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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东南 七叶树
科 属院 七叶树科七叶树属 开花时间院5 月上旬 结果时间院 10 月上旬 拍摄地点院四牌楼校区五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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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岩冶于律己 殚精野璧冶力
要要要访人文学院青年学者洪岩璧

5版
野01冶指挥员胡旭东院厉兵秣马 1038天袁
终迎长征五号 B 惊世一飞

野东南在线实验冶开创在线教育
实验新模式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东南大学官方微信 东南大学官方微博

6版

我校召开思想政治工作推进会
2版

热心党员开野网店冶一分钱可以晒被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开展
野党员进宿舍袁线上耶云爷服务冶活动

3版

拍花小语院汉语中有象形字袁植物中
也有因形得名的遥 七叶树是高大的落叶
乔木袁碧绿的叶子比手掌还大袁掌状复叶
由 5~7 小叶组成袁由此得名遥 七叶树树干
耸直袁冠大荫浓袁初夏繁花满树袁硕大的白
色花序似一盏盏华丽的烛台袁 又似羊角
伸出袁蔚然可观遥 初识七叶树在玄武湖郭
璞墩袁孤植在湖边袁刚巧是花季袁非常引人
注目遥 后来在南京林业大学见到很多高
达 10 余米的大树袁方知七叶树不但是美
丽的园林观赏植物袁更是优良的行道树遥

四牌楼校区金陵院南面有处小花
园袁几棵鹅掌楸中杂有一棵七叶树袁但忽
地它就不见了遥野我确实在此地见过吗钥冶
几乎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了袁 心中遗憾这
唯一的一棵就此消失遥 今年立夏后袁石榴
火红竞艳尧黄金树展颜清香尧溲疏晓白尧
珊瑚树点翠袁陆续开花的它们都已熟识袁
信步来到了五五楼袁 竟发现了一棵高大

的七叶树遥 它标志性的羊角花序在无患
子尧桂树尧臭椿的包围中伸展出来袁如此
高远袁 兴奋地喊来了宣传部的老师细拍
此树遥野它的睫毛刷得不错啊浴冶镜头中的
七叶树花蕊根根分明袁翻卷上翘袁这样的
比喻多么形象遥 我沉浸在野失而复得冶的
喜悦中袁这是观察植物的乐事之一遥

五五楼建于 1955 年袁由著名建筑学
家杨廷宝教授设计袁 属于南京工学院时
期建筑袁白色外墙袁立面朴素严谨袁因地
处校园东北角袁顺势盖成了 L 形袁师生多
从位于拐角处的小门进出袁 朝西的正门
掩映在绿树之中袁少有人经过遥 正门有不
大的门廊袁方方正正袁每次见到心中便涌
起一股怀旧的情愫遥 细看门廊的横柱上
三面皆有祥云样的线条勾勒袁 设计师未
在其中描绘图案袁只是留白袁这样的中西
合璧尧量体裁衣尧洗练凝重恰是杨廷宝大
师的建筑风格遥 渊木 子冤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上午袁 东南大学教
育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十六尧十七次会
议在九龙湖校区举行遥 校党委书记尧教育
基金会理事长左惟袁党委副书记尧教育基
金会副理事长郑家茂袁党委副书记尧教育基
金会监事会主席任利剑袁副校长尧教育基金
会副理事长丁辉袁副校长尧教育基金会常务
副理事长黄大卫以及理事尧监事参加了会
议遥

会议审议通过了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及 2020 年度工作计
划尧2019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0 年度财务
预算袁表决通过了叶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留本基金管理办法曳 等 4 条办法尧3 个事
项遥

左惟在讲话中对基金会近年来取得的
工作成效表示肯定袁 他指出袁2019 年是基
金会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袁 到账
善款突破一亿元尧海外基金会的成立尧存量
资产突破五亿元等都是标志性的工作业
绩遥 他针对相关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袁并
强调基金会的运作和治理要向规范化尧制
度化迈进袁完善整体组织构架尧决策流程和
体系遥 他希望理事会成员和基金会工作人
员都能通过不断加强相关专业知识学习袁
增强知识储备袁充实尧完善专业知识结构袁
提升业务能力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袁更好履
职尽责遥

监事会主席任利剑在讲话中说袁 制度
是实践的总结袁此次会议讨论的各项办法袁

更是从基金会乃至学校整体层面制度的修
订和完善遥 他着重强调了内部管理的重要
性袁 希望基金会加强与学校各部门的沟通
协调袁深度优化组织架构袁促进制度体制完
善遥

2019 年袁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围绕树
立一流意识尧围绕一流目标尧贯彻一流标
准袁结合学校的总体发展目标袁强化责任
担当袁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袁广泛联络
校友及社会各界袁筹集资金尧集聚资源促
进学校发展尧服务师生需求袁取得了显著
成效遥 2020 年袁教育基金会将结合学校规
划目标袁 为早日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尧
东大气质尧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
力拼搏遥 渊丁倩文冤

中大医院对援鄂重症护理天团进行表彰

我校在哲学、数学类、物理学类和化学四个专业（类）中开展强基计划
招收培养关键和紧缺领域的国家战略预备队

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举行第三届理事会第十六尧十七次会议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袁深入落实叶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曳袁根据教育部叶关于在
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
的意见曳等文件袁经批准袁我校 2020 年开展
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渊也称野东南大学强
基计划冶冤袁探索多维度考核评价模式袁选拔
一批有志向尧有兴趣尧有天赋的青年学生进
行专门培养袁 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
备人才袁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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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强基计划招收两类学生袁一
是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袁 二是相关学科领
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遥 高考出分

后袁对于第一类考生袁我校依据高考成绩袁
按照野分数优先尧遵循志愿冶的原则袁按考生
所在省份各专业计划数的 4 倍分别确定各
专业入围高校考核考生名单 渊末位同分均
入围冤遥 学校考核包括体育测试和综合能力
测试袁其中体育测试实行合格考曰综合能力
测试分专业进行袁 测试方式包括笔试和面
试遥 综合能力测试成绩由笔试和面试成绩
组成袁其中笔试成绩占比 60%袁面试成绩占
比 40%遥 最终学校根据相关省份强基计划
的招生名额袁按照野分数优先冶的原则分专
业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确定强
基计划预录取名单遥 其中袁综合成绩=高考
成绩渊折算成满分 100 分冤伊85%+高校考核

综合能力测试成绩 渊折算成满分 100 分冤伊
15%遥

学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制
定独立的培养方案袁 本科阶段旨在夯实基
础学科能力素养袁培养学生创新意识袁激发
学生创新欲望曰 硕博阶段在本学科或交叉
学科有深入研究袁并做出创造性成果遥 培养
方案包括实行完全学分制袁本科采用 3 至 4
年的弹性学习年限曰 构建贯穿本硕博的培
养体系曰实施野本科生导师制冶袁科研平台开
放共享袁提升学生科研能力曰实施野以学生
为中心冶的小班授课曰强化野个性化冶自主发
展学分和课程袁激发自主创新潜能袁挖掘学
生的个性潜质曰 构建跨文化互融的国际交

流环境与育人平台等遥
据悉袁 对于强基计划录取的同学袁 学

校还将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激励保障机
制袁包括院对政治思想表现良好尧学业优秀
的学生袁100%推荐免试研究生袁对其中具有
较强研究潜力和创新意识的学生袁 推荐直
博曰对品学兼优的学生袁在本科阶段优先享
受国家奖学金尧校长奖学金等高级别奖励袁
在硕博阶段享受最高级别学业奖学金曰本
科阶段袁 全额资助强基计划学生整建制赴
海外国际高水平大学学习交流一学期袁为
每位学生提供至少一次参加国际高水平竞
赛尧国际暑期学校尧国际联合毕业设计等各
类国际交流项目或活动的

本报讯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袁今年我国的主题为野致敬
护士队伍袁携手战胜疫情冶遥 5 月 8 日下午袁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举行的野5.12冶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上袁医院特别授予援鄂
重症护理天团野抗疫护理突出贡献奖冶遥会上还对优秀护理集体尧
优秀护士尧护理创新尧护理论文等进行了表彰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袁 中大医院的白衣天使们闻
令而动袁纷纷请缨出战奔赴湖北遥 中大医院先后派出了李宗育尧
吴罡尧邓猛尧顾德玉尧高伟尧郑智宙 6 名重症骨干护士以及重症护
士长李晓青驰援湖北遥 2 月 11 日袁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李晓青
护士长驰援湖北黄石袁 担任黄石市中医院重症护理组组长遥 在
黄石的重症病房奋战了 47 天袁她配合完成近 10 例气管插管尧完
成黄石市中医院首例危重新冠肺炎患者俯卧位尧 完成首例有创
压力监测尧 施行首例持续肾脏替代治疗的护理 渊下转二版冤

日前袁九龙湖校区中心大草坪整修完毕 杭 添 摄

渊下转六版冤

庚子风云起袁楚天大疫至遥
东南有中大袁大医克时艰遥
医者德之宗袁人命重所倚遥
白衣为战士袁逆行战武汉遥
悬壶济苍生袁何惧鬼门关遥
把脉诊患者袁危重转为安遥
救命如救火袁医护救大难遥
奋战经旬月袁青丝尽霜染遥
华中疫方息袁东北又告急遥
输入有病患袁疲惫情何堪遥
征衣未及脱袁金陵未及还遥
转战黑龙江袁国医战犹酣遥
昔禹为治水袁三过家不还遥
吾今有国士袁国泰方民安遥
丘山扬海波袁奋进在东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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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睿教授团队在微能源
回收利用方向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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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画邱海波及中大医院赴武汉医疗队

李瑞清的奇异书风:
颤笔在篆书与魏楷书的应用

8版

寒假回至家中时袁 离除夕已只
剩短短一周遥 正欲遵循往年传统在
购置年货尧 参与大扫除等活动中体
味年味时袁 我却在热搜上瞥见了新
冠病毒的出现遥 可当时刚打开的休
闲心悄无声息地盖过了警惕心袁草
草浏览过后这条消息也就随着滑动
的屏幕消失在了我的脑海中遥 我从
未想到袁 随意丢置在脑后的一条信
息袁 会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铺天盖地
地彰显着它的威力遥

不安窑恐惧

微信尧QQ 等消息页面均被有
关这一病毒的新闻尧讨论占据袁渐渐
地袁 我不再只是远远地隔着屏幕看
另一端的人们火热地讨论着这一话
题袁身边的家人尧朋友也都开始三句
不离新冠病毒遥 虽然这已成为人们
的必谈话题袁 可大家似乎都觉得这
个问题只发生在武汉等地袁 换句话
说袁 想着病毒不会到我们这一个小
农村遥

武汉封城了遥
疫情开始向全国扩散袁野口罩冶

开始与疫情一起袁被频繁提及袁家中
曾被置于一隅的口罩在此刻发挥着
重要作用遥但那种感觉不是恐惧袁而
是担忧遥担忧源于新闻袁源于武汉日
益严重的疫情遥

温州封城了遥
当大家开始讨论封城的消息

时袁已经有人开始讲起封村的事了遥
疫情的发展速度真的很快袁 曾以为
的遥远短短几天却似乎变得近在咫
尺遥

野你知道吗袁我表哥的一个朋友
确诊了遥 冶

当我看见同学发来的这条消息
时袁震惊尧难以置信尧恐惧噎噎我始
终无法想象这种事情会这么活生生
地出现在自己身边遥 这是她们村的
首例遥她告诉我袁每天看着疫情图上
的颜色日益变深袁 没有办法让自己
不害怕遥

镇上出现病例遥

封村了遥

静心窑充实

突然被迫居家袁 习惯了外出走
走的我一时有些不习惯袁 真要就这
么一直在家躺着吗钥 当然不可能袁
也不愿遥 大家总是开玩笑说同一个
世界袁同一个妈妈袁我时常想不通袁
仅仅是待在家中袁 为什么我妈总是
可以找出做不完的事情遥

野因为这些事情平常都是我一
个人做的啊遥 冶

她说得平淡无起伏袁 可却听得
我内心一顿遥家务袁从来不是全权属
于父母的范畴袁 没有力所能及地付
出袁哪能心安理得地独自享受遥

空间距离的缩短袁 似乎真的有
益于心灵距离的拉近遥 没有外出活
动袁 家中的事情大家都十分乐意去
完成袁且完成得漂亮遥在无聊的时光
里袁 家务竟也充满乐趣遥 最吸引我
的袁是厨房遥

到了饭点袁 和弟弟抢着给妈妈
当帮厨袁 洗菜切菜这些琐碎的小事
竟如游戏般欢乐遥 每当端起热腾腾
的饭菜袁 爸妈总是带着点小得意地
告诉我们袁 家中备着丰富的食物是
多么重要遥起先还能变着花样地吃袁
可库存的事物表示不再支持这样的
做法遥那天爸爸开玩笑说袁这样的饭
菜现在可算是大餐了遥

那段时间袁 我想要制作小食物
的愿望非常强烈袁 每天和家人讨论
着新看见的食物制作教程袁 试图征
服厨房遥 自己动手的快乐真的难以
想象袁 成功了就得意扬扬地和家人
炫耀着成品袁 失败了就坐在一起吐

槽遥
幸福也许就是在这样一段特殊

时期袁 能和你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每
一天遥

希望窑阳光

野哪有什么岁月静好袁不过是有
人替你负重前行遥 冶

曾经看到的这一句话袁 在这个
特殊时期让我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了
其中的情感遥

有人抱怨说待在家中无聊袁可
是在前线奋战的所有可爱的人们袁
他们每天拼命地和时间赛跑袁 站在
危险边缘袁身体精神双重负担遥与之
相比袁我们何来抱怨遥

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的感同身
受钥

最初思考这一问题是因为王源
的一首歌 叶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
身受曳袁我想袁有些时候袁是存在的遥
我很喜欢看新闻频道中播放的 叶封
城日记曳袁了解他们的生活袁听听他
们的感受袁跟着一起感动落泪袁一起
开心微笑噎噎

网上说袁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遥
在不同的时间看这句话总会带给我
新的感触遥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袁我
想袁 当我们战胜一切再回来看这句
话时袁我们也许会觉得袁不是无数的
困难袁使今年被定义为不平凡袁而是
克服一切的我们袁 造就了这一年的
不平凡遥

阳光必将穿透阴霾袁我们这儿袁
花开了遥

你们呢钥

于平淡中捕捉幸福
林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