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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届主席团换届选举于 9月 20日晚举行。首先，上届学生会主席李潇逸同学对上一年度

学生会情况做了一个学生会工作报告，接着，徐茜蕾、黄昊、吴蕴骁、崔鑫和钱宬五位候选人分别进行

了自我展示及竞选演讲，然后就如何解决意见分歧和对以往学生会的活动评价两个问题阐述了自己

的工作理念。最后根据到场学生投票结果，确定两名副主席人选为黄昊和钱宬。最终主席和

副主席将由学生会干部会议根据两名副主席一个月的表现来确认。

次日下午举行了各个部门的部长竞选。与会人员为第九届各部学生会成员。首先各个部

门候选人通过演讲介绍自己并提出对以前工作的批评意见以及对以后工作的展望规划。其

间各前部长选择性地提出问题来评价各候选人。最后根据投票结果确定了各部门新部长

(主席和部长介绍见第三版)。

最终，2010-2011届学生会选举工作圆满结束。

金秋送爽，硕果累累，十一长假后的我们怀着愉悦的

心情回到了东大校园。当我们卸下沉重的行囊惬意地松

一口气时，各种消息也接踵而至。其中最醒目的当属院系

运动会和迎新晚会。

院系运动会将于 10月 16号下午 13：00在橘园体育场举办。

也许，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对过程的体验才是我们拼搏的真谛。正如泰戈尔

诗云“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愿材料系的运动健儿们搏出勇

气，搏出自我。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当属迎新晚会。本次迎新晚会我们将与化工学院合

办，于 10月 30号晚在焦廷标馆二楼圆形报告厅举办。它是两院新生与老生苦练

一个月的结晶。在晚会现场，我们会看到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听到一首首动听的

歌曲。每一个画面都凝聚着材料系儿女朝气蓬勃的风貌，每一首歌都将散发着材

料系儿女不卑不亢的成熟魅力。秋风爽，醉人心，让我们期待着材料系的第十届

迎新晚会，我们的青春我们做主！

现面向全院征集校运动

会我院入场式队形和口号，要

求：体现我院特色风貌！若创

意入选，院学生会将给予一定

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有创意者

可在 11月前将创意设计投稿

至《材华》邮箱（见四版上），或

联系体育部长孙友康，联系电

话为：15051852965

材料学院学生会运动兴趣小

组招募啦！如果你是羽毛球高手，

如果你是篮球达人，如果你是定向

牛人，都来参与吧，学生会提供与

他人交流经验、切磋技术的平台。

我们的沙龙包含了羽毛球、乒乓

球、篮球、足球、网球、田径等多项

运动项目，只要你有兴趣即可加

入，还等什么，快来和我们一起营

造轻松愉悦的运动氛围吧！有意向

者请与体育部部长孙友康联系，电

话：15051852965

征 集

10月 9日晚，本院大二友谊辩论赛于

8：00在教三 -203举办，正反双方就“恋爱

靠勤奋还是靠缘分”展开激烈的讨论,现

场气氛活跃，掌声不断。举办本次辩论会

的目的一方面是促进同学们的友谊，给学

院带来勃勃生气，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另一方面，也为院辩论队的招新工作做一

个良好的宣传。

辩论赛后，本院辩论队进行新生招

募，为辩论队注入新的力量，而对于即将

到来的校“至善杯”辩论比赛，我院辩论队

队长陈宇表示有信心在此比赛中取得好

成绩。

在此，本报预祝我院辩论队在今后的

辩论之路上越走越远，再创辉煌！



———材料学院第十届学生会工作展望
时光荏苒,材料学院学生会已经走过他的童年袁迈入了青少年时期袁向着成熟化体系化发展遥 本届学生会秉承 1~9

届学生会野以人为本冶的核心思想袁强调"At your service"要要要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精神袁以此作为开展各类活动的
基石遥

本学期的活动主要有院
1. 10月 16日 院系运动会院 一个展示自我和班级风采的机会袁坚持不懈袁发扬团队精神袁在赛场上各领风骚遥同

时袁院系运动会也是校运动会的热身赛袁承担着为校运动会发现人才的重任遥
2. 10月 30日 迎新晚会院 本届迎新晚会将与化学化工学院合办袁旨在沟通交流遥 通过精彩纷呈的节目袁展现才

艺袁展示自我曰通过各种小游戏袁促进新同学间彼此熟识曰通过与化学化工学院的合办袁加强院系与院系之间的沟通联
系袁广交益友遥

3. 11月中旬 校运动会院 一个对全校展示我们材料学院风采的舞台袁从排练入场式方阵到各类比赛袁到赛场边
的摇旗呐喊袁校运动会更需要我们材子材女的积极参与遥

4. 12月 24日 野圣诞送温暖冶活动院 这是我们学院面向全校的传统且独具特色的活动袁通过制作手工小贺卡等
方式袁不仅将同学们的祝福传遍学校袁同时大大提高了我们材料学院的知名度袁本活动在广大师生中深受好评遥

5. 12月 31日 元旦晚会院 温暖和谐是它的主旋律袁诙谐幽默的节目袁热热闹闹的游戏袁诱人的美食袁全体材料人
一起 high袁一起迎新年袁让野家冶的温馨弥漫在我们周围遥
此外袁名人大讲堂--邀请材料界名人畅谈材料科学的历史及发展袁增强同学们对专业的认识遥
图书漂流活动--通过统一组织收集教科书传递给下一届同学的方式袁方便同学袁更将低碳的精神付诸实践遥
同时袁院学生会配合野至善东南冶辩论比赛尧新生杯尧校文明宿舍比拼尧文体类竞赛等校级活动袁在学院内部组织比

赛袁招兵买马遥 望有兴趣的同学袁想在大学中一展拳脚的同学积极报名参与遥
最后袁学生会作为同学们和学院学校之间的沟通桥梁袁主要起组织和调动作用遥活动成功的举办袁最需要全院同学

的支持曰希望同学们在平衡好学习与活动的前提下袁积极参与袁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在丰富大学生活提高自身能力的
同时袁也为我们的学院创造更好的明天遥

到了大学袁课表上俨然多了一门课院程序设计渊民间称为C++冤遥 高中
也有类似课程袁但现在被搬上台面袁着实考验着每一个大一新生遥 这门课
程不难袁只是有点陌生袁它意义非凡袁因为它极有可能挫伤大一新生的勃
勃雄心遥
说到学习这门课程袁大致还是有章可循的遥挺哥(戴挺老师)说了袁上机

很重要遥 因为学习任何一门编程语言袁无非理解和应用遥 每一次上机都是
一点点理解和积累袁同时也是应用的过程遥计算机不像人袁是非智能的遥比
如说桌上有 10个苹果袁其中有一个坏的袁人的模糊思考能立刻拿出坏的
那一个袁但计算机必须依次检查渊枚举冤遥 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培养计算机
的思考模式袁其间要清楚--计算机能完成什么袁不能完成什么袁不能完成
的话袁要用什么傻瓜方式来实现遥
其次由于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门语言的掌握袁我建议多加记忆遥不要

背整个特定程序袁要以功能记忆遥 例如记住将两数交换的程序段袁判断一
个数是否为质数的程序段噎噎
第一学期认真上课袁积极上机袁早日入门袁最后把课后习题什么的做

完袁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遥
一定要始终坚信袁学习C++是快乐的遥

1单词院 每天坚持背诵 20~30个单词袁
最好自己造句放到具体语句中记忆效

果更好遥 每天都要积累一点袁词汇量就
会大大扩展哦浴
2阅读院每天早晨或晚上睡觉前可做一
些英语阅读袁建议朗读出来遥 遇到好的
结构或句子可进行摘录袁遇到生词要及
时查字典遥
3听力院空余时间可看一些英语原声电
影袁听一些英文歌曲袁还可以听一些英
语广播袁如 BBC袁在训练听力的时候袁
对自己的口语发音也会有一定的提高遥
不要忘了利用学校外国语网站上的资

源袁会很有帮助的浴
在大学袁高数是一门大课袁学起来也不容易袁所以一开始我就没敢懈怠遥 上课时认真听讲袁课后及时完成作业遥

可每当我做题时经常是一头雾水袁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袁然后我就看参考书袁找类似的题目袁再依葫芦画瓢袁这是最
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遥但这只是模仿袁很容易忘了袁所以要经常巩固袁这就要靠做题了遥不要做太多袁学校那本
高数习题辅导再加个白皮书就够了遥 不想做袁只看也行袁但要做到效率高袁要边看边想袁不仅是回忆方法袁还要想
想有没有捷径遥 另外袁在大学千万别只靠老师袁这不是贬低老师的价值袁但多靠自己有时可能会更好遥
考试速度问题得靠平时解决袁做题一定要逼着自己加速袁但你也不能太夸张来个十题错九个袁同时保证速度

和准确性袁以上只是我的学习方法袁仅供参考遥

高

数



从本期开始，《材华》和各个五星级的

社团联合推出了介绍社团的版面。本期给

大家介绍的是两个五星级的体育社团：篮

球协会和定向越野协会：

世锦赛的硝烟刚刚散去，接下来由篮协主办的新生杯

又会点燃爱好篮球的同学的激情。篮协，作为一个热爱篮

球的同学们的社团，今年的招新工作延续了往年的红火场

面， 人的报名人数足以配得上五星级大社的名头。

篮球协会下设 个部门：裁判部，

组织部，宣传部，外联部，秘书部，女子

部。其中的女子部成员不仅可以为比赛

的队员加油打气，更可以学到篮球技

术。另外，篮协的成员还可以进行内部的比赛，不仅有正式

的比赛，还有各种单项竞技（定点投篮，三分大赛等），以及

趣味比赛等等。

最后，篮协副会长黄昊给全体材料学子的寄语是：希

望大家都能参与到篮协组织的活动中来，展示自己的才艺

和技能，以球会友，凭技称雄！

或许大家在进入大学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定向越野

这项运动，毕竟这项运动在国内的知名度不是很高，对设

备的要求也比较高，但是这项运动在东大已经有很长时间

的历史了。从 1997年开设定向这门课程，到 2004年定向

协会的成立，无一不是定向这项运动在东南大学发展的里

程碑。

定向协会组织的活动丰富多彩，从协会内部的定向比

赛，到体育类协会都有的新生杯、院系杯，再到独具特色的

定向寻宝，迷宫寻宝，甚至一些在南京市内的活动，都闪现

着定向协会成员的身影。个人赛，团体赛，各种参赛形式丰

富着社员的生活。定向协会的活动让同学们感受到团队的

力量。

对于定向这种运动，定向协会蔡会长的感受是四分靠

体力，六分靠智力，需要的是团队的协作和智力的运用，一

味的依赖体力是不会有好成绩的。最后，他对材料学子的

寄语：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定向协会，定向协会一定不会让

大家失望的，我们将会以最大的热情让你感受到大家庭的

温暖！

看团团

小编：材料学院学生会又注入新的力量啦！下面一起来看看换届后的新生代主席、部

长们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吧...

副主席：

寄语：既然选择远方，就只

顾风雨兼程。

副主席：

寄语：冬天来了，春天还

会远吗？

外联部部长：

寄语：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宣传部部长：

寄语：把生活照顾好，把心安

顿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文化部部长：

寄语：永不言弃！

编辑部部长：

寄语：做自己想做的事！

体育部部长：

寄语：有些事，不管愿不愿

意，总得下决心去做！

生活部部长：

寄语：不为失败找理由，只

为成功找方法。

学秘部部长：
寄语：Champion is not one
who never fails , but
one who never quits!



是作家安东尼窑德窑圣-埃克苏佩里于 1942
写成的著名法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遥 本书的主人公是
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遥 书中以一位飞行员作为故事叙述
者袁 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
经历的各种历险遥作者以小王子孩子式的眼光袁透视出成
人的空虚尧盲目和愚妄袁用浅显天真的语言写出了人类的
孤独寂寞尧随风流浪的命运遥 同时袁也表达出作者对金钱
关系的批判袁对真善美的讴歌遥

大
世

界

笔者近日于网上看到一关于内蒙的帖子袁很是激动了
一番袁但看后却倍感无奈袁现摘录部分与大家分享袁此贴惊
世骇俗袁流传甚广袁尤以内蒙为甚遥
问院你们是不是骑马上学啊钥
答院嗯袁一出火车站袁我爸妈就骑着马等我呢浴 从南方

回家的时候要到北方转车袁下了火车到马站袁五十匹马连
在一起往家里开袁广播里还说野检查口检票的同志注意了袁
开往内蒙古方向的特快川次马队准备开跑了袁请给马喂饲
料冶遥

点评院内蒙确实没有高铁和动车袁但还不至于都骑马袁
各位想到内蒙骑马是可以的袁毕竟内蒙拥有世界上天然草
原保留面积最大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袁纯天然袁无污染袁还有
机会见到 XP桌面现场版遥
问院你们是不是都住在蒙古包里啊袁平时都穿蒙古袍钥
答院对啊袁我们一个星期去城里买一次东西袁那时才穿

便装袁平时都穿蒙古袍遥
点评院事实上草原上也是有砖瓦房的袁牧民们会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着装袁当然各位去的话必然是有蒙古包可
以住的袁有蒙古袍可以看的遥草原上的牧民较好客袁对来客
献上哈达表示欢迎袁伴有吟唱和祝酒词袁下车一碗马奶酒
渊当然袁我说的是景区冤遥
问院你们那里牛羊肉是不是不要钱钥
答院嗯袁我们家门外遍地牛羊袁想吃就随便在外抓一

只袁 也不管是谁家
的袁反正那么多也看
不出来袁还是新鲜的
呢遥

点评院内蒙的手
扒羊肉很出名袁但好
吃的还有很多袁有烤
全羊尧涮羊肉渊老少
皆宜冤尧炸羊排尧 炸牛蹄筋尧烧麦尧莜面尧酿皮尧奶酪遥
问院你们那蒙牛伊利是不是特便宜啊钥
答院我家三个水龙头袁左边蒙牛纯牛奶袁中间自来水袁

右边伊利酸奶袁和水费一起收袁价钱一样噎
点评院 去牧区或农村人家里喝他们自己做的酸奶袁比

蒙牛伊利强多了遥
问院听说你们内蒙杀人不犯法袁是吗钥
答院也不能这么说吧袁我们一般杀个人写份检查袁一年

杀五个以内不判刑遥
点评院哪都有坏人吧袁相对来说袁内蒙的治安还是比较

好的袁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不会有地震尧洪水尧泥石流什么
的袁缅怀一下灾害中不幸遇难的群众噎

总的来说袁 内蒙不算发达袁 但目前正以全国第一的
GDP增幅稳步发展遥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内蒙有蓝蓝的天袁
绿绿的草袁宜居的环境袁有原始的自然之美袁这才是我们傲
人的资本浴

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遥 故
事发生在香港袁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袁经历了一次失败
的婚姻袁身无分文袁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袁看尽世态炎凉遥
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袁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袁
远赴香江袁 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袁 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
位遥 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袁原本白流苏似
是博输了袁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袁日军开始轰炸浅水
湾袁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袁在生死交关时袁两人才得以真
心相见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