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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 18 日军训时一学姐遵守承诺，为我们班同学唱歌，大家深受

感动。 （材化 131 刘代垚）

（2）9 月 28 日材料 122 祭拜了大学城内的孔子雕像，纪念孔子诞辰

2564 周年。 （材料 122 周顾帆）

（3）作为大一新生，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为 12 月 14 日的四级考试做

准备。 （高分子 134 时坤）

（4）10 月 10 日全班为我过生日，同学们的祝福形式新颖，让我感受到

了金材 131 大家庭的温暖。 （金材 131 钱伟）

（5）2013 年 10 月 12 日晚，材料学院团委、学生会、学生通讯社和志

愿者团、心理辅导站等社团进行了招新面试，近 150 名同学参加了此次

面试。 （院学通社 严鹏）

（6）我们班组织委员为促进同学间的关系组织全班去淹城秋游，第一

次集体活动大家都很尽兴。 （高分子 132 郭亮）

（7）平翘舌音不分，舍友变“色友”。 （无机 131 李心悦）

（8）材化 132 于 10 月 13 日晚在辅楼 304 紧急集合，正式开始备战学

院新生辩论赛。 （材化 132 李志豪）

（9）10 月 18 日材化 111 开展环西太湖骑行，并露营一晚，该活动很好

愉悦了同学们的身心。 （材化 112 范小兴）

（10）10 月 19 日高分子 122 到中华恐龙园秋游，同学们体验了该园新

项目“14 号医学研究所”。 （高分子 122 文江福）

（11）近日，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继续深入，学校中层干部

以及学院领导陆续与各自对口班级进行多种形式的热切交流，倾听同学

心声，了解学生动态。 （院学工办）

（12）10 月 20 日，金材 122 自建的 MeeT 车队成员们从学校骑行至新北

紫荆公园，行程 35 公里。 （金材 122 李国炜）

（13）近日。新能源材料、无机专业和材化专业二三年级分别参观了常

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和上海振华重工（集团）常州油漆有限公司。通过

参观，同学们对自己的专业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同时，也对未来有了更进

一步的规划。 （院学工办）

喜 报
（一）材料学院在由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材料学科实验教学研

究会主办，东南大学承办的“艾默生创新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

赛中斩获佳绩。王建华教授和魏伟副教授作为团队指导教师获得了优秀指导

教师奖，金材 101 班张钰姝、陈叶青同学和金材 102 班刘靓同学作为正式参

赛队员分获一等奖、二等奖、二等奖，作为候补队员的金材 112 班陈晨同学

也取得了优胜奖，我院参赛师生还取得了团队优胜奖。

（二）在刚刚过去的 2012-2013 学年中，材化 102 冯皓、材料 111 魏应

强、金材 111 杨星梅三位同学在各方面表现优异，荣获国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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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分析是金属材料试验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采用定量金相学

原理，由二维金相试样磨面或薄膜的金相显微组织的测量和计算

来确定合金组织的三维空间形貌，从而建立合金成分、组织和性

能间的定量关系。本版则是由封面照片引入，向读者讲述、分析

解读照片背后的故事。

栏目责编：

9 月 11 日-12 日，是我校 2013 级

新生报到入学的日子，武进校区秋水长

天，丹桂飘香，来自全国各地的 5300

多名莘莘学子齐聚常大若愚湖畔。为了

做好材料学院 320 多名新生的接待工

作，学院志愿者团在开学初就进行了周

密的安排，从火车站接站，到现场引导、

代办手续、安排宿舍……志愿者们用微

笑和热情让新生们体会到了材料学院

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值得一提的是，为

了方便新生行李运送，学校今年租借了

一百多辆超市购物车作为“成长接力手

推车”供新生使用，志愿者们也会帮着

行李较多的新生运送行李，于是就有了

校党委宣传部包海霞老师拍摄的这张

封面照片。

新生接待，只是学院志愿者工作的

一个小的缩影，自 2003 年 9 月材料系

（现材料学院，下同）03 级新生在武进

校区报到入学至今，材料学院学生已在

武进校区学习、生活了整整十年，而学

院的志愿服务工作，也经历了十年的发

展和变迁，十年来，学院的志愿服务工

作从单一的社区义务劳动变成了涵盖社区互动、特殊群体帮扶、大型活动服务等多元化服务

体系；从当时单一由系学生会组织学生参与，变为成立专门志愿者团负责志愿服务工作；而

诸如“废旧材料变废为宝宣传进社区”等志愿活动也逐渐体现出了材料专业的特色。更为重

要的是，一大批参与志愿服务的同学，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愉悦了自身的精

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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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系爱心社志愿者赴常州夕阳

红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

材料系爱心社志愿者在湖塘镇古方社区开展

防火防盗义务宣传

（2003-2005 年）兴起——初到武进，结缘“一加”
2003 年 9 月，江苏工业学院（现

常州大学）新校区——武进校区建

成投入使用。作为“大学城拓荒者”

的 2003 级学生，很多课外活动的开

展还是离不开白云校区学长们的指

引，因此材料系 03 级学生的志愿服

务仍然停留在白云校区，如为白云

新村的孤寡老人打扫卫生以及为花

园新村的农民工子女进行义务家教

等等。

2004年，随着04级学生的到来，

武进校区逐渐热闹起来，在此基础

上，材料系在武进区的志愿服务冒

出了点点星火。我系联合法政系（现

文法学院）一同与常州“一加”爱

心社合作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团体—

—爱心社，标志着材料系在武进校区

的志愿服务正式开启。材料系爱心社

志愿者开始不定期到武进区夕阳红

敬老院等机构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05 级学生入学后，材料系学生的

主体逐渐倾移至武进校区。系爱心社

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陆续与湖塘

镇古方社区、降子社区、武进特殊学

校等建立了共建关系。同时，系爱心

社还联合“一加”爱心社在武进校区

开展志愿服务宣传，号召更多的大学

生投身志愿者工作中。我们大学生也

在这一次一次的志愿活动中得到了

真正的锻炼，体验了无私奉献中的快

乐！

材料系爱心社联合常州一加爱心社在武进校

区开展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因为年轻 所以未觉 金相分析

—8—

材料学院志愿者开展材料分类回收再利用进社

区活动

省人大副主任柏苏宁与在常州天爱儿童康复中

心服务的我院志愿者亲切交流

材料学院志愿者与常州龚家社区举办联合文艺晚会

（2006-2010 年）稳进——整合资源，发挥优势

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材料学

院志愿者的服务对象逐步增多，服

务范围逐渐变广，志愿者的足迹已

经遍布武进区、钟楼区、天宁区等

常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志愿服务也

已不再停留在单纯的帮扶弱势群

体献爱心上。因此，学院于 2008

年将原先的爱心社以及院学生会

中的志愿者部整合成立了材料学

院志愿者团，下设两个个服务小分

队，分别负责对校内、校外的志愿

服务，对于大型活动，则合二为一

共同参与。

2010 年学校更名为常州大
学后，材料学院还为志愿者们定

制了风格独特的红马甲。从此，

印有“常州大学材料学院青年志

愿者”标志的红马甲，出现在了

常州天爱儿童康复中心、常州聋

人学校、武进长安社区、湖塘乐

购广场等各类场所，火红的爱心

和热情传递给了自闭症儿童、聋

哑学生、孤寡老人乃至普通的路

人。

材料学院第三届志愿者团团

长王永磊回忆道：“北京奥运会

后，全国掀起了

一股志愿活动

的热潮，我们抓

住机遇，大胆创

新，一步一步将

我们的志愿者

团做大做好。”

正是秉持这一

理念，志愿者团

成员大胆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