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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共青团中央表彰了全国优
秀共青团员尧共青团干部和全国五四
红旗团组织袁其中我校建筑学院
015151 团支部获得野全国五四红旗
团支部冶称号遥

他们慕野景冶而来袁向往野高山仰
止袁景行行止冶之高尚品德遥 他们笃行
野嚼得菜根袁做得大事冶之中大精神遥
他们谨记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冶之坚
定誓言遥 他们追求野日新臻善袁止于至
善冶之崇高境界袁努力成长为具有家国
情怀和国际视野尧担当引领未来和造
福人类的领军人才遥

2015 年 8 月袁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景观系 015151 团支部正式成立遥
同走一段路袁同赏一片景袁三十个景
园人的故事便由野景冶串联袁他们同舟
筑景袁躬行问景袁书山探景袁微善亮
景袁欢乐点景袁日新臻善景袁只为臻于
至善之境遥

支部建设自上而下袁 层层渗透遥
学院团委引领支部发展袁支部导师指
导支部建设袁以工作室围合为基础组
建团小组袁共同形成以纵向专业和扁
平化班级相结合的纵横模式团支部
组织架构遥

党有号召袁团有行动遥 支部落
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袁以支部精神
为核心袁以组织架构为线索袁以磐

石计划为凝聚契机袁助力支部提升
成长遥 支部策划举办了一系列的活
动袁团委吴洁莹策划野国旗团支部遇
上国旗护卫队冶特别升旗仪式袁献礼
祖国华诞袁凝聚爱国情感曰班主任吉
倩妘结合团课开展班会袁阐明自身专
业与祖国发展之关联袁自我使命与国
家目标之契合袁引领团员青年追梦圆
梦曰团支书开展野新思想公开课冶袁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解读重要讲话精神袁坚定青年
团员理想信念等等遥

一路高歌袁015151 团支部先后
获东南大学野先进班集体冶 野优良学
风标兵班冶 野国旗团支部冶 野江苏省
五四红旗团支部冶 野江苏省优秀班
集体冶 野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冶荣誉
称号遥

同舟筑野景冶

社会万象是他们的沃土袁弱冠之
年的他们透过社会实践与 野磐石计
划冶袁思考集体尧社会与时代袁传播家
国情怀遥

支部社会实践成果丰硕袁野舌尖
上的南京冶项目获东南大学社会实践
十佳提名袁并被南京电视台报道遥

2016 年袁野墙里秋千墙外道冶袁立
足十三五 野不再建设封闭式住宅小
区冶新规划袁结合专业学习袁把握国家

建设发展的时代脉搏遥
2017 年 袁 野Generation Album

90袁90冶袁 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
青年人的期待袁着眼自身袁客观看待 90
后的时代特征与时代角色袁 引领青年
结合个人奋斗目标与国家发展建设遥

2018 年袁野行海丝遗路袁 扬文明
互鉴冶袁响应野十九大冶野做一带一路积
极践行者冶的号召袁专业知识助力遗
产保护袁身体力行传播丝路文化遥

2020 年袁 以多种方式支持疫情
防控遥 录制野为武汉加油冶视频袁开展
主题活动袁抒发景观青年人疫情下的
感悟曰参与野暖心帮对冶袁对接湖北同
学校友袁学习打卡袁解疑鼓劲遥

步履不停袁015151 团支部已连
续三年获校级磐石计划重点项目立
项袁单次活动参与者尧观展受影响者
覆盖团尧 院及社会人士二百余人袁他
们野知行合一袁日新臻善冶遥

躬行问野景冶

书山有路袁图海无涯遥 图纸模型
尽显才华要要要13 次课程作业背后袁
是 450 余份精美图纸袁 是 1000 余个
精致模型袁是 60 余份优秀作业遥

课外研学热情高涨袁2017 年度袁
以学院五分之一的人数包揽五分之
三的国创与省创项目遥

野机械冶联合教学袁成员领衔野虚
欹器冶袁 以盈亏理学阐述中式独有的
平衡与内敛袁受邀威尼斯双年展遥

学业拓展袁硕果累累院世界遗产
测绘尧专业国际竞赛袁优秀案例探访袁
是我们携手探索的方向曰 践行真知袁
步履不停院城市观察更新袁社区改造

提升尧园林考察实习袁是我们并肩共
赴的战场遥

止于至善袁 支部共计 22 人获国
家奖学金尧校长奖学金尧优秀学习生袁
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等校级及以上
奖学金和各大奖项 100 余项遥

书山征途袁他们勇往直前遥

书山探野景冶

以己之善袁点亮微光是 015151 支
部成员的信念遥 015151 团支部作为第
三届数字景观国际研讨会的志愿者团
队袁精诚合作袁助力会议召开袁为学界创
造盛景袁策展尧注册尧后勤袁样样能干曰前

工院尧逸夫楼尧中大院袁处处生辉遥
支部成员领衔的 野小小建筑师冶

为江苏省优秀志愿者团队袁在校团委
的引导下袁学院党委尧团委的指导下袁
致力于儿童公众参与意识尧主人公意

识的培养与社区环境的营造更新曰在
野东南窑中国建筑新人赛冶 野试界要要要
高中生志愿指导冶 野成贤微课堂冶
野公益骑行冶等二十余项志愿活动中袁
都有支部成员努力的身影遥

微善亮野景冶

团学联尧社团中的他们是中流砥柱遥 校庆院庆中的他们
奔波忙碌袁东南大学校园文化文创制作渊曹息尧陈雪纯参与冤尧
悬铃木红围巾渊谢祺铮在沈颖老师指导下设计冤尧历久弥新视
频渊曹息供稿中大院水墨渲染冤尧院庆专刊排版渊杨宇欣尧陈雪
纯尧李鑫同学参与冤等等袁处处是他们的用心用情遥

建筑学院院运会上的他们团体第一袁共度佳节的他们欢
笑吃鸡袁学弟学妹眼中的他们和善靠谱袁微信平台上景观之
声远扬遥 他们野动若脱兔袁日新臻善冶遥

这就是他们袁015151 团支部遥

欢乐点野景冶

本报讯 野五一冶国际劳动节期间袁在
校学生纷纷投入野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冶卫
生宿舍创建等系列活动袁度过了一个特别
的劳动节遥

在 5 月 1 日当天袁野防疫有我 爱卫同
行冶卫生宿舍大创建活动开启遥 当下做好
宿舍卫生清洁是校园疫情防控的重要环
节袁 学校党委学工部联合各个院系以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为契机袁 鼓励人人动手
大扫除袁守望相助克时艰遥 在校本科生积
极参与袁表现出极大的劳动热情与奉献精
神袁宿舍内尧实验室尧工作室普遍焕然一
新遥 同时袁学生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袁 组成志愿者先锋队认真清洁宿舍围
合尧楼梯间等公共区域袁用自己的劳动为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贡献力量遥

为鼓励在校生在战野疫冶中坚持良好作
息袁 增强身体素质袁 在感受自然中放松身
心袁 特别是给返校毕业生留下一段专属于
野九龙湖之春冶的记忆袁野我要动起来冶五一
校园健身和野春到九龙冶风筝设计与放飞活
动举行遥 活动倡议在校生每天 8:30 前在校
园内运动 30 分钟以上并通过运动软件打
卡记录袁 或通过线上预约报名的方式分时
段参与放风筝尧踢毽子尧跳绳等运动项目或
参加手绘风筝趣味游戏袁 鼓励学生以更饱
满的精神面貌投入未来的学习生活中遥

当前正是返校毕业生开展毕业设计
的关键阶段袁为切实帮助学生解决毕业设
计中的困难与问题袁学校组织毕设野加油
站冶活动袁号召各学院结合学院实际和毕

设进度安排袁 邀请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
长尧青年骨干教师尧科研基础扎实的研究
生以及优秀本科生等袁 通过线上交流尧座
谈尧 知识竞赛等形式与毕业生充分交流袁
有效提升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
学术研究水平遥 渊孟 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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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野五一冶期间开展系列活动

兼容并蓄袁百花齐放遥 脚踏实地袁
心怀梦想遥他们以自信自强尧朝气蓬勃
为底色袁 以锐意进取尧 勇于革新为华
彩遥 愿立鸿鹄志袁共凝团结心袁日新臻
善景袁勇做领军人遥

为 015151团支部点赞浴

015151团支部步履不停

希望这群充满热情的东大人

继续谱写属于他们的理想浴

本报讯 5 月 7 日袁 海外教育学院在四牌
楼校区成园举办饺子宴遥专业厨师教留学生们
学会了包饺子袁留学生们纷纷表示很喜欢这样
的活动遥

来自乍得的巴卡说院野今天我学会了一门
中国手艺袁还吃到了美味袁真开心浴 渊唐 瑭冤

留学生巴卡
正在学习炒青豆

本报讯 近日袁东南大学国际分子铁电科
学与应用研究院暨江苏省野分子铁电科学与应
用冶重点实验室团队发现了具有七个物理通道
开关的热致变色铁弹体遥 相关工作以题为
野The First Chiral Thermochromic Ferroelastic
with Seven Physical Channel Switches冶 的学术
论 文 在 化 学 领 域 顶 级 期 刊 叶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曳上发表遥 此外袁该
论文被选为 VIP渊Very Important Paper冤遥据悉袁
只有不到 5%的接收论文才能获得如此积极的
评价遥

在信息化时代袁电子智能设备的信号处理
和加密显得至关重要袁具有多重物理通道双稳
态开关特性的多功能材料成为后起之秀遥众所
周知袁一把钥匙对应一个锁袁假如我们将财产
放进保险柜中袁我们就多了一层防护遥类似袁每
增加一个物理通道袁就是增加一层保障遥 基于
此袁我们报道了首例具有七个物理通道的手性
化合物袁可以对信息进行七层加密处理袁使信
息安全更加可靠遥

早在 1999 年袁Wataru Fujita 等人在叶Sci鄄
ence曳 上就已经报道了磁双稳态渊Science1999,
286, 261–262冤遥 在 1,3,5-trithia-2,4,6-triaza鄄
pentalenyl渊TTTA冤分子中观测到一个明显的
磁双稳态回线发生在 230 K 到 305 K 温度范
围内遥 它的高温相为顺磁相袁低温相在二聚作
用的影响下具有抗磁性遥三年后袁M. E. Itkis 等
人在叶Science曳上报道了在非那烯基中性自由
基产物中发现了电尧光尧磁三个物理通道的双
稳态特性渊Science2002, 296, 1443–1445冤遥 直
到 2014 年袁 熊仁根教授团队在 叶Advanced
Materials曳上报道了高碘酸咪唑渊IPI冤化合物具
有介电尧压电尧SHG 和铁电和机电耦合等五个
物理通道的双稳态渊Adv. Mater.2014, 26, 4515
–4520冤遥由此可见袁每增加一个物理通道都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袁在分子铁电野似球-非球冶原
理和手性引入的指导下袁我们利用手性配体进

行合成袁将手性开关引入其中袁成功组装得到
了 (R-CTA)2CuCl4 和 (S-CTA)2CuCl4 (CTA
= 3-Chloro-2-hydroxypropyltrimethylammo鄄
nium) 袁这两个化合物在介电尧电导尧二阶非线
性尧压电尧铁弹性袁手性和热致变色这七个物理
通道上具有开关特性遥其中热致变色特征尤为
耀眼袁区别于传统的相变材料袁这为双稳态开
关提供了光谱加密的新灵感遥

(Rac-CTA)2CuCl4袁 (R-CTA)2CuCl4 和
(S-CTA)2CuCl4 的相变点分别在 361, 417 和
420 K 附近袁随着温度变化袁相变温度以下的
低温相和相变温度以上的高温相的介电常数尧
电导率尧压电系数尧SHG 信号强度均呈现出可
切换的两种稳定的状态遥

此外袁 这对手性化合物还具有铁弹性袁铁
弹相变往往伴随着铁弹畴的演化遥 在正交偏振
光下袁不同取向的铁弹畴具有不同的双折射特
性袁从而呈现出明暗不同的结构区域遥(S-CTA)
2CuCl4 和 (R-CTA)2CuCl4 的晶态薄膜在室
温下呈现出清晰的三角形铁弹性结构遥 当温度
高于相变点时袁铁弹畴迅速消失袁呈现出立方
对称的消光特性遥 在随后的冷却中袁规则的铁
弹畴又很快显现袁表现出明显的开关特性遥

除了铁弹性外袁这一对手性晶体还展示出
可转换的热致变色的性质遥 室温下袁(R-CTA)
2CuCl4 和 (S-CTA)2CuCl4 晶体对光的吸收
均低于 540 nm袁与它们呈现的黄色外观一致遥
随着温度的升高袁电子吸收带的吸收边缘发生
红移遥 当温度超过相变点达到 423 K 时袁吸收
边移动到 580 nm袁 这也与晶体受热变成橙色
一致遥利用热致变色特征对光谱加密和信号检
测进行特定的处理袁这为开发新型加密技术带
来新的思路遥

该工作在博士生陆思祺渊第一作者冤等人
的共同努力下完成袁 东南大学为第一通讯单
位遥 该成果得到野东南大学十大科学与技术问
题冶启动培育基金的资助遥 渊化 宣冤

我校科研团队发现具有七重
物理通道开关的热致变色铁弹体

本报讯 日前袁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教学研究分会公布
了野中国高校耶金课爷建设推进
平台计划冶 课题立项名单袁土
木学院邱洪兴教授尧陆金钰副
教授牵头的野新工科背景下土
木类耶金课爷课程群建设探索
与实践冶获批立项袁被列为重
点课题遥

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和教育部叶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落实的通知曳精神袁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教学研究分会于 2019年
底启动了野中国高校耶金课爷建设
推进平台计划冶课题申报工作袁经
资格审查尧专家网络评审袁最终遴
选出立项课题 10 项袁 其中重点
课题5项尧一般课题5项遥

土木工程学院申报的野新
工科背景下土木类 耶金课爷课
程群建设探索与实践冶课题旨
在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
发展需要袁发挥我校土木类专
业长期积淀传承的经典教材尧
精品课程资源优势和土木工
程学科优势袁以野创新引领尧德
智相融冶 作为建设总体目标袁
在课程体系重构尧课程资源建
设尧教学模式革新尧示范金课
打造尧制度保障健全等五个维
度实施系列研究与探索袁旨在
建成一批体现育人元素尧融合
信息技术尧 反映学科前沿尧填
补专业空白尧引领全国的土木
类野金课冶课程群遥 相关课程资
源和教学理念将在全国范围
内共享和推广袁发挥引领和示
范辐射作用遥 渊吴 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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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瑭 摄留学生们正在向师傅学习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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