华奖学金袁校友奖学金等遥而我院的获奖情况
在全校位于中等偏上位遥其中袁国家奖学金 8000元袁我院有 5人获得遥国家励志奖
学金 5000元袁我院有 12人获得遥 光华奖学金 2000元 我院有 35人获得等等遥

另外袁还有以院为单位发放的奖学金遥 例如袁单科成绩在前 5%的同学就可以
获得单科奖学金遥 英语四尧六级考试成绩突出者还可获得 1000元奖励袁其他奖学
金详情还可到教务处咨询或在东大校园网上看到遥
俗话说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遥想要赢得丰硕的奖学金自然要有一定的付出才行啊遥
接下来遥 就一起看看评定奖学金的条件吧遥

获奖条件有两种袁一种是硬性条件渊比如国家奖学金要求成绩在全系前 10%
等等冤袁具体条件在学生手册上都有说明遥 而另一种是软性条件袁比如袁品德高尚袁

能力突出袁为班级建设做出贡献等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袁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袁更要注重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遥学校
及院系领导也会本着公平尧公正的态度去筛选评定获奖成员遥

此外袁我们材料院系领导也在构想给予学生会一定的奖学金名额袁予以表彰那些为学生会的建设与活动作出
积极贡献的好朋友们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袁这个想法一定能够实现浴

跟着学长走袁紧紧抓住梦的手
要要要访国家奖学金得主梁杰

记者院你是取得了怎样的优异成绩让你拿到了国家奖学金钥
梁杰院其实也不能说是特别优异袁我在院系的排名是第七遥
记者院这次拿到这个奖学金袁你有什么想法钥
梁杰院我觉得自己做的仍然不够好袁以后还需要继续努力袁对班级尧院系做出一点贡献袁参加更多活动袁让大学生活
变得丰富多彩袁让人变得更充实遥
记者院作为一个在学业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前辈袁有什么话要对低年级的同学说吗钥
梁杰院大学是为我们的生活奠定基础的遥 环境不能为人改变袁只有人去适应环境袁所以我们需要主动找机会去锻炼
自己遥至于学习方面袁还是需要认真听讲遥课余时间可以丰富一下袁上课时间仍要尽量保质遥我们时刻要铭记的是院
一切为自己以后的路着想遥
记者院那你是怎么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的呢钥
梁杰院我比较乐意参加班级或者学生团体组织的一些活动袁比如演讲比赛尧名人演讲之类的遥也会主动找班委交流袁
积极参与到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去遥 我们要做的是取长补短袁吸取经验袁丰富阅历遥
记者院你对自己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有什么规划钥
梁杰院现在大二的时间比大一多袁所以有更多时间充实自己遥 我有考 GRE尧托福然后出国留学的打算袁还想做一个
SRTP项目袁也可以取得课外学分遥

1. 怕冷与饮食中缺少无机盐有关,应多摄取含根茎的蔬菜.
2. 冬季保健应适当吃"冷"袁常饮凉白开水有预防感冒之效遥 平时要多饮水袁以维持水代谢平衡袁防止皮肤干
裂袁邪火上侵遥
3. 多吃蔬菜尧水果袁如葡萄尧萝卜尧梨尧柿尧莲子尧百合尧甘蔗尧菠萝尧香蕉等袁以补充体内维生素和矿物质袁中和
体内多余的酸性代谢物袁起到清火解毒润肺之效曰多吃豆类等高蛋白植物性食物袁少吃油腻厚味曰少食用葱尧
姜尧蒜尧韭尧椒等辛味之品曰不宜多吃烧烤袁以防加重秋燥症状遥维生素 a能增强人体耐寒能力曰维生素 c可提
高人体对寒冷的适应能力遥山芋尧藕尧大葱尧土豆等根茎类蔬菜中含有大量矿物质和热量袁经常食用也可增强
人体抗寒能力遥
4. 冬天想通过食物"保暖"袁不一定非要多吃性热的食物遥 低温会加速体内维生素的代谢袁饮食中应及时补
充遥
5. 冬季早晚温差大袁要及时增加衣物袁防止受凉遥 常吃些大蒜可以预防感冒遥
6. 积极参与健身运动袁慢步尧爬山尧散步尧游泳等等袁都能使身体得到锻炼袁增强自身抵抗力遥 预防冻疮应多
参加各种运动袁经常搓手尧跺脚遥
8. 冬天适当吃点凉菜还有利于减肥遥 由于天冷人们喜欢吃油脂多尧高热量的食品袁加之户外活动减少袁因此
易发胖袁除了注意体育锻炼外袁适当吃些凉菜袁能"迫使"身体自我取暖袁多消耗一些脂肪遥

院张云博尧王辉尧程
淑蕾尧梁杰尧莫秀遥

院张正娟尧余婷尧
严木香尧张娟尧朱辰尧
赵宇飞尧庄重源尧陈培
架尧崔鑫尧李小朋尧卞
斌尧齐进艳遥

获得光华奖学金
的有李怡佳尧 曾从远
等 35人遥



上期，本报向大家介绍了两个在学
校很有影响力的体育社团，本期的《东
南团团看》栏目将继续向大家呈现两个
同样受欢迎的艺术类的社团：涵泽轩书
画社和极坐标话剧社。

2005年 4月，东南大学涵泽轩书画社在林啸等三位志

士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诞生于东南大学浦口校区。2006年，

书画社随东南大学进驻九龙湖校区，再续“水”之缘。一直

到今天 --2010年 11月，书画社已经走过了五周年。

这些年来，他们一直秉承“乘龙御水，涵德泽深”始源

奋斗不息，让中国书法绘画艺术在东大这片土地上扎根生

长。他们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热爱书画，他们志同道合；

他们充满热情，他们风雨同舟；

他们热爱艺术的自由，他们更向

往生活的美好。

每个星期六，他们放慢一个星期

来紧凑的学习和生活的步伐，相聚在

一起，哪怕只是短短几个小时的写字，也能平息常日里的

浮躁。这里没有太多繁华的修饰，也没有太多高昂的宣誓，

有的只是平静和真实。每周六的活动，已不是一种坚持，而

成了一种习惯

涵泽轩书画社社长孙爱琪如是说：“在书画社的这一

年多的日子里，我深深的感受到了，社团给予你的并非只

是那所谓的‘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归属感，让每一个人在

这里都能找到一种家的感觉。让你知道，奋斗的不只是你

一个人，我们是在一起并肩作战，风雨前行。其实，做好一

个社团的目的无非就是这样，简单而真实。”

东南大学极坐标话剧团成立于 1998年，是东南大学

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学生团体，长期活跃在南京高校的话剧

舞台上，以先锋、创新等特色在校内外闻名，先后排演过多

部各种风格的剧目，并参与诸多高校话剧表演比赛，深受

广大师生的好评。极坐标话剧团一直自发走在大学先锋文

化的前沿，走着一条张扬青春自我，展现当代大学生个性

的道路。那么，是什么让话剧团在成长中爆发如此耀眼的

光芒呢？

对此, 话剧团材料系 09级演员邹昊威说,"极坐标 "

的宗旨是:团结、严肃、严谨、活泼。即在话剧排演过程中，

需要演员间的配合，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以及对话剧的热

情！话剧团由决策层（团长、副团长）、搞工作艺术室（负责

剧本、视频）、吊工作艺术室（负责艺术设计）和演员组成，

虽然分工不同，但是在每年活动中(如 "话剧之夜 "、"话

剧沙龙 "等) 每个成员都会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使

同学们得以观赏到一出出精彩的话剧表演！

邹昊威还说，每个剧本从开始策划到最终表演，需要大半

年时间，所以，每个话剧的背后都离不开“标人”们的努力，

“话剧大于团”，这，是每一个“标人”所奉行的！

最后，邹昊威向我们透露，话剧团将在 13周为同学们

呈现一出新剧，希望材子材女们前去观看，因为“极坐标”

告诉我们“免费看戏，天经地义”！

2010年 11月 1日，由共青团东南大学主办的第十届 "至善东大 "辩论赛进行了首轮比

赛。晚上六点半在教一 105开展了一场关于“理想人才是以仁为主还是以智为主”的辩论。正方

是来自交通学院的辩友，坚持“理想人才以智为主”，而反方正是我们材料学院，坚持“理想人才

以仁为主”。我方派出了郭灵菲、李林起、李晓松、崔鑫四位选手。

首先是各方一辩陈述观点与四辩盘问环节，我方一辩条理清晰的阐述与四辩言辞犀利的盘

问赢得了阵阵掌声，比赛很快的占据了上风。随后的二辩对辩环节，双方就高考制度对人才的选

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方字字力争，句句紧扣，再一次强调理想人才应该以仁为主。在接下来的三辩盘问时间里，我

方从容应对对方的每一个问题，而我方三辩更是引经据典，抓住对方的每一个漏洞令对方应接不暇。而后的自由辩论

环节使比赛进入了白热化，双方唇枪舌剑，各抒己见。四分钟的自由辩论后，双方的四辩进行了总结陈词，我方再一次

用各种事例说明了“理想人才应该以仁为主”。

最终，我方毫无悬念地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一星期后，材料学院在教六 103迎来了复赛，此次比赛的主题是“城市的魅力在于发展机会还是舒适安逸”。我们

依旧是反方，这一次辩论调整了队员，一二辩分别替换成李想和李解。与我们对阵的是实力强大的法学院，坚持“城市

的魅力在于发展机会”。一个多小时的辩论时间里，面对对方强大的攻势，我方艰苦迎战，最后略有弱势地惜败，而我方

四辩崔鑫同学则获得了“最佳辩手”的称号。下面介绍下参赛选手：

郭灵菲：主力一辩，来自 120103班，活泼开朗，多才多艺。在辩论赛场上有很强的宏观把握。思维清晰，有条有理，善于

挖掘辩题的深层次内涵。

李想：主力一辩，来自 120104班，思维活跃，常在辩论过程中提出一些新颖的观点。情感丰富，具有激情，强大的气场常

让对方望而生畏。

李林起：主力二辩，来自 120103班，辩论场上沉着冷静，有很强的思辩能力，是一个极富想法和个性的选手。

李解：主力二辩，来自 120104班，外表漂亮高挑的她有许多主持经历，因此她的临场反应非常快，语言表达能力强，思

维活跃。

李晓松：主力三辩，来自 120093班，由于海拔的原因，常常在辩论赛前气势就已压倒对手。虽然人称“李得瑟”，但他犀

利的言辞，敏捷的反应，常给辩论的胜利增加了筹码。

崔鑫：主力四辩，来自 120094班，身为班长的他，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相当不俗，善于归纳总结和抓住对方观点的漏洞

使他成了辩论赛上的制胜法宝。

团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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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博和吕良是 illusion乐队的袁都是很强的遥我半年前跟
illusion的鼓手学鼓遥
酱院半年前才开始学钥 您觉得费时间吗钥
赵院我觉得喜欢打鼓袁就不费时间袁反而很充实遥

院才华横溢的原创乐队 ~用音乐诠释思想遥
酱院为什么你们演出的三首歌我以前都没听说过噎噎
赵院=遥 =因为那都是原创的噎噎
酱院啊钥 原创钥
赵院对袁我们排练了 5首袁挑了三首来演袁都是原创遥
酱院怎么原创啊噎噎
赵院平时经常弹唱袁偶尔就会有些灵感袁然后大家一起

加工遥
酱院乐队的风格是怎样呢钥
赵院作曲金属化袁歌词李志化遥 不能说有多深刻吧袁但

是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想法遥
酱院真厉害啊 乐队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钥
赵院我玩一游戏袁有个技能叫低吼袁觉得不错袁就叫

roaring了遥 也算是低吼我们的思想吧遥
院独一无二和不可继承袁每一只乐队都有自己

的灵魂遥
小编厚着脸皮要到了晚会表演曲目的歌词袁不是莺莺

燕燕袁不是愤世嫉俗袁他们低吼袁用音乐唤醒灵魂遥 纵然时
光飞逝袁他们也逃不开现实袁却仍然勇敢地袁用自己喜爱的
方式袁赞美着袁也批判着袁这个可爱又无奈的世界遥爱生活袁
爱音乐袁他们不是依燃也不是 illusion袁不是谁的继承袁
不是简单的拼凑袁他们是院
对音乐有着深刻理解的主唱叶荣隆曰来自北京对摇滚

充满感情的主音吉他徐小海曰用功读书的好孩子袁节奏吉
他张云博曰 有着大二年龄研二外表的全能贝斯手吕良曰典
型摩羯座一点一点踏实进步的鼓手赵旭遥
他们是 roaring。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

roaring。

他

大世界本期隆重推出 乐队浴 鼓掌 撒花

遥本版小编变身酱油记者袁探班 乐队并

采访了乐队鼓手赵旭袁揭秘他们不为人知的音乐生活遥
院 迎新晚会 high 到爆的开场乐队 ~ 旋律

纷飞袁音符肆意浴
酱院好紧张好紧张见到活的偶像噎噎
赵院=遥 =我也好紧张噎噎第一次接受采访噎噎
酱院还是请您先介绍下乐队成员吧遥
赵院节奏吉他张云博袁主唱叶荣隆和我都来自材料学

院袁贝斯吕良来自数学系袁主音吉他徐小海来自电气遥叶荣
隆和徐小海都是大四袁正在紧张复习袁准备考研中遥
酱院哇 ~你们是怎样组成这个乐队的钥
赵院我们本来也认识袁又都爱音乐袁就凑一起了袁短学

期开始一起排练的遥
酱院你们以前都是会这些乐器的吗钥
赵院叶荣隆和徐小海以前是咱们学校依燃乐队的袁张

大 世 界 特 辑

我爱这山川和大地

这片土地将我养育

我怎能忘记

自由是永恒的真谛

我将用一生来追寻

I wanna be free

尾奏旁白院
和蔼微笑的刘和珍君死了

沉勇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了

广场上的焰火如此熟悉

一如既往血红绚丽

我疲弱而瘦小的身躯

时常在梦里被似曾相识的朋友

唤醒

却又无能为力

愿上天保佑那些曾经被坦克碾

过的尧 正在被碾过的和将来被
碾过的孩子们

保佑他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保佑他们的理想重见光明

我们不是你的孩子

你不是我们的母亲

我不爱你

你那双犀利的眼睛

企图让我感到恐惧

我不相信

不去谈什么思想道理

你已不再属于过去

不愿沉默无言在茫茫

黑夜里

噢 上帝

I wanna b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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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传送门院mse_se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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