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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上午，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冯

刚同志应邀来校为学校全体政工干部作了

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不断提

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专

题辅导报告，校党委书记李忠云同志主持

了报告会。 

冯刚司长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要将学习十八大报告精神作为当前首要的

政治任务。他说，思想政治教育要具有世

界眼光、中国情怀和时代特色，要善于梳

理总结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的成就，要关注时代

发展特点和党的战略部署，要将学习十八

大精神与实际工作推进结合起来，充分认

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他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关系国家

民族发展和每一个家庭及大学生的战略工

程、希望工程、民心工程和基础工程，要

将国家发展与大学生个人成长结合起来，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真正做到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

成长，促进青年学生顺利就业。 

“要善待辅导员，善用辅导员，善于

培养辅导员。”冯刚司长在谈到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时指出，思想政

治教育一线队伍的工作十分辛苦，要进一

步加强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完善队伍准入

、考核、退出机制，加大培养、研修力度

，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进一步提升素

质、实现专业化培养创造更多的机会，打

造符合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优秀学生工

作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身要在实

践中注重研究，不断总结、思考、创新。

辅导员有着不同的专业教育背景，要充分

运用自身专业知识研究思考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形成成果，加

强积累。同时，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提出了希望：一要有事业心。面对新形势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不断运用新媒体，

抢抓新机遇，不断延伸工作手臂，拓展工

作空间，要不断地积累和丰富自己。二要

带着爱心去做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

更加细化、深入，注重用感情和爱心成为

学生的良师益友。三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李忠云书记总结时指出，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要结合工作实际带头学习、宣传

、落实十八大精神，总结理解十八大报告

中的核心理念，让全校大学生能快乐的学

习，幸福的生活，为建设和谐、文明、安

全的美好校园做出自己的贡献。 

 

11月18日至20日，副校长高翅

一行9人先后访问了南京农业大学、

河海大学和浙江大学，专题考察三

所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状况

，学习相关建设经验。 

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管恒禄、副

书记盛邦跃、校长助理董维春，河

海大学副校长朱跃龙，浙江大学副

校长罗卫东代表各校热情接待了高

翅一行，并组织召开了由相关单位

参加的专题座谈会。 

三所高校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

学校发展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

人文社科发展的历史沿革、发展现

状、发展理念与思路、管理体制、

管理制度和重要的改革举措等。 

调研期间，双方相关学院和职

能部门还就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的思路与做法进行了深入的对接交

流。 

经管土管学院党委书记关桓达、文

法学院党委书记杨少波、外国语学

院党委书记王平祥、学校办公室副

主任余斌、人事处副处长周雄、科

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人文社科处副处

长张成健、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金安

江和学科办主任科员刘辉等随同调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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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与高中生活大不相同，没

有固定的教室，一切都很松散，没有紧迫

感，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是的，迷茫是你们现在的普遍状态，这

就是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原因。” 

11月19日晚7点半，资环学院辅导员黄

彩薇主持召开了学院12级年级大会。年级

大会是资环学院的优秀传统之一，其目的

在于加强师生沟通，分享大学生活体会与

经验。本次年级大会的中心是“了解大学

主题，增强大学生活的适应性”，旨在让

新生对大学有更全面的认识，结合自身实

际合理规划大学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进

而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四年大学生活。此

次会议邀请了院团委副书记时晓焱、学生

会主席孙国成和12级各班的学班。 

辅导员黄彩薇首先围绕“学习、能力

、目标”等关键词和12级同学进行了交流

。第一，学习是大学的第一主题。首先要

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它体现的是我们的

学习态度，同时也要重视课外知识的学习

，扩充知识面。此外，榜样的力量也是不

可忽视的，要善于发现优秀的学长学姐和

同学身上的闪光点，取长补短。第二，要

尽快确立大学的目标。在摸索的过程中要

勤于思考，在思考中找准自己的方向。第

三，要注重能力的培养。其中包括学习能

力、表达交际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

组织协调能力等。 

随后，12级的同学和辅导员及学长学姐进

行了交流互动。12级学生唐高琴向学长学

姐问道：“两年前的你们是否也和我们现

在一样迷茫？”学班刘志伟分享了自己的

体会，他说：“有迷茫就对了，那就证明

你在思考，在探索，只是在迷茫的时候不

能忘了奋斗。”12级的支书姬晨晨就如何

平衡学习、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自己的疑问。 

“我没想到会有今天晚上这样的交流

，收获很大。”会后，12级一名学生感慨

道。 

黄巧云率团参加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国际学术会议 

2012年11月4-

9日，我院黄巧云教授、谭文峰教授

、蔡鹏副教授以及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陈雯莉教授赴墨西哥Cancun参加

了由国际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学会（I

SEB）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学术

委员会会议，会议主题是“Microbe

-Mineral Interactions: Molecu-

lar to Global Scale Pro-

cess”。会上，有来自美国、加拿

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

等18位知名科学家围绕地球化学基

础理论、界面和生物地球化学动态

研究、微生物成矿、地球和天体系

统等4个专题做了大会特邀报告。黄

巧云教授在第四专题做了题为“Soi

l mineral-microorganism inter-

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

pacts”的特邀报告，阐述了土壤矿

物－微生物相互作用前沿动态及课

题组近年来在该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报告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会

议期间，作为下一届ISEB会议执行

主席的黄巧云教授和谭文峰教授向

国际学术委员会详细汇报了第21届I

SEB大会的筹备情况，并向参会人员

发出了诚挚邀请，希望各国学者201

3年齐聚武汉参加这一科学盛会。 

据悉，ISEB是地球科学领域的

重要国际系列会议，主要针对海洋

、土壤、大气、地壳等体系，研讨

生物和化学过程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在微生物学、土壤学、环境科学

、海洋科学及矿物学等领域有广泛

的国际学术声誉。该会议发起于197

3年在美国Logan召开，以后每2年召

开一次，已连续召开了20届。在上

一届ISEB会议上，经黄巧云教授申

请，组委会全员投票，决定第21届I

SEB会议将于2013年10月在中国武汉

举行，由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承办。这将是该系列会议首次

在中国召开，将对推动我校土壤学

、环境科学、微生物学等学科的发

展，以及提升国内外影响力，促进

国际合作与交流有重要作用。 

参会期间，四位中国学者与美

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波兰、

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专家在土壤

矿物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环

境的影响等领域开展了热烈而深层

次的交流和讨论，给与会的外国学

者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欣然接

受邀请，期待2013年在武汉再度聚

首，也希望与中国学者开展更多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 

话大学生活 谈大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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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看的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小处着眼，受益无穷，生活中的小事情往往能带给我们意

想不到的效果。 

1、男子剃须时，可用牙膏代替肥皂，由于牙膏不含游离碱，不仅对皮肤无刺激，而且泡沫丰富

，气味清香，使人有清凉舒爽之感。 

2、手表受磁，会影响走时准确。消除方法很简单，只要找一个未受磁的铁环，将表放在环中，

慢慢穿来穿去，几分钟后，手表就会退磁复原。 

3、豆腐性偏寒，平素有胃寒者，如食用豆腐后有胸闷、反胃等现象，则不宜食用；易腹泻、腹

胀脾虚者，也不宜多食豆腐。 

4、舒缓眼部疲劳小窍门:用水浸泡药用小米草或母菊花，然后将毛巾浸湿，敷于眼部10到15分

钟，可有效舒缓眼部疲劳。 

5、炸馒头片时，先将馒头片在冷水里浸一下，然后再入锅炸，这样炸好的馒头片焦黄酥脆，既

好吃又省油。 

6、在洗碗水中放几片柠檬皮和橘子皮，或滴几滴醋，能消除碗碟等餐具上的异味。同时，它还

能使硬水软化，同时增加瓷器的光泽感。 

7、芥末煮水洗脚可降血压。将80克芥末面放在洗脚盆里，加半盆水搅匀，用炉火煮开，稍凉后

洗脚。每天早晚1次，1天后血压就可下降。 

8、揭胶纸、胶带的妙法:贴在墙上的胶纸或胶带，如果生硬去揭，会损坏物件，可用蒸汽熨斗

熨一下，就能很容易揭去了。 

9、电吹风治疗肩周炎！用电吹风以适当距离对准患者肩部用热风吹约10分钟，每天两次，3周

可愈。若先在患者肩部擦上药酒再吹，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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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生活小细节 

 

  

 

漫山遍野 英俊狗狗 

小小心愿 一枝独秀 

每天醒来时，告诉自己，生活如此

美好。于是，崭新美好的一天就呈

现在我们眼前。不必急匆匆的为了

到达目的地而忽略途中的美好；不

必每件事都得为目的而做。顺着自

己的心，认真品味生活的美好，这

才是人生真谛。 

团员日志 



资环学院12级年级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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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学班 黄彩薇辅导员 

发言的学生 

年级大会 

年级大会是资环学院的优秀传统

之一，其目的在于加强师生沟通，分

享大学生活体会与经验。本次年级大

会的中心是“了解大学主题，增强大

学生活的适应性”，旨在让新生对大

学有更全面的认识，结合自身实际合

理规划大学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进

而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四年大学生活

。 

提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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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生 

关于十八大的团生会 

 

 微笑女孩 

同学发言 

红歌竞唱 主持笑场 

领导竞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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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竹依旧 

正值冬季 

 

到处都是银杏的落叶，走到哪都觉得凉飕飕的，我知道冬真的来了。

暮然想起那句：冬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满地落叶 

银杏 

围墙一角 路 

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