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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团委 

满载爱心，扬帆起航 

——13级注册志愿者入队仪式暨宣誓大会 

   

2013年 10月 12日晚 18:30，能源与环境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在

J3-204召开了 13级注册志愿者入队仪式暨宣誓大会。到场嘉宾有：院团

委副书记叶瑾，实践部部长许扬，组织部部长朱宇泽，文宣部部长杨光华。 

本次新招收的 13级注册志愿者共有 77 人，大会议程包括：院团委副

书记讲话，介绍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注册志愿者宣誓，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章程学习。由马宇娜担当大会主持人。 

当晚，志愿者们都能按时到会并签到、交注册照片，部分短信报名的

志愿者也及时现场领取报名表填写注册。大会初始，院团委副书记叶瑾学

姐就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服务宗旨、服务心得以及对新加入的志愿者的一

些期望进行了一番生动的讲话，赢得了志愿者们的共鸣，现场气氛热烈而

又不失庄重。紧接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李想、副队长杨文以及队中

各部门部长干事一一向在场志愿者做了自我介绍，与志愿者们共同分享了

有关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往年的一些活动记录留念及各部门概况，使在场的

志愿者们对于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有了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了解。 

之后，由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李想带领志愿者们进行了入队宣誓仪

式。宣誓过程中，志愿者们神色肃穆，握拳动作规范有力，宣誓声振聋发

聩。这似乎预示着这一批新加入的新生力量将会使得我院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的总体实力更为壮大、走得更远！在学习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章程的过程

中，志愿者们也能够保持着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认真学习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的服务理念和有关条例。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本次大会，志愿者们表现出了虚心倾听的良好风度、积极学习的优秀

姿态和高涨的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相信有了这批 13级注册志愿者的加

入，我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服务工作将进行得更有成效！  

 

能源与环境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组织“信归原主”活动 

 

2013年 10月 13日上午，能源与环境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活

动“信归原主”圆满完成，这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展开送信活动以来的第

三季，也是新学期以来的第一个志愿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由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行动组的同学负责组织，从大一新

注册的志愿者中招收了 23人参加此次活动。志愿者们分成 5个小组，分别

负责梅园 5~8舍和梅园 9舍的信件。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宣传组的同学负责

活动记录和照片拍摄。对于能够亲自送到信主手中的信件，志愿者们便亲

自将信件送到他们手中；对于宿舍中没有人的情况，志愿者们用便签来提

醒他们大厅信架中有他们的信件，请尽快领取；对于宿舍信息有误的信件，

志愿者们在宿舍大厅花名册中查阅后再送出；一些信件始终无法查出具体

地址，还有一些由于学长学姐们离开了九龙湖校区，信件也无法送达。志

愿者们将信件基本信息拍照放在“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的人人主页上，希望他们能够看到。 

活动在进行了 1个半小时后圆满结束。我们将在今后继续开展这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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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将没有来得及认领的信件及时送到它们的主人手中，并将志愿者精神

贯彻下去。 

感谢可爱的志愿者们，因为有你们，能源与环境学院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切实地服务学院以及整个东南大学的师生！ 

 

能源与环境学院举行 2013 年第二期 

“磐石计划”项目申报院内答辩 

 

能源与环境学院 2013年第二期“磐石计划”项目申报院内答辩于 2013

年 10月 20日晚 6：30在教二 203举行，参加答辩的对象是全体大一大二

共计十四个团支部。本次答辩大会邀请了能源与环境学院团委书记钱怡君

老师、大二辅导员王婷老师以及大一辅导员胡晓宇老师担任评委，大会由

能源与环境学院团委副书记叶瑾主持。 

本次磐石计划可选主题共四个，分别为：（1）庆祝团的十七大顺利召

开；（2）共筑东大梦，毅行青春路；（3）传统文化在校园；（4）青奥精神，

活力南京。各团支部亦可自选主题。本次答辩由各团支部展示环节以及评

委提问环节组成，各团支部根据活动开始时的抽签顺序依次上台答辩，每

个团支部的答辩时间不超过六分钟。大一的团支部由于刚刚接触这样的项

目答辩，很多方面经验不足，所以略显生涩。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作

为新生的热情，他们的热情以及他们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深深地感染了在场

的所有的观众。大二的团支部经过一年的锻炼，在活动的策划方面更显游

刃有余，答辩 PPT大方得体，思路清晰，团支书的答辩也很精彩。作为学

长学姐，他们为学弟学妹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每一个团支部展示结

束之后，评委老师都会从活动策划的思路、可行性以及答辩注意事项等方

面给他们提出中肯的建议，以便于他们后期对活动策划进行有目的性地再

加工及完善。每个团支部也都认真聆听了评委老师的意见，答辩结束之后

也积极询问现场工作人员有关后续答辩的相关事项。 

答辩结束之后，团委书记钱怡君老师对这次答辩大会作了总结。希望

参加答辩的各团支部能够通过这次答辩获得一些有益于磐石项目申报的信

息以及团支部建设的经验。最终，工作人员将评委对各个团支部答辩的打

分情况公布，给各支部一个对比参考的作用。晚上九点半，答辩大会正式

结束。 

希望大一大二各个团支部能够从这次答辩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也希望

他们的“磐石计划”项目申报能够顺利进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地铁南京南站志愿服务 

                             

2013年 10月 19日下午三点，在能源与环境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李

想的带领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组长及新一届干事共 6位成员来到了地铁

南京南站，开始了为期 3小时的地铁志愿服务。 

众所周知，在南京的众多地铁站中，南京南站作为一个高铁、长途、

地铁的交通枢纽，一直以客流量大著称，且在众多的乘客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不熟悉南京交通环境的外地人。而本次的志愿服务活动也是针对这些

现象，为减轻地铁站工作人员的压力而进行的。 

为了能更好的进行本次志愿活动、为更多的地铁乘客提供帮助,同时也

为了在志愿活动过程中,志愿者能维护好南京地铁以及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的形象，在服务前，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李想对参与活动的 6名成员进

行了相关的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 

本次地铁志愿服务，我们的任务就是与包括唐忠英爱心社在内的其他

志愿者组织一同合作，在轧机口处维持乘客的秩序，当然，也会解答乘客

提出来的各种问题，为乘客指路以及解答乘客的其他问题。虽然面临着一

波又一波人潮的挑战，但我们的志愿者们凭借热情的态度和细致的服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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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完成了本次长达 3小时的志愿服务。在这 3个小时里，志愿者们始终

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而我们认真、热情的服务也得到了地铁站工作

人员的认可。 

通过这次志愿服务，志愿者们了解到了地铁站工作人员的辛苦，也

了解到了更多的关于南京地铁的信息，当然，也在活动中锻炼了自己的能

力,体验到了志愿的快乐。活动后，我们对志愿者这个名词也有了更深的认

识，也期待着更多的人们能够加入我们，为志愿活动贡献出一份力量! 

 

 学生会 

心声交流，梦想起航 

——能源与环境学院举办 2013 级新老生交流会 

 

由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学生会主办，学习部承办的系列交流会活

动第一季——新老生交流会《心声交流，梦想起航》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

晚 18：30在九龙湖校区 J2-401和 J2-405 成功举办。 

本次交流会共设置两个分会场，123班在 J2-401举行，456班在 J2-405

举行。在每个分会场，我们邀请了来自我院大三、大四以及研一的 9 位学

长学姐与新生进行交流。交流过程主要分为老生介绍、老生发言、新生提

问、游戏环节、自由提问交流以及尾声几个环节。 

从稚嫩的高中生变成东南大学的一名学子，从艰苦的军训到脱下迷彩

服正式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大一的同学们对大学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同

时也对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充满好奇和疑问。通过此次交流会可以让 13级

的新生能够进一步认识崭新的大学生活，为今后的大学学习打下基础。  

本次交流会在院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吸引了众多 13级大一新生前来参

加。在交流会上，新同学们都积极与学长学姐们交流，提出自己的疑问，

优秀的学长学姐们也认真坦诚地为新生们解答，交流会的气氛温馨而愉快。

在交流过程中，两会场都加入了小游戏来烘托气氛。123 班的同学们与老

生互动，以数字游戏来让出做错的同学表演节目，让交流会气氛严谨而不

失活跃。456 班的同学们将老生和新生分组，以“看图片猜电影”的游戏

来让新老生交流互动，将交流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次新老生交流会，使我院 2013级的新生们对学院各专业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和认识，为新生们更快更好的适应大学生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让

他们明确了以后的学习和奋斗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积

极性。同时，这次新老生交流会拉近了新生与老生之间的距离，更是在一

定程度上消除了新生心中的迷茫和对大学生活的种种担忧。新生们在这次

交流会中都获益匪浅，交流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院学生会“交流会”系列活动的宗旨在于：针对一些同学们广为关

注的问题，邀请权威老师和经验丰富的学长学姐，与同学们互动交流，为

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环境工程交流会等“交流会”系列后续

精彩活动。 

 

书香传递，香满校园 

——院学生会举办“书香传递”活动 

 

由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学生会主办，服务中心承办的书香传递活

动于 2013年 10月 13日在梅园九舍大厅成功举行。 

这项院学生会的传统活动是一个面向能源与环境学院学生的福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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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倡导我们节约资源，注意循环使用这一理念。活动中，我们传递的不

仅仅是书本和知识，更传达的是我们对于同学的关爱和希望大家传承下去

的节约理念。在高年级同学们的热心支持和大一同学的大力关注及踊跃参

与下，活动得到了很好的开展。服务中心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桥梁的角色，

在解决了学长学姐旧书繁多，无处置放的麻烦，提高了旧书再利用率的同

时，为广大同学提供了足够的图书资源，便利了他们的学习和个人兴趣。

是一个双赢的活动。 

这次活动从 9 月 27 日开始，到 13 日的成功举行。见证了我们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的辛劳付出和悉心规划。活动开始之前，我们通过能环公共

主页以及海报宣传，告知同学们有关旧书回收的具体时间和方式，鼓励大

家积极参与其中。收书当天晚上，我们有组织的规划好小组，分头扫楼，

回收旧书。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对书籍进行了详尽的分类，整理出了各

类教辅资料和课外书。 

书香传递从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活动整体进行的井然有序。当

天，吸引了大批的同学前来驻足，气氛相当热闹，大家各取所需，在我们

的热心帮助和推荐下，都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书，免去了购买新书的费用，

节约了不少时间，我们也为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而感到幸福快乐，这也正是

我们学生会所要传达给大家的理念，在服务他人的同时，让每个人的价值

都得到些提升。 

这次书香传递活动仅仅是一个开始，希望它能够引领我们节约资源，

循环合理的利用旧物这样一种环保的行为。并且，在活动中，传达出了我

们对于同学们的关爱，帮助大家能够更加有效的挑选到学习资源，这不仅

仅是学生会想带给大家的，更希望大家把这份真挚的爱传递下去，帮助他

人，及他人所需，想他人之所想，让阳光和雨露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千机善辩，卓培雄英 

——能源与环境学院举行“至善能环”院辩论赛开幕式 

 

由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团委主办、能源与环境学院学生会学习部

承办、东南大学辩论协会协办的能源与环境学院 2013年“至善能环”院辩

论赛开幕式于 2013年 10月 13日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 J2-301成功举行。 

开幕式邀请到了我院 2013级辅导员胡晓宇老师、东南大学校辩论队队

长支昱崧学长、东南大学辩论协会组织部副部长潘杭萍学姐以及我院辩论

队领队孙子文学长。 

本届“至善能环”辩论赛活动，旨在丰富我院新生的课余生活，培养

同学们的团结、竞争、进取的精神和思辩能力；体现我院新生的青春个性

和精神面貌；鼓励同学们扩充知识、训练思维、锻炼口才、培养风度，使

学生学会表达、善于表达，感受汉语魅力，激励大家学好、用好祖国语言，

使辩论赛成为一种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形式。同时，本届院辩论赛也将从

新生中挑选对辩论感兴趣并具有辩论素养的同学来为我院辩论队补充新鲜

血液，为我院参加校辩论赛做准备。 

开幕式上，胡晓宇老师首先为本届院辩论赛致辞。胡老师表达了对积

极参赛的各班同学以及主办这届辩论赛的学生会工作人员的肯定，同时说

明了本届辩论赛的积极意义并预祝辩论赛的圆满成功。之后，由我院辩论

队领队孙子文学长发言。孙子文学长为参赛的各班同学阐述了辩论赛的核

心价值，即培养同学们的质疑精神，并鼓励新生要从多角度看待问题，用

质疑的思维去思考问题。接着，由东南大学校辩论队的支昱崧学长为新生

们讲解了本届比赛的赛制规则。在讲解过程中，支昱崧学长以风趣的语言，

为新生们举出生活中很多生动形象的事例，将辩论赛的赛制清晰明了地向

同学们阐明，同时向同学们介绍了一些辩论的技巧。支昱崧学长的精彩发

言也获得了在场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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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幕式的最后，来自我院大一 7 个班级的领队上台抽签，以决定

本届辩论赛的初赛对阵。经过抽签，初赛的对阵产生，分别是：A 组：正

方 大一 5 班 VS 反方 大一 3 班，辩题是“经典作品是否应该翻拍？”；B

组：正方 大一 6班 VS反方 大一 4班，辩题是“宽松式管理对大学生利大

于弊还是弊大于利？”；C 组：正方 大一 1 班 VS 反方 大一 7 班，辩题是

“大学生打工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D组：正方 大一 2班 VS反方 院

辩论队（表演赛），辩题是“距离是否是爱情的绊脚石？”。大一 2 班幸运

地抽到了轮空签，直接晋级复赛，他们将在初赛时与我院辩论队举行一场

表演赛。 

 

奏青春之乐章 扬学子之风采       

——至善能环院辩论赛初赛成功举办 

 

由共青团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委员会主办，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

学院学习部承办，东南大学辩论协会协办的辩论赛活动——“至善能环”

院辩论赛初赛于 2013年 10月 20号晚 18:30在九龙湖校区J2-205和 J2-207

成功举办。 

本次讲座邀请了东南大学校辩论队队员、交通学院辩论队领队、东南

大学辩论协会外联部部长王开元学长，东南大学辩论队队员、数学系辩论

队领队、东南大学辩论协会外联部副部长王兆斐学姐，东南大学能源与环

境学院学生会主席王瑜祥学长，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周

诗齐学长，以及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辩论队付心迪学长、倪宇翔学长

等资深辩手作为评委。 

初来东大，在这个师也陌生的大家庭中，大家都怀揣着展露自己卓越

辩论才华、得到他人对自己辩论能力肯定的渴望，而我们举办的“至善能

环”院辩论赛则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院“至善能环”院辩论赛

系列活动的宗旨在于：让智慧在辩论的赛场上交锋，使之得到提升，同时

也带给所有的参与者绝妙的视听享受，激发大家对辩论的浓厚兴趣；拓展

学生辩论素质，展现学生辩论才华。同时，我校辩论协会对本次“至善能

环”院辩论赛的成功举办给予了大力支持。 

本次辩论赛在院内引起广泛关注，当晚到场同学学生众多，现场辩论

氛围良好。辩手们鞭辟入里的立论、引人深思的盘问、激烈精彩的对辩、

逻辑缜密的小结……无不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一辩的立论以及四辩的针

对性盘问让所有人对辩手的论点论据有了初步的认识。二辩对辩环节逐步

将比赛推入高潮，双方二辩气势不相上下，逻辑更是缜密到让人难以挑剔。

三辩的盘问阶段双方也是竭力寻找并揪出对方的破绽，让比赛变得更为激

动人心。四辩的总结使得正反双方的论据显得更加精炼。同时最后的现场

同学自由提问环节也使大家对辩手的论题论据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使活动

到达了最终升华的阶段。 

在一番激烈角逐之后，进入复赛的四个班级已经产生，分别是大一 2

班，大一 4 班，大一 5 班，大一 7 班。经过抽签，复赛的对阵已经产生，

分别是：E组： 正方 大一 7班 VS 反方 大一 5班，辩题是“当代中国仍

应该/不应该坚持韬光养晦战略”；F 组： 正方 大一 4 班 VS 反方 大一 2

班，辩题是“当今时代，应当提倡‘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干一行’”。 

巅峰之辩，辩真辩伪辩世界；智者之论,论实论虚论人生。辩论赛是才

华的展露，是智慧的切磋，更是友谊的缔结。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本届“至

善能环”院辩论赛，后续的比赛将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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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科协 

能源与环境学院科协举办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宣讲会 

 

2013年 10月 16日晚，能源与环境学院科协举行“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创新竞赛”宣讲会在教 2-109。出席本次大会的嘉宾有能源与环境

学院副院长李舒宏教授、茅佩老师、2013 级辅导员胡晓宇老师以及三位曾

经获得国赛一等奖的学长学姐。 

会上，李舒宏院长就竞赛的意义和情况作了总结，并阐明了其对社会，

对同学的意义。茅佩老师随后向大家说明了比赛申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并对参赛者寄予很高的期望。接下来，吕金其学长和魏宏阳学长表明灵感

来源于“对生活的思考”，而魏宏阳学长则在选题方面给大家提出几点建议，

并告诫大家坚持是取得成功的必备品质。大会的最后，同学们就作品选材，

合作伙伴的选择，资源的获取等方面提出问题，由老师们和学长学姐一一

耐心解答，会后仍有同学留下来咨询，显示出极大的热情。 

此次宣讲会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前来参加的学长学姐和积

极发言的同学均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同学们对本次竞赛显现出极大兴趣，

相信在即将开始的校赛中可以看到更多优秀的创意和作品，预祝大家取得

好成绩。 

 

 研究生会 

能源与环境学院“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of 

Solid Fuels-Experimentsand Simulation”讲座圆满完成 

 

10月 19日上午 9:30，能环学院的同学们齐聚动力楼 429室，参加题

为《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of Solid Fuels-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的学术讲座。在本次讲座中，我院的沈来宏老师特别邀请了

Joachim Werther 教授作为讲座嘉宾。本次讲座的内容与我们能环学院热

能工程专业息息相关，吸引了众多师生前来参加。 

Joachim Werther 教授是国际著名流化床专家，德国汉堡工业大学教

授，从事流态化领域、能源转化利用领域研究长达四十余年，在国际流化

床燃烧学术界和工业界都享有盛誉。Joachim Werther 教授在此前也曾多

次到访我校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结识了很多我校教师和学生。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固体燃料的化学链式燃烧-实验与仿真。主要分成两

个部分：链式燃烧的理论和之后的仿真实验。教授首先从理论方面讲起，

包括化学链式燃烧的优势，具体的化学反应，机组的热态和冷态模型，等

等。之后，教授像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所做的仿真实验，并为我们播

放了一段实验现场的视频，使我们对具体的实验阶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最后， Joachim Werther教授提到了实验和仿真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和对这一技术的前景展望。 

 本次讲座一次外文讲座，尽管研究生的同学们的英语水平还不是太

高，但这并没有打消大家对于讲座的热情。所有的同学都很珍惜这一次国

际学术交流的讲座，在讲座中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一丝一毫。在讲座结束

后，同学们积极向教授提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教授也丝毫不在意

同学们还有些半生不熟的英语，耐心听完问题，并给出了详细、严谨的回

答。教授身上体现出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学者气质给到场的每一个人

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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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本次讲座，大家对固体燃料的化学链式燃烧问题有了更加深刻

的了解，与此同时，同学们也期待以后有更多的这样的国际交流的机会。 

 

能源与环境学院举办“东南大学新闻编辑培训” 全校二十多

院系四十名学生组织负责人参加 

 

10月 20日晚上 6：30，东南大学编辑培训讲座在礼东 201顺利举行，

本次讲座由能源与环境学院、能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会、东南大学研究生

会和研究生记者团共同举办，特别邀请我校《东南大学报》主编郑立琪老

师作为讲座嘉宾。随后我校各研究生新闻宣传部在动力楼 420进行文化工

作交流座谈会，建筑、研究生记者团、电气、土木、能环、校研会副主席

梅林、善研主编先后上台介绍工作，校报主编郑老师点评，能源与环境学

院辅导员陆剑敏老师出席了本次讲座，能源与环境研究生会主席李振亚主

持会议。 

郑立琪老师 1989年开始进入《东南大学报》编辑部从事新闻工作，1996

年起任《东南大学报》主编。 目前兼任中国高校校报协会理事、中国音乐

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高校校报研究会会长。近 20年来，郑立琪老师爱岗敬

业，不断探索高校校报的办报规律，努力开拓高校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为莘莘学子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与浓厚的文化氛围。郑老师朴素简易的装

束，温文儒雅的谈吐，让我们看到了编辑大家的风范，令我们倍感尊敬。

这次他不辞辛苦，于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吸引

了东南大学三个校区近百位学生会主席与部长前来参与，现场济济一堂，

原本容纳 180人的教室坐了近 200名同学。 

培训开始的讲座中，郑老师发表对大学新闻与宣传的见解和各新闻部

负责人就东南大学各期刊现状与发展方向的探讨。郑老师首先指出新闻的

范畴、传播、受众以及大学新闻的价值所在，并用 “丁肇中在南京演讲连

答三个‘不知道’获满堂喝彩”作为典型新闻引发同学们的思考。而后郑

老师对大学新闻的写作就消息、通讯、评论三个方向进行了阐述，重点强

调其概念、种类、写作特点，并对通讯和消息做出比较，各举出典型例子

加深同学们对这三部分的理解，同时高瞻远瞩，对网络时代大学新闻的“变”

与“不变”提出独到见解。最后就“美国高校校报的办报模式及其启发”

做出阐述，指出中国校报的优势与不足，高屋建瓴，发人深思。同学们对

于郑老师的讲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而郑老师清晰的谈

吐，严密的思路和不时的幽默也让我们印象深刻。讲座结束后，不少同学

向郑老师提问，郑老师也都耐心地一一作答。 

随后，我们在动力楼 420邀请郑老师举行了座谈会。建筑学院展示

《筑研》和《节点》的办刊历程、研究生记者团展示《东南研究生》的办

报思想、校研会用精致的 ppt展现了《简报》、《研会风采录》和《善研》

的精彩内容、土木学院《吾言》展现了 90 周年院庆风采、电气学院《身呼

吸心生活》细致地关怀研究生心理健康。郑老师对各新闻部工作个性化的

工作表示了肯定，并建议我校各新闻组织形成统一的宣传平台，将东南大

学学生文化生活上升到更高的台阶。 

本次新闻编辑培训让大家受益匪浅。不仅丰富了新闻编辑知识，拓宽

了新闻宣传的视野，而且为各院系交流文化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参加培

训的同学表示，“通过这次编辑培训，我认识到，我们东大人在新闻宣传

工作中做出了这么多精彩的刊物，我们东大人藏龙卧虎，以后我们要努力

多沟通，为东大新闻灿烂的明天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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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作预告 

时间 活动 承办部门 

10 月 22 / 24 / 29/ 31 日 

11 月 05 / 07 日 
生活小贴士 

院学生会 

11 月 2 日 校文明宿舍检查 院学生会 

11 月 1 日-11 月 3 日 校运会 院学生会 

10 月 24 日 “聚焦讲座”第一场 院学生会 

10 月 26 日 
华海·“E样年华”院新老

生联欢晚会 
院学生会 

11 月 3 日 至善能环院辩论赛决赛 院学生会 

11 月 28-29 日 至善能环院辩论赛复赛 院学生会 

10 月 28 日-11 月 1 日 文化沙龙活动 院团委和院学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