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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南京农业大学第 32届研究生会成立大会暨研究生干部培训班开班典

礼隆重举行

（ 南京农业大学第 32 届研究生会暨研究生干部培训班开班典礼隆重举行）

9 月 28 日下午 2:30，南京农业大学第 32 届研究生会成立大会暨研究生干部

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研究生团工委书记杨海

峰老师、南京农业大学第三十一届研究生会主席刘桂林，南京农业大学第三十二

届校研究生会全体成员以及来自各个研分会的主席团成员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

由文艺中心主任萨如拉主持。

会上，杨海峰老师宣读了《关于同意研究生会调整的批复》，大会还公布了

《关于表彰 2015-2016 年度优秀研究生分会的决定》，工学院，农学院，金融学

院，公管学院，信息学院，资环学院研究生分会获得优秀研究生分会称号，主席

台主席团成员为获奖研分会颁发了奖牌。毕彭钰宣读第五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六

届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和第 32 届研究生会成员名单，并代表新一届研究生会做

本届研究生会工作计划报告，报告指出研究生会要注重思想引领，深化理想信念

教育，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创新宣传思路，完善新媒体建设，拓

展国际视野，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活跃校园文化，推进全民参与活动。王炎文副

主席宣读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分会工作考核指标体系》改革方案。至此，

南京农业大学第 32 届研究生会成立大会圆满结束，中场休息五分钟后开始了研

究生干部培训班开班典礼。

研究生团委书记杨海峰老师结合自身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经历和经验展开



专题报告的演讲，分享了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做事做人都应以校级的视野高度和

角度。告诫我们：三流研会做活动，二流研会做服务，一流研会做引领。工作中

要注重沟通、纽带、合作、快乐。

(文：校研会宣传中心 李京 孙晓青)

携手共进，力创新高

——暨信息院第十四届研分会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2016 年 9 月 13 日晚九点，信息院第 14 届研究生会全体成员在教学楼 D503

会议室到场参加信息院研分会成立大会。

会议开始，首先由信息院研究生会主席文静代表学长学姐，对新加入的研

一新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且对新一届的信息院研究生会提出了期望，希望大

家能够紧密团结，自强不息，争取把信息院研究生会建成一个优秀的集体。接着，

在主席的带领下，每一位成员都上台做了自我介绍。时不时会有一些幽默的同学

和大家开几句玩笑，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同学们不仅认识了彼此，同时会议也

被推向了高潮。

待同学们发言完毕后，主席文静开始介绍近期的活动，在询问了同学们的

近况后，确定了迎新晚会的时间，与此同时，文静希望同学们能够尽情享受迎新

晚会。

会议的最后，信息院研究生会全体成员拍照留念。通过此次成立大会，研一

新生们对信息院研究生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明确了研究生会服务广大同学的宗

旨，同时也促使全体成员树立责任意识，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严格要求自己。相

信在主席文静的带领下，信息院研究生会将迈向新的高度。

（文：信息院）



园艺学院召开第十七届研分会成立大会

2016 年 9 月 21 日下午，园艺学院第十七届研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生科楼

精艺厅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园艺学院研究生辅导员窦靓，第十七届研分会主

席团成员以及全体研分会新成员。会议由研分会主席李磊主持。

会议由三个议程组成。会议伊始，新老研分会成员进行了自我介绍，相互认

识。在新成员自我介绍的过程中，大家都表示出了自己为学院研究生服务的愿望，

希望能在研分会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锻炼自己，充实自己，通过努力推进研分

会工作的心情。此后，研分会主席团成员对本年度的工作设想分别进行了汇报。

研分会主席李磊说明了研会的规章制度，要求研分会新成员要在科研与学生工作

之间做好平衡，与导师保持沟通协调，并提出研分会的工作重点在于“脚踏实地，

积极创新”，希望研分会大家庭能共同努力，锐意进步。最后，辅导员窦靓对新

一届研会成员表示了欢迎，对各部门具体职责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强调了研究生

工作的重要性，对十七届研分会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能带着责任感与使命感，更

好地为全院师生服务，不断提升自身工作能力与水平。

会议最后，全体研分会成员进行了合影。相信本届研分会将延续园艺学院

研分会的优良传统，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获得学院老师以及同学

的认可。

（园艺学院第十七届研分会合影）

（文：园艺院）

草业学院第三届研分会成立大会顺利举行

9 月 28 日下午 5 点，南京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第三届研分会成立大会在草业



学院会议室顺利举行。草业学院副院长高务龙老师、院研究生辅导员邵星源老师、

第二届研分会主席刘清源以及第三届研分会全体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草

业学院第二届研分会主席刘清源主持。

会议紧紧围绕“研分会的定位”、“研分会的职责”、“研分会的发展”等主要

内容展开。会议开始，刘清源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做学生干部的体会和经验，她表

示身处在研分会的大家庭中，我们既是学生，又是干部，应该秉持着服务大家的

原则，各部门之间要团结、协作，集思广益，开拓创新，共同为大家打造一个良

好健康的科研氛围和生活环境。

会上，草业学院副院长高务龙就如何做好一名研究生干部以及研究生学术道

德等方面发表了深刻的讲话。高院长指出研分会要以服务研究生作为宗旨和使命，

努力完善草业研分会的建设，要以组织学术和创新工作为本，加强内部组织建设，

调动积极性，有序推进各项工作。高院长还强调在做好一名研究生干部的同时，

要重视学术道德，杜绝学术上的不真实。

接着，草业学院研究生辅导员邵星源老师向新一届研会成员讲解了研分会的

职责以及草业研分会的部门设置、各部门职责等。邵老师指出，良好的沟通、合

理的分工、紧密的合作是学生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作为新一届草业研分会的干

部希望大家能够加强沟通、精诚协作，建设好草业研分会。

最后刘清源与新一届研分会成员们进行了工作交接，新成员们都明确了所在

部门的职责和工作重心。通过这次会议，第二届与第三届草业研分会圆满的完成

了交接，大家对做好学生工作充满了信心。

（文：草业学院）



——————【研会动态】—————

第 32届校研究生会素拓圆满举行

为提高第 32 届研究生会全体学生干部的综合素质与团队凝聚力，并促进全

校研究生学生干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南京农业大学第 32 届研究生会成员素质

拓展活动于 2016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点在灵谷寺乐园开展。

在“破冰游戏”后，成员们被分为四组，并确定了队名、队徽、口号、队歌

和队形，这为一天的素质拓展活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首先是“急速 60 秒”的活动，成员们需要在 5次机会里完成 30 张照片所代

表的数字进行的排序。不仅考验和成员们的协作能力，更考验了成员们的执行能

力。最终，成员们凭借合理的分工和一遍遍的总结，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在“生

死电网”环节中，成员们亲密无间，有条不紊的将一位位“战友”平稳的送过“电

网”，顺利的完成任务。

丰盛的午餐后，成员们迎来了下午的活动。经历了“极速支援”等暖场小游

戏后，成员们的热情和激情再次被点燃。

接下来的活动要求各组成员在 5分钟内完成串联在一起的 5个小游戏，在 15

分钟的准备时间中大家各抒己见，一遍遍的尝试、总结、调整，最终都在 3分钟

完成了任务。



在“信任后倒”环节中，校研会的成员们克服内心的不安，时刻相信队友，

彼此鼓励相互帮助，顺利完成了这个任务。当最后一人成功被接住后，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为第一个相信队友，敢于后倒的队员鼓掌，为自己的努力和勇气

鼓掌。 最后，进行了“拼凑七巧板”游戏，校研会成员被分为 7组，每组开始

都只有 5快七巧板，而完成每一项任务都要 7块七巧板。游戏开始后，大家迅速

进入状态，通过与其他组交涉获取足够完成任务的七巧板，在持续了半小时的交

涉过程中，大家也对彼此多了一份信任，敢于把自己小组的七巧板借给别人完成

任务，相互合作，最后都顺利完成了任务。

持续一天的素质拓展虽然有些疲惫，但大家都受益良多，意犹未尽。此次素

质拓展活动，对于每位成员来说不仅是认识了新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校

研会团队成员之间的团结合作、沟通交流和协调分工能力。这对于增进校研会成

员之间的感情，提升整体凝聚力，加强校研会与各研分会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促

进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工作更好的开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校研会宣传中心 张文昭）



———————【学术交流】——————

公管院“行知学术论坛之研究生报告”16-17学年第 1期顺利举行

为加强研究生交流学习和师生学术研讨，公管院研会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在

逸夫楼公共管理学院 7001 室顺利举办了 16-17 学年第 1期“行知学术论坛之研

究生报告”。本期论坛由孟霖、张绍阳、聂雷三位博士生进行学术汇报，由马贤

磊老师、陈哲老师进行点评指导，现场参与同学可通过提问互动等方式学习交流。

本期论坛研究生同学参与度和积极性很高，从 14:30 开始，在 2个小时的报

告中，张绍阳基于府际合谋视角对土地约束性指标管控政策为什么失灵做了阐释，

孟霖以扬州市为例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进行了讲解，聂雷

基于SBM-Undesirable和Meta-frontier模型对城市功能异质性视角下的建设用

地利用效率研究展开了实证分析。针对三位博士生的汇报，两位老师从专业的角

度分别提出了问题并指出了其中需要深入研讨商榷的建议。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

加强了师生相互交流，老师的指导意见对三位博士生进一步完善研究过程和论文

撰写发挥积极作用。现场参与同学就三位博士生的报告内容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

流，论坛学术氛围非常浓厚。最后，本期论坛以师生合影留念的方式落下帷幕。

（文：公共管理学院）

生命科技学院博士学术论坛

为了加强我院各专业博士生的学术交流，展示最新研究成果，探究前沿科

学课题，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为大家搭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9月 27

日下午 2:30 我院研究生会在生科楼 E2004 组织举办了“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学

术论坛”。



本次论坛邀请了植物学副教授甘立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副教授崔为

体担任嘉宾，论坛主讲人为李娜、杨向宏、卢延亮三位同学，分别作了关于“麦

草畏脱甲基产物 3,6-二氯水杨酸（DCSA）下游降解途径的研究”、“不同地理细

胞型加拿大一枝黄花竞争能力的比较研究—以化感作用为例”、“BXLD 干旱相关

基因 IDRH 的图位克隆及功能研究”等题目的报告。在论坛过程中，所有报告者

对自己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精彩的阐述和展示，对与会者的疑问给予了充分细致的

回答。最后两位老师对三位演讲人的就实验方法、目的等方面做了提问与点评。

此次生科院博士生学术论坛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在加强沟通、开阔视野、

启迪智慧、广交朋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极大地推动我院科研水平更上新的

台阶。

（文：生科院）

中国食品安全过去、现在与未来

——食品科学前沿讲堂第一期

9 月 20 日下午，美国加州大学华裔学者协会创会理事任筑山先生应邀作客食

品科学前沿讲堂第一期，在食品科技学院报告厅做了主题为《Food Safety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的报告。食品院金鹏副教授主持报告会，

学院师生积极参加了本次讲座。

任筑山（Joseph Jen）为美国农业部前副部长，先后在美国克雷蒙森大学、

美国农业部园艺研究所、密西根州立大学、坎贝尔研究所、加州理工大学等机构



从事食品安全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任筑山先生是日前极少数曾在美国政界担

任要职的华裔人士之一，也曾是美国大学第一位华裔农学院院长。

任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食品安全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回顾了近 10 年

中国食品安全遇到的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取得的进展以及对未来中国食品安

全问题的思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这一民生问题的重视以及所做

出的努力。首先，他指出编辑此书的三个原因，第一是增进中国及全球人民对食

品安全的正确认识；第二，让大家了解食品安全的复杂性，食品从种植养殖、储

藏、加工、运输、零售到家庭或餐饮业的餐桌上，需要经过无数环节，在任何一

个我们所谓的“食品链”的环节上，都有可能使食品不安全。除了应该对食品链

的整个过程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外，还有种种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等因素，甚

至国际贸易，会影响到食品安全；第三，要建立一个健全的食品安全制度，必须

要全民和全国上下都了解基于科学的重要性。透明度产生信任，教育促进合作，

只有社会共治才能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做到真正的食品安全。

在简要介绍该书涵盖的内容后，任先生就食品安全的责任问题发表了个人观

点，认为食品安全人人有责，其中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政府部门负有主要责任，学

术界、媒体和消费者也有责任。这五个群体是负责食品安全的五大支柱，他们要

相互合作才能构成最好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报告结束后，别小妹、周玉林、杨润强等老师及留学生针对食品安全的管理

问题、责任问题及复杂性提出了疑问，并与任筑山先生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探讨。

最后，金鹏老师代表学院师生再次向任筑山先生的到来致以真挚的感谢，本次食

品科学前沿讲堂第一期活动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食品院）

动科院举办动物遗传学前沿学术沙龙

2016 年 9 月 22 日晚上 19:00，动物遗传育种研究室主办的第 1期动物遗传

学前沿学术沙龙在逸夫楼 1051 举办。本次的报告人是本实验室的博士后申明。

首先，博士后申明分享了题为《Shiga toxins induce autophagic cell death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via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pathway》的文章。志贺毒素（Stxs）是一个家庭的细胞毒性蛋白，导致血性腹

泻，溶血性尿毒症性综合征、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Stxs

诱导自噬（自噬）是细胞死亡的关键因素。然而，相关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这

项研究表明，基因诱导在 Caco-2 细胞自噬性细胞死亡，人类细胞培养模型。自

噬抑制作用药理抑制剂，如 3-甲基腺嘌呤和巴弗洛霉素 A1，或者沉默自噬基因

ATG12 或 BECN1 降低 stx2 诱导 Caco-2 细胞死亡。此外，有许多扩张的例子内质



网（ER）在基因治疗和 Caco-2 细胞内质网应激，由于活耗尽压抑 DDIT3 和 nupr1

候选基因。这些过程导致基因诱导的自噬和细胞死亡。最后，数据表明假性激酶

介导的基因表达及磷酸化 TRIB3 Akt1 在 ER 应激由 Stxs2 诱导的。因此，志贺毒

素能诱导肠上皮细胞通过内质网应激通路发生自噬性死亡。

接着，博士后申明对最近研究进展进行汇报，研究 FSH 对颗粒细胞的自噬的作

用。本次动物遗传学前沿学术沙龙以文献结合研究进展的方式进行，使大家既了

解了动物遗传学前沿知识，又对汇报者相关的研究有了新的了解，同时也拓宽了

自己的研究思路。

（文：动科院）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 Arie学术交流活动圆满举行

2016 年 9 月 18 日下午 2 点，在逸夫楼 7028 室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荣誉教

授 Arie Kuyvenhoven 与公共管理学院几十名同学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交

流会。



首先 Arie 教授为同学们简单介绍了瓦赫宁根大学的概况，包括主要院系构

成、教学方式和年限等，除此之外还贴心的为有留学意向的同学介绍了如何申请

瓦赫宁根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等一系列相关事宜。最后，Arie 教授认真的

一一回答了同学们在土地方面提出来的问题，包括土地制度、土地财政、土地经

济等，讲解通俗易懂，见解独到。

Arie 教授的讲座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获益匪浅，相信这次讲座会成为同学

们研究生道路上一次重要的经历，也为同学们的研究之路提供了不少帮助。

（文：公共管理学院）

Lorne Babiuk教授做客动物医学院“罗清生大讲坛”

2016 年 9 月 19 日下午，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罗清生大讲坛在翰苑宾馆

六楼报告厅顺利落幕。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科研副校长 Lorne Babiuk 教授应邀

出席，并作了题为《Enhancing vaccine efficacy through novel vaccines and

delivery technology》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坛由动医院院长周继勇教授主持，

动医院研分会承办，动医院老师和研究生到场聆听。

周院长致欢迎辞，并简单介绍了 Babiuk教授的主要科研经历和成就。报告

在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帷幕。Babiuk 教授先从病原、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方面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传染病发生的原因、机制及危害。他指出，目前全球超过 70%

的新发传染病和重要危害传染病都是动物传染病，其中，人畜共患病已经严重危

害到人类生命安全，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随后，Babiuk 教授针对如何

控制传染病的发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了疫苗的重要性，并提出人类需要新

的产品和技术来应对新的挑战。因此，他以一种新型载体分子——聚偶磷氮为例，

着重介绍了新的疫苗载体在猪流感、小反刍兽疫等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应用；而

CPG 作为一种新型免疫佐剂，与传统佐剂相比，它能有效改善 DNA 疫苗免疫效力

低下的问题。此外，还讲述了基因敲除疫苗、活载体疫苗等多种疫苗的研究应用。



互动环节，针对提出的各种学术问题，Babiuk 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

交流与广泛探讨，现场秩序井然。讲坛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此次与会受益

匪浅，既能更好地把握国际科研前沿动态，又能增强专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心，

并期待下一次论坛的举办。

嘉宾简介：

Lorne Babiuk 教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科研副校长，加拿大皇家科学院

院士，国际知名的免疫学家，病毒学家，美国传染病学会成员，欧洲科学院成员。

他曾任加拿大疫苗和感染性疾病组织主任，创立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疫苗

与传染病组织（VIDO）。他主持研制了六项“世界第一”的疫苗，包括犊牛腹泻

疫苗、SARS 疫苗和鼻腔接种流感疫苗等。其中，犊牛腹泻疫苗不仅为北美养牛

业减少了 30 亿美元的年损失，而且奠定了预防儿童轮状病毒的基础。在此之前，

每年有超过 50 万的儿童死于轮状病毒感染。他开发的鼻腔免疫流感疫苗，只需

接种一次，而此前的流感疫苗需注射接种 5次。这些疫苗的成功显著降低了传染

疾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获得了加拿大国

家勋章等多个奖项。

Babiuk 教授发表学术论文 600 余篇，获得专利 40 项，论文他引超过 22000

次，h因子达 72。此外，他培养的 100 余名优秀的博士和博士后，活跃在各个国

家的学术界、工业及政府。由于这些杰出成就，Babiuk 教授获得了 2016 年世界

农业奖。

（文：动医院）



——————【学院风采】——————

生科院成功举办 2016级研究生新老生篮球友谊赛

生命科学学院于9月24号下午三点在北苑9舍篮球场举行了2016级研究生

新老生篮球友谊赛。本次比赛由生科院研分会体育部举办，由研一、研二年级组

成的新生队与研三年级及博士生组成的老生队呈现了一场异彩纷呈的友谊赛。同

时，我院众多研究生前来观看此次比赛，为队员加油呐喊。队员们在简单的热身

过后，伴着一声哨响，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比赛。新生们在老生们的带领之下，很

快进入了良好的比赛状态。本是秋风微凉的午后，瞬间变得火热刺激，队员们在

赛场上尽情挥洒着汗水。一时间，嘹亮的呐喊声、助威声将比赛推向高潮。

在上半场的比赛中，老生队率先取得控球，凭借彼此配合紧密，攻防有序

的战术，老生队以领先的比分将比赛暂告一段落。下半场比赛开场新生队发起猛

烈的进攻，提高了队员之间的配合度，接着几次完美的传球将比分减小。但最终，

新生仍不敌老生的三个三分快传，遗憾失掉比赛的胜利。

此次比赛秉承着“新老交流，沟通感情”的原则进行，双方队员都准备充分，

配合默契。虽结果有胜有负，但双方胜之淡然，失之泰然的风度令彼此欣赏。此

次友谊赛不仅增进了新老生的感情，同时丰富了校园生活，提高了学生们对体育

活动的热情和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文：生科院）



动物医学院研究生会开展素质拓展活动

强身健体，展我风采。2016 年 9 月 25 日，动物医学院研究生会在博爱园开

展素质拓展活动，动医院研会全体成员参加。

本次活动包括三个环节，分别是“炸弹炸了”、“你演我猜”和“进击的队员”。

上午九点，所有人员一起来到目的地，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活动一开始，气氛

就变得紧张而热烈。一个个“炸弹”的“炸响”， 一位位被“炸”者受惩，引发

了现场一阵阵欢笑。之后，参加者被随机分成五组进行“团队战”。主持人耐心

细致地讲解规则，组员们就其所长大显身手，各组展开激烈角逐。“你演我猜”

充分展现了“谣言”的生成，“进击的队员”更体现出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活动

进行地如火如荼，同学们热情高涨，尽情展现着青春风采，欢笑喝彩声声不断。

活动期间，组织人员还散发了矿泉水和零食。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本次活动历时约三个小时，成员们由此感受到了研会

大家庭的温暖，同时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团队合作能力，加深了他们彼

此间的了解与交流，并巩固了整个动医研会的凝聚力。此次素质拓展取得了成功，

为动医院 2016-2017 届研会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将激励研会

成员为本职全力以赴，共创动医院辉煌。

（文：动医院）



公管院新学期第一次党建活动顺利开展

2016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晚七点，为了调动广大入党分子及团员的积极性，

使党性教育更能体现时代特点和要求，切实提高团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的党性修

养。南京农业大学公管院研究生会组织部在逸夫楼 7005 和 7051 组织了 2016 年

秋季第一次党建活动——观看“合格党员”系列纪录片并向研一和博一新生详细

地介绍了入党流程。出席活动的有公管院研究生各专业各班的入党积极分子及团

员。

该电视系列片共 10 集，每集 5分钟，分别从 10 个方面对怎样做一名合格党

员进行了诠释，并举出了社会中一些典型事例加以说明，清楚明白，浅显易懂，

围绕“坚持党员标准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标准思想”、“坚持党员标准

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对新时期党员标准提出了更

高要求”、“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新时期坚持党员标准的根本体现”、“先进性建设和

纯洁性建设进一步丰富了党员标准的内涵”、“在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中认真

实践党员标准”等方面，从不同角度对党员标准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增强学生党员的党性思维、社会责任感

和奉献精神；意义始终是服务于党的建设与发展的。全面学习和总结后，我们对

于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用自己的行动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学习

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严于律己。

（文：公共管理学院）

“月明青草地，繁星思远乡”主题中秋晚会成功举办

2016 年 9 月 15 日晚，草业学院 2016 级“月明青草地，繁星思远乡”新生

中秋联欢会圆满结束。本次活动在院办 304 热闹开始，研究生新生和大一新生共

同在草业大家庭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活动一开始，应邀参加的校心协老师王世伟带领大家一起做游戏，团结协作，

呐喊助威，在一个个的游戏中同学们知道了彼此的名字，也通过游戏的进行增加



了感情，这无疑是新生入学后宝贵的一课。

活动一开始，应邀参加的校心协老师王世伟带领大家一起做游戏，团结协作，

呐喊助威，在一个个的游戏中同学们知道了彼此的名字，也通过游戏的进行增加

了感情，这无疑是新生入学后宝贵的一课。

热身环节结束后，副院长高务龙代表草业学院致辞，热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

的草业新生，祝愿大家在这美好的中秋之夜能够忘记离家的烦恼，欢聚一堂。

随后，进入自由表演环节，为了带动大家的热情，以“击鼓传花”的方式决

定上台表演人员，唱歌、跳舞和一些惩罚措施带起了热烈的气氛，将本次活动推

向高潮。渐渐转凉的天气并不能减退同学们的半分热情，在一曲《当》过后，本

次活动圆满落幕，大家倍感温馨。

草业学院为研究生新生和大一新生打造的中秋联欢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大

家欢聚在一起，共同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中秋。

（文：草业学院）

工学院 2016级研究生新生联谊活动——圆满结束

2016 年 9 月 23 日，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 2016 级研究生新生联谊会在工学

院形体房成功举行。此次活动由工学院科技与研究生处主办，院研究生会承办，

旨在加强新生之间的交流，增进新生之间的感情。联谊活动以新生们团队游戏为

主，整场活动气氛活跃，精彩纷呈。让所有人感受到工学院家的温暖。

18 点半，活动正式开始。在主持人幽默轻松的开场白中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首先进行的是《扮怪兽》游戏，每组出 4 人共 24 人为一轮，分为 3个团队，当



主持人给出要求时，团队要创造出一个怪兽，使这只怪兽只有若干只“四肢”能

接触地面，而且全体人员必须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成功完成并用时最短的

记为胜者。大家一开始因为陌生还比较尴尬，但随着游戏的进行，大家为了胜利

想尽各种方法，紧紧的抱在一起，顿时就拉近了大家的距离超热了现场的气氛。

接下来是《比腿长》游戏，由每组选取五位腿最长的成员，进行劈叉接力，全长

最长的组获得胜利。开始前大家跃跃欲试，到比赛时，大家为了胜利，使劲压腿，

全场充满了惨烈的“哀嚎声”和观众们的哄笑声。随后的三个游戏，也都在大家

的积极参与中，热闹而顺利的完成了。接下来的游戏是《五毛一块》，每组出 2

人参赛，共两轮，女生默认为 1元，男生为 5角，大家围成圆圈跟着音乐旋转，

当音乐停止时，主持人喊出相应的金额，要求大家抱团凑够相应金额，无法凑够

者，失败出局，其他人继续游戏。最终剩到 3人时，结束游戏。还有谁是卧底、

听歌猜名等一系列精彩游戏。而发红包环节更是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工学院研究生新生联谊会更像是一家人的聚会，有歌有舞，有欢笑有尖叫，

其乐融融，有条不紊。这次联谊充分展示了大家的体力与智力，也拉近了大家的

情感，为日后大家不管生活中还是学习中的交流建筑了桥梁，为同学们创造了一

个更好的校园氛围。

（文：工学院）

12016年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第九届研究生“三地三农行”

暑期实践暨迎新生联欢会

2016 年 9 月 7 日下午，农科院研究生教育中心举办了 2016 年江苏省农业科

学院第九届研究生“三地三农行”暑期实践暨迎新生联欢会。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孙洪武，院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沈建新，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

院常务副院长侯喜林、动医院副院长苗晋峰，西藏大学农牧学院研究生处副处长

李新堂、动科院副院长索朗斯出席会议，会议同时还邀请了院相关部门领导和导

师代表参加。



孙洪武副院长对 2016 级新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祝贺暑期社会实践获奖

的同学，并对同学们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规划好学习、生活和工作目标，二是在

科研论文研究中，勇于创新，不受约束，三是注重身心健康，修身养德，自觉肩

负时代使命，能够圆满完成学业。

南农大研究生院侯喜林副院长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在暑期实践中吃苦耐劳的

精神发扬光大，带入到科研工作中。

西藏大学农牧学院研究生处李新堂副处长表示，通过此次“三地三农行”暑

期实践活动可以看出，江苏省农科院对研究生教育工作十分重视，祝愿农科院研

究生培养工作越来越好。

会上表彰了 9篇优秀调研报告和 9位先进个人。同时，推荐了 3位获得优秀

调研报告的同学进行了汇报交流，3位同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将自己在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和所悟进行了分享和交流，与会导师对调研报告

逐一点评，同学们受益匪浅。

截止目前，院部现有导师 120 名，其中博导 18 名，在读研究生 180 名，新

招收研究生 63 人。2015 年首次开启了与西藏大学农牧学院的合作，今年取得实

质性进展，首批招收 7 名硕士生。本次活动共有近 100 名研究生参加，2016 级

研究生新生代表作了发言，交流结束后，同学们开始了自编自导的节目互动，活

动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

（文：农科院）

园艺学院研分会举行新一届成员素质拓展活动

伴着徐徐的秋风，9月 24 日下午，园艺学院研分会在下马坊公园内举行了

新一届研会成员的素质拓展活动，活动由文艺部和体育部共同承办。在活动开始

之前，两个部门的小伙伴们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次活动能

更好加强研会的内部凝聚力。

活动伊始，所有人围成一个圈，对自己的姓名、专业、部门进行了介绍，让



大家有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分成了 4组进行游戏。首先是由每组的组长在最快的

时间内认清组员并进行汇报，这对研会的小伙伴们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轻松拿

下游戏。之后，推手、一元五角、你来比划我来猜等游戏环节将活动的气氛推向

了高潮，小伙伴们都积极参与进游戏中来，玩的不亦乐乎。最后的狼人杀游戏，

将简单轻松的游戏氛围转换成了头脑风暴竞赛，游戏结束之时，许多小伙伴都高

呼“脑子转不过来了，不过很有意思。”最后，研会小伙伴们在傍晚的夕阳之下

用合影为这次的素质拓展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通过这次素质拓展活动，研会成员们不仅仅更加熟悉了解其他小伙伴，还提升了

研会小伙伴之间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团队凝聚力，这对提升研会部门之间的协调工

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园艺院）

薪火相传，携手同行

——记信息院研究生新老生交流会圆满举行

2016 年 9 月 8 日晚上 7点，信息院研究生们在教学楼七楼欢聚一堂，座无

虚席，信息院 2016 级新生与老生交流会正式开始。

交流会开始后，首先由研究生学生会主席文静给大家做了简短的会议流程

介绍，并进行了交流会第一个流程，即各位到场同学逐一进行自我介绍。随着话

筒在同学们手中不断传递，各位同学都留下了自己同样青春活力，又各自精彩纷

呈的自我介绍。每个师门的师兄师姐们还不忘详细向师弟师妹介绍各自师门的导



师，掌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不断，场内气氛热烈。

在同学们做完自我介绍之后，文静开始主持交流的第二个流程，即对院研

究生学生会的详细介绍。文静用 PPT 展示的方式向大家说明了研究生学生会的主

要结构和主席团成员，由各位主席团成员大致对自己分管的部门进行介绍，最后

由各部门部长对部门职责做出明确说明。在各部长发言完毕后，现任学生会主席

文静向各位新生分发了报名表并且号召大家一同加入研究生学生会这个温暖有

活力的大家庭。

同学们在填写报名表的同时还与自己的师兄师姐进行了热切交流，在此期

间前任研究生学生会主席费宇涵也上台为大家做了简短讲话，费宇涵学长从自己

的经历出发，总结了几个在研究生生活中值得注意的点跟大家分享，并忠告学弟

学妹们“不要觉得现在做的事情都没有用，现在做的很多小事都可能为未来的道

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各位新生一起合影留念，主持人宣布交流会圆满成功。

（文：信息院）



——————【要闻速递】——————

综合院讯 2016 年 9 月，金融学院、政治学院、植物保护学院分别召开 2016 级

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大会。通过各位教授、老师及优秀学子的讲话，不仅让新生

了解了学院发展概况，更为同学们树立了道德标准和学术榜样，为新阶段的学习

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综合院讯 2016 年 9 月，生命科学学院、人文学院、信息学院分别召开了新一

届研分会成立大会。通过成立大会，研一新生们对信息院研究生会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明确了研究生会服务广大同学的宗旨，同时也促使全体成员树立责任意识，

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严格要求自己。

信息院讯 2016 年 9 月 28 日晚七点，信息院 16 级研究生新生及研二研三的师

兄师姐们在研究生学术报告厅参加信息院研究生迎新晚会。

农科院讯 2016 年 9 月 20 日下午，农科院对所有研究生宿舍进行了一次全面检

查与评比。综合服务中心孙志兰老师、孙枫老师等和研会 10 余名研会成员以及

非研会同学对 108 间研究生宿舍进行全面检查，此次检查为了规范学生行为和推

进农科院文明建设。



——————【编读往来】——————

 关于征集广大研究生对校研会工作意见、建议的说明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 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校团

委指导下的全体在校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

织，代表南京农业大学全体研究生利益。一直以来，我们心系南农全体研究生，

切实履行职责，全心全意为研究生服务，积极维护研究生利益，引导广大研究生

树立崇尚学术、学风严谨的意识。

为更好完善校研会的运行机制，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提升校研会为全体研

究生服务的能力，现面向广大南农研究生同学征集对校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来稿字数限 800 字以内，并发送电子邮件至校研会邮

箱 njauyjsh@163.com。相信有您的督促，我们会做的更好。

——————【权益之窗】——————

校研会权益部关于广大研究生维权方式与反馈渠道的说明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权益部致力于切实维护在校研究生正当权益，组织研

究生监督校内后勤服务，包括校园软硬件设施、食堂、超市等，并免费为研究生

租借四、六级考试耳机以及寒暑假票务代理，组织或协助其他部门开展各种有意

义的活动，为同学们创造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现将研究生基本维权渠道总结

如下：

维权渠道一：登陆南农主页→校园信息门户→校务信箱；

维权渠道二：发送邮件至校研会权益部邮箱njauquanyi@126.com；

维权渠道三：发送邮件至校研会主席信箱njauyjshzx@163.com；

维权渠道四：以书信的形式，投至校研会办公室（北苑3舍北侧一楼）门外

意见箱；

维权渠道四：“南农研会”——研之有你 权益平台。

研究生同学可通过以上任意途径表达自己的想法、见解与诉求，权益部将定

期筛选、整合信息，研究维权方案并及时向学校各相关单位反馈，问题解决的方

法与途径也会由权益部不定期在展板以及相关网站上作出公示。同时，校研会将

定期举办研究生会学生代表接待日活动，以加强研究生与校研会的联系交流，充

分做好研究生与学校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热切期待同学们的支持与参与！

mailto:发送邮件至校研会主席信箱njauyjshzx@163.com


——————【十月工作重点】————

 南京农业大学 2016 年国际学术会议

为积极响应学校 “国际化推进年”工作精神，切实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进程，拓宽研究生的国际化视野，提高国际学术交流能力，促进学校向建设世界

一流农业大学目标迈进，由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部）主办，南京农业大学协

办，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园艺学院研究生分会承办的《南京农业大学2016

年国际学术会议》将于2016年10月16日——2016年10月19日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

 第十三届神农科技文化节十月开幕

南京农业大学第十三届神农科技文化节将于金秋十月拉开帷幕。本届活动将

在继承往届优秀传统同时，坚持“以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为灵魂、以改革为动力”，

突出展示我校研究生“厚德博学、创新进取、全面发展、注重学术”精神风貌。

活动内容涵盖思想引领、学术交流、文体活动和生活实践等部分，并形成“专家

讲坛”、“学术沙龙”、“我与博士面对面”、“青年南农说”等一系列精品活

动，神农节已成为我校研究生的精神大餐、科研盛宴和文体交流平台，深受广大

研究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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