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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特辑】——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隆重召开 

10 月 27 日上午 9：30，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在

金陵研究院三楼报告厅举行。出席本次开幕式大会的有：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盛邦跃，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徐翔，江苏省学位办

主任、研究生教育处处长杨晓江，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工

作部部长侯喜林，南京农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张红生，南京农业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院长刘志民，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院长高学文，南京农业大

学农学院副院长王秀娥，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吴巨友。以及来自不同国

家的 35 名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参加此次会议开幕式。大会由南京农业大学植

物保护学院研究生赵瑞主持。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徐翔致开幕词，首先她对参会的全体人员表示热

烈的欢迎，然后阐述此次会议对于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和促进各国研究生友谊互动

的显著作用，并介绍了南京农业大学从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受益，最后勉励青年学

生加强沟通，为人类的农业发展做出贡献。 

江苏省学位办主任、研究生教育处处长杨晓江致辞，他代表江苏省学位办、

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予此次会议高度评

价，他指出农业科学及农业高水平人才在人类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充分肯定了国

际学术交流的意义，并提及南京的文化底蕴，对即将到来的三天时间里研究生们

的交流给予热切的期待。 

国内学生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尹军良发言，他表达了自己受邀参加此次会

议的喜悦，对于会议提供能认识朋友,增进知识,挖掘潜力的机会表示感谢，并表

示期待展示自己,分享思想以及加深对于“农业与生命”主题的理解。 

国外学生代表 Chiara De Notaris（Aarhus University）发言，她分享了自身克

服语言障碍的经历并且表达了自己对于农业历史以及基因层面、育种层面和农业

管理层面的不同增产方式的思考，对于农业前景的认识和设想，对参加学术会议

的嘉宾有深入的启迪作用。 

本校学生代表南京农业大学张凤姣发言，她作为东道主向与会来宾详细表述

了会议议题在生活中充当的重要作用，并且介绍学校的历史以及与国外高校的密

切联系，表达了作为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一员由衷的自豪，并乐意随时为嘉宾提

供帮助，最后她预祝来宾度过愉快的三天。 

最后，与会嘉宾、参会同学与志愿者一同合影留念，开幕式顺利结束。 



 

 

 

 

 

 

 

 

      

开幕式合影 

此次会议主题是农业与生活，包含三个主要议题。分别是，绿色农业与植保

生物技术，基因挖掘与调控，园艺与健康。会议将持续三天，参会来宾将围绕议

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期间，会议将安排主题演讲和专业老师点评。最后，评

委老师将根据论文质量和学生表现情况综合评分，为表现优异者颁发奖项。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此次会议将着力于为不同国家的来宾搭建

一个良好的平台，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国内外农业领域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和友谊互

动，实现农业科学的共同发展。同时，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推动与国外农业领域高

校的学术交流，促进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 

                            （文：蔡永超 图：李春楷）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基因挖掘与调控主题

演讲Ⅰ顺利举行 

10 月 27 日下午 14:00，“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基

因挖掘与调控主题演讲Ⅰ”在南京农业大学理科楼 C303 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南

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作物遗传育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共同协办，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南京农业大

学农学院研究生分会、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研究生分会、南京农业大学园

艺学院研究生分会共同承办。此次演讲会的议题是“基因挖掘与调控”，关雪莹、

夏爱、房婉萍三位老师作为点评老师，阴相如作为大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国

内外与会研究生及我校研究生代表参加了本次的会议。 

本次会议演讲继续围绕基因挖掘与调控的热点话题，先由南京农业大学的 

Tariq 发表了“Transcriptomic analysis of Grapevine (cv. Summer Black) leaf at four 

developmental stages, using the Illumina Platform”的演讲，接着，来自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的 Narinder Singh 发表了“Variation in tissue Na+ content and the activity 

of SOS1 genes among four chrysanthemum-related species”的演讲，来自南京农业大

学的吴欣欣进行了“RNA-Seq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related to 

variegation in Japanese apricot”演讲，随后来自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的

Chiara De Notaris 发表“Row cropping as a tool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N 

cycling in organic arable systems”演讲，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尹军良发表“Lost 

resistance of potato to Phytophthora infestans drives the digging of essential RXLR 

effector genes from pathogen”演讲，来自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的Naeela Qureshi

发表了“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Closely Linked Markers for Rust Resistance 

Genes Yr47 and Lr52 in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 ”演讲，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

鸾鹤翔发表“Elongation factors regulate ER stress response and plant defense”演讲，

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高姣姣发表了“Variation in tissue Na+ content and the activity 

of SOS1 genes among four chrysanthemum-related species”的演讲。在各演讲者演讲

完毕后，三位点评老师分别针对演讲内容等方面给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与会的

国内外研究生也对演讲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 

 

   

演讲现场                            评委老师点评 

 

（文：农学院 宣传部） 

2015 南京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会议中外学生见面会顺利进行 

为了加强国内外研究生的交流互动，促进双方的交流学习，同时为国外研究

生提供一个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平台，10 月 27 日晚上 19:30，2015 南京

农业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中外学生见面会在图书馆五楼 1902 共享空间举

行。全体参会研究生和志愿者够共同参与了此次交流活动。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中外学生首先进行自我介绍，互相认识了解后，进入

游戏互动环节。第一个项是茶艺表演，在优美的古筝伴奏下，冲泡者以优美的姿

态展现了茶艺道中的一种传统礼仪——“凤凰三点头”，随后进行互动，由现场



观众模仿并选出表现好的同学赠送礼品。第二项游戏抢板凳，国外学生和志愿者

共同配合完成互动，点燃了现场气氛。 

      

中外学生进行抢板凳游戏                 中国传统服饰表演 

在欢快而短暂的游戏后，是戏曲表演和互动，向外国学生充分展示了我国源

远流长的戏曲文化。欣赏了我国戏曲文化后，进行了哼歌识曲游戏，国外学生与

志愿者积极参与，充分调动了活动气氛。随后的传统的服饰展示，汉服展和旗袍

展，两种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服饰，向同学们展现了我国多彩的服饰文化。 

最后一项活动是英文版的热门游戏“萝卜蹲”，中外学生积极参与比赛，将

气氛渲染到最高点。 

中外学生在游戏之余就兴趣爱好、学习生活等进行了交谈，增进了彼此的了

解和友谊，最后进行合影留念，见面会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文：闵祥凤 图：张璐）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绿色农业与植保生

物技术”顺利举行 

2015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14 点，“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

──绿色农业与植保生物技术”在理科楼 C303 顺利举行。王春明、高志红、赵

青春三位老师作为本次会议的点评老师，本次会议共 9 位研究生上台演讲。 

首先，来自 Wageningen University 的 Ruben Timotheus van der Weijde 发表了

“ Optimizing miscanthus biomass quality for biofuel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的演讲，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张凤姣发表了“Molecular analysis 

of chromosome doubling to overcome the chrysanthemum cross barrier”的演讲，来

自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的 Annie Hatmaker 发表了“Exploring 

Genetic Drift within the Endangered Plant Species Pityopsis ruthii (Asteraceae)”的

演讲，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温璐华发表了“Expression analysis of ABA and GA 

related genes on seasonal bud dormancy in Japanese Apricot”的演讲，来自 Ghent 

University 的 Gerardo Alcides 发表了“Optimizing nematode taxonomy at Ghent 

University's Nematode Research Unit (NRU): combining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data for a broad range of plant-parasitic taxa”的演讲，来自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的 Jonathan Willis 发表了“Heterologous expression of TcEG1 beetle 

cellulase in switchgrass improves sugar release efficiency with no affect to biomass 

yield”的演讲，来自 University of Guelph 的 Walaa Mousa 发表了“Bacterial 

endophytes from wild maize suppress Fusarium graminearum in modern maize and 

inhibit mycotoxin accumulation”的演讲，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韦艳萍发表了

“Transcriptomic and Proteomic analysis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low-temperature-induced leafy head formation in Chinese cabbage (B. 

rapa ssp. pekinensis)”的演讲，来自 University of Guelph 的 Yousef Hassan 发表了

Deoxynivalenol epimerization: A novel modification with potential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的演讲。 

在讲台上演讲的同学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向台下的研究生讲述自己的工作汇

报，听众的注意力也牢牢地被它们风趣且严谨的讲说吸引住。演讲结束后，进入

到提问环节，在座的研究生都会积极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与疑问，同时，三位评

委老师在每位演讲者演讲结束后都会提出关键问题及建议。会议严谨而富有生

气，交流成果显著。 

   
Ruben Timotheus van der Weijde 演讲                    会议现场 

 

（文：植保学院 宣传部）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国际研究生会议——园艺与健康主题演讲顺利

举行 

2015 年 10 月 29 日 8:00，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国际研究生会议之园艺与健

康主题演讲在理科楼 C303 举行，上午主题的演讲点评嘉宾分别为黄骥、陶小荣

与吴俊老师，会议由段旭初主持。 

园艺生产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现代居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园艺作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对园艺作物的深

入研究，提供高质量优质的园艺作物成为了可能。11 位参会的研究生也就此发



表了相关演讲，首先由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 William Herring 发表“Characterizing 

the male specific region of the Y chromosome in Spinacia olerecea (spinach)”的演

讲，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段伟科发表了 Conservation and adaptability of ascorbic 

acid D-mannose/L-galactose pathway genes in Brassicas 的演讲，来自 Wageningen 

University 的 Anne Giesbers 发表了 Downy mildew effector screening in lettuce 

(Lactuca) germplasm and its responses in L. saligna 的演讲，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周

蓉发表了 Screening of tomatoe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by Fv/Fm and identification 

of heat-responsive miRNAs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的演讲，来自

Wageningen University 的 Peter Bourke 发表了 The double reduction landscape in 

tetraploid potato as revealed by a high-density linkage map 的演讲，来自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的 Jonathan Mahoney 发表了 Intergeneric hybridization between 

Aronia melanocarpa (Michx.) Ell., ×Sorbaronia dippelii (Zab.) Schneid., and Pyrus 

communis L.:Breeding the Next 2) Generation of Anthocyanin-rich Pome Fruits 

Variability in shoot organogenetic potential of four closely related Pyrinae taxa 的演

讲。 

下午会议继续，本场点评嘉宾分别为程涛、李红梅与吴俊老师，会议由段旭

初主持。首先由来自 UC Davis 的 Jacob Holley发表了 Manipulation of Phalaenopsis 

Orchid Spike and Flower Growth by Wavelength of Light 的演讲，来自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的康志伟发表了 Volatile β-ocimene active defense responses against Myzus 

persicae in Chinese cabbage Brassica pelinensis 的演讲，来自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的 Lauren E. Stanley 发表了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carotenoid 

biosynthesis during Mimulus lewisii flower development 的演讲，来自中国农业大

学的郭婷发表了 The Glycine Cysteine Rich Protein (GCR) of Phytophthora 

infestans involves in structure formation of oospores and response to oxidative stress

的演讲，来自 UC Davis 的 Nicholas Burton Claypool 发表了 Influence of various 

light spectra in soilless plant production 的演讲。 

至此，35 位参会的研究生均演讲完毕，茶歇后举行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国际研究生会议的闭幕式，获奖名单也随即公布。 

       

会议现场                         参会人员合影 

       （文：园艺学院 宣传部）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顺利闭幕 

10 月 29 日下午，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闭幕式在南京

农业大学理科楼 C303 报告厅举行。李红梅、刘正辉、吴俊三位老师以及国内外

与会研究生、我校研究生代表参加了闭幕式，闭幕式由段旭初主持。 

李红梅老师首先对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内外研究生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她

表示值此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之际，11 所国外高校的 19

名研究生和 4 所国内高校的 16 名研究生相聚南京农业大学进行学术会议交流更

加体现了中国的开放。她认为，本次会议的顺利举行对提高研究生国际视野、促

进国外内高水平农业高校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和友谊互动具有重要的作用。最后，

她对组织本次会议的所有志愿者表示感谢，并预祝大家学有所成。 

随后，主持人公布了此次学术研讨会议的获奖名单并进行颁奖仪式。颁奖仪

式上，李红梅老师为栾鹤翔、Jeroen Anne Berg、Jonathan Willis、Wlliam Herring

等 5 名一等奖获得者颁奖，刘正辉老师为 Narinder Singh、尹军良、陈丹杰、Walaa 

Mousa 等 11 名二等奖获得者颁奖，吴俊老师为 Zega Alessandra、沈秋芳、郭婷、

段伟科等 19 名三等奖获得者颁奖。 

Wageningen University 的 Jeroen Anne Berg 作为研究生代表进行发言。他表

示，通过本次会议自己参加了很多有趣的讲座，度过了愉快充实的三天，和与会

的研究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最后用汉语表达了对南京农业大学和所有志愿者

的感谢。 

历时三天的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在全体与会专家、

学者和国内外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圆满成功。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丹

麦奥胡斯大学、悉尼大学、图西亚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康

涅狄格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田纳西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内外

一流涉农大学的 35 名研究生参与并做了演讲。本次会议主题是“农业与生活”，

并分别以“绿色农业与植保生物技术”、“基因挖掘与调控”、“园艺与健康”为三

个议题进行了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涉农领域研究生的交流，增强了国内外研

究生的研究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为今后其他高校开展研究生国际交流树立了良

好的榜样。 

（文：钟孝俊 图：张璐）   

2015 年南京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会议中外学生赴茶博园参观学习 

随着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国际学术会议的顺利闭幕，为了加强参加本次研

闭幕式合影 



讨会的中外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中外学生在农业实践领域的交流学习。围绕以

“农业与生活”为主题的大会精神，来自各大院校的中外学生在志愿者与相关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于 10 月 30 日上午八时许，一同前往句容市茶博园进行参观。

本次参观活动由研究生院培养处郭晓鹏老师和研工部杨海峰老师担任领队，研会

组织部部长徐刚及副部负责安排行程。 

经过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位于句容市的茶博园旅游示范区。在

导游的带领下，大家首先来到了普洱茶种植示范区与白茶种植示范区。导游称，

茶博园内种植的茶叶种类达一百余种，其中适应当地气候地理条件并且大面积扩

繁的茶叶种类有二十余种。来自中外各大高校的国际友人们细心聆听导游讲解，

志愿者们耐心地做翻译。 

随后，大家来到了茶园喷灌区与防霜扇示范区。这里展示了太阳能供电的喷

灌装置以及防霜扇防霜机制，不仅表现出中国茶业种植的科技化与现代化，也展

现了中国绿色农业与植保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也紧扣了本次研讨会的大会

议题。各大院校的国际友人都对茶园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赞叹不已，并纷纷在此

拍照留念。 

参观完茶叶种植技术示范区，大家随即来到了茶情高尔夫休闲区进行短暂的

休憩。休息过后，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志愿者和国际友人展开了欢乐的“高

尔夫球赛”，每一位参赛者都展示出了独特的球技。大家互相之间配合默契，一

项欢快的娱乐项目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了。 

娱乐过后，一行人在导游指引下来到了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茅山校区，参

观该学校的建设发展，作为以茶学专业为特色的茅山校区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茶

艺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正直李克强总理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安徽农村和专

业学校之际，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加强中外农业技术领域的合作，推动中国农村

建设，鼓励培养“一技之长走天下”的社会理念都具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这对

本次茶博园参观学习具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不断加强中外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必将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强劲趋势。 

行程最后，大家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天下第一壶”景点进行合影留

念，在文化长廊中，国际友人们耐心地聆听志愿者对中国茶学文化与茶艺技术的

热情讲解，大家边走边聊，在一片轻松的交流学习氛围中结束了本次茶博园的参

观交流活动。 



 

                                      合影 

                                               （文：李春楷 图：徐雷） 

——————【神农节特辑】—————— 

 “传承神农精魂勇于开拓，迈向世界一流砥砺前行”——南京农业

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神农科技文化节开幕式暨“聆听”系列活动之英

才分享会 

10 月 20 日下午 14:30，南京农业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神农科技文化节开幕

式暨“聆听”系列活动之英才分享会在资环学院报告厅举行。本届研究生神农科

技文化节由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校研究生会和各学院研究生分会承办。党

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姚志友，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杨海峰，第 30 届校研会

主席王卉，第 31 届校研会主席刘桂林，各学院辅导员、研分会主席及校研会全

体成员参加了开幕式。开幕

式由校研会副主席祁舒展

主持。 

开幕式上，祁舒展首先

介绍与会领导及嘉宾；随

后，南京农业大学第 30 届

研究生会主席王卉作第十

一届研究生神农科技文化

节总结报告；王卉表示“神

农节”举办 11 届以来，开



展各类学术报告近千余场，听讲人次高达数万人，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神农科技文

化节活动体系，极大地推动我校学术氛围的持续上升，并预祝第十二届研究生神

农科技文化节系列活动顺利举办，圆满成功。 

接着，南京农业大学第 31 届研究生会主席刘桂林作第十二届研究生神农科

技文化节活动筹备工作报告。刘桂林表示本次研究生神农科技文化节活动已经从

思想重视、认真组织，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有序推进、保证质量三个方面筹备

完成，希望校院两级研究生会的同学们能集中精力、齐心协力，认真组织开展好

神农节系列活动，将本届神农节全面推向新的高度。 

最后，南京农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姚志友讲话并宣布第十二届研

究生神农科技文化节开幕。姚志友肯定了研究生神农科技文化节在我校研究生活

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应加强精品意识和国际化意识，为建设世界一流农

业大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开幕式结束后，“千人计划”董莎萌教授作专题报告。董教授就切身经历和

感受从三个方面讲述了如何做好科研工作。首先，目标明确，必须先了解自己的

性格和兴趣，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然后就自己选择的方向集中精力，刻苦努力，

董教授举例 search 和 research 的联系生动解释了如何专注；最后，董教授强调

了团队和集体的作用，一个人的精力和知识面是有限的，而团体合作是科学研究

的理想方式。 

神农科技文化节作为我校研究生的第二课堂，迄今已成功举办 11 届，已成

为我校研究生的精神大餐、科研盛宴和文体交流平台。第十二届研究生神农科技

文化节开幕正值南京农业大学建校 113 周年纪念日，本次神农节将继续秉承“躬

行探索、践行利人”的神农精神，以“传承神农精魂勇于开拓，迈向世界一流砥

砺前行”为活动主题，在原有的思想引领、学术争鸣、文化活动、体育竞技、生

活实践、社区风采、就业服务、对外交流等 8 个模块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

突出活动重点。深入开展“南农好榜样”评选表彰活动，在校内外传播南农精神，

彰显南农风采。扎实推进钟山学者访谈、“聆听”系列名家访谈、五大学部前沿

学术论坛等学术活动，创建学术交流平台，增强校园学术氛围。并围绕推进研究

生学生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精细化和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

的发展目标，以学术活动为主线，以营造校园学术氛围、促进师生学术交流、提

高研究生学术素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为目标，全面提高研究生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进研究生成长成才。 

  （文：钟孝俊 图：张馨月） 

 



——————【研会动态】——————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社团羽毛球协会成立大会圆满落幕 

随着校研究生会社团联合会分管的各个社团招新活动的完成，为了增进各个

社团内新纳成员的交流，切实保障各个社团的高效运转，以及深刻落实社团建设

对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社团联合会于 10 月 15 日晚 9:30 在研究生

会报告厅组织召开了社团成立大会第一次会议，参与此次成立大会的社团是羽毛

球协会。社团联合会主任张怡昕，副主任马凯、吴梦娇、莫兰、王卓等出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由张怡昕主持。 

会议伊始，社联部长张怡昕致辞并讲话，首先对与会同学加入羽毛球协会表

示热烈欢迎，并简要对羽毛球协会的会史以及活动场地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随后主持进行了会上交流活动。 

会上，首先张怡昕邀请各位社团新成员上台进行了自我介绍，每位成员都表

达了自己对于羽毛球运动的浓厚兴趣，并表示很高兴融入羽毛球协会这个大家庭

中。随后，张怡昕宣布进行羽毛球协会社团团长的会上选举，同学们积极踊跃地

上台进行演讲。最终来自草业学院的李玉同学当选新一届的羽毛球协会社团团

长，来自动物医学院的姚凌云同学当选副团长。最后，张怡昕对新团长提出了 4

点要求：第一，配合副团长按时组织学生进行社团活动；第二，活动开始前，提

前预约和协商场地安排；第三，活动结束后注意场地整洁与卫生；第四，积极调

动学生积极性，增强社团集体意识。 

最后，由新团长李玉同学组织进行了内部交流活动，同学们围坐一起交谈自

己对羽毛球的热爱，交流开展羽毛球运动的心得体会。此次会议在一片融洽的氛

围中圆满结束。新团长李玉表示自己有信心也有责任将羽毛球协会承担好，发展

好，配合社联完成好各项工作。 



 

大会现场 

（文：李春楷）  

 “安全意识天天有，校园生活乐悠悠”安全宣传活动 

10 月 23 日中午，为增强莘莘学子们的安全意识，提高在读研究生自我保护

能力，构建和谐平安的科研生活氛围，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生活权益部举办以

“安全意识天天有，校园生活乐悠悠”为主题的校园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安全宣传活动通过

线上微信平台及线下

知识竞答相结合，提高

同学们的参与度，以传

播安全知识，追求尚德

守规的美德为主线，真

正使忧安于心而患止

于行。线上主要通过微

信公众号宣传此次活

动，提高学生参与度，

线下主要以展板的形式进行宣传，通过活泼俏皮的漫画引发大家对安全问题的关

注。活动主地点选在距离研究生宿舍较近的北苑食堂，安全宣传标语“约平安，

越青春！！！权益 Big Bang,等你来爆炸”醒目地展现了活动的主题，同时，还以

LED 屏为载体营造活动气氛。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有奖竞答流程了，良好的互动

引发了许多同学的驻足，研究生会准备了笔记本，卡套等奖品，把活动主题糅合

在一道道小题目中，使大家在开心的竞答中收获了安全知识。 

活动现场 



（文：校研会宣传部） 

“放飞青春，舞动奇迹”周末舞会成功举行 

为了普及舞蹈技能，丰富研究生业余生活，促进研究生之间的互动，让青春

得以在舞蹈的世界中释放，10 月 18 号晚上由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会举办的周末

舞会在研究生报告厅举行，舞会邀请了专业舞蹈老师，吸引了来自不同学院的

100 名研究生参加。 

舞会以一曲轻快的旋律暖场，在主持人安排下，持有红蓝绸带的参加者相对

而站，根据绸带上的数字寻找对应的舞伴，并将它系在对方手腕上。舞会以大家

都熟悉的兔子舞开场，在欢快旋律下，大家慢慢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随后，舞蹈

老师向大家教授起华尔兹的基本舞步，大家纷纷跃跃欲试，跟随老师的脚步开始

跟舞伴滑动脚步，也渐渐由生涩的抬脚落脚变为移动旋转。舞蹈老师抓住这一机

会，又向大家展示了快三、慢三的舞步，大家也开始在旋律中慢慢找到了舞蹈的

感觉，在音乐的伴奏下舞动旋转，欢快的华尔兹点燃了现场的气氛，华尔兹欲拒

还休、若即若离的美妙感觉弥漫在现场。接着，旋转、造型、走、跑跳，节奏明

快、动感十足的南京小拉让大家不自觉融入到整个舞会中来，恰恰的严肃中透着

俏皮的旋律又一次把舞会推向了高潮，大家和自己的舞伴达成了良好的默契，并

尽情沉浸在舞蹈的美妙世界里，最后舞会在全场齐跳十六步中拉上了序幕。 

 
舞会现场 

舞会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大家都尽情投入到舞蹈的世界中，舞姿轻快

而曼妙。这次周末舞会促进了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把研究生由象牙塔引向了

舞蹈的自由纬度，成为一次释放心灵的舞蹈旅程。 

（文：蔡永超 图：袁满） 



——————【学院风采】—————— 

食品科技学院成功举办 2015 级新老生交流会 

 10 月 26 日下午，由

食品院研究生分会主办的

2015 级食品科技学院新老

生交流会于食品楼 215 学

术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

交流会特邀了有多次国际

学术会议交流经验的博士

孙晔；本学年食品院国家

奖学金获得者王丽夏和上

届院研会主席赵雪与研一

新生们交流研究生学习心得，分享研究生生活点滴，为新生们今后所要面对的科

研之路指点迷津。 

 交流会共分为三个主要环节，首先由院研分会学术部副部长刘象博介绍到

场嘉宾。随后，特邀嘉宾准备了精彩的 ppt, 依次讲述了自己科研过程的辛酸喜

乐，获奖经验并发表获奖感言。最后是自由提问环节，新生们踊跃提出了自己在

学习生活中的各种迷茫和疑惑，双方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 

总结成功者的发言，不难发现，优秀也有共性。第一，正确认识自己，做好

合理规划。新的生活已然拉开帷幕，作为研究生群体的一员，每个人都应当全面

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学习环境、科研内容，尽早树立目标，做好合理安排。第

二，日常学习过程要注意积累。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所

有的成绩并不是易如反掌，朝夕可得的，当然优秀论文的背后都有不计其数的文

献检索和文献阅读，只有大量的知识积累才会有高效率的成果。第三，没有付出

就没有收获，耀眼的光环后是数不清的夜以继日，也许有时候我们的努力并没有

很快收到成果，但要始终相信梦想，相信希望，相信付出终会有回报。第四，学

会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 最后，处理好科研和生活的关系，过精彩研究生

生活。每一个研究生都不能仅仅把自己定位到专业的层面，广泛涉猎，广交朋友，

多参加课外活动，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听过获奖者的精彩演讲，研究生新生均表示获益匪浅，希望能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继续攀登新的高峰，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成功！ 

（文：邱丽淳 图：邹云鹤） 

赵雪与新生互动 



 

爱荷华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系 Dong Uk Ahn 教授作客食品科技学院“博

萃讲坛”系列讲座 

10 月 30 日下午，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系 Dong Uk Ahn 教授应邀作

客食品科技学院二级学术论坛——“博萃讲坛”系列讲座的第一期，在肉品中心

学术报告厅开展了以《Non-meat ingredients》为主题的报告。食品院学术部副部

长刘象博主持报告会，学院学生积极参加了本次讲座。 

Dong Uk Ahn 教授在 1978 年和 1983 年分别获得韩国首尔大学学士和硕士学

位，1988 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哲学博士学位。现任爱荷华州立大学

动物科学系教授，主要致力于畜产品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如研究肉制品脂质氧化

的机制和抗氧化技术,辐照技术对肉类产品腐败菌和致病菌的杀菌效果研究，辐

照技术对肉的安全品质和风味的影响 ,从鸡蛋中分离和利用增值组件以及开发

功能性鸡蛋蛋白生物活性肽等。本次讲座的主题是 Non-meat ingredients，即非肉

类配料，作为肉制品加工过程的三大要素之一，具有多种改善肉制品品质的功能。

典型的有盐、水、香辛料等，按类别主要可分为植物源、动物源、化学物质三大

类。Dong Uk Ahn 教授主要研究了盐对肉品质的影响。盐是主要的一类用于肉类

加工的添加剂，它有助于形成最终产品的基本口味特点。在肉制品中的通常使用

范围在 1.5%到 2.2%之间。除了改善口味,盐对肉的持水量、肉的抑菌作用、护色

作用及抗氧化性能都有很好的效果。其中，在腌腊肉制品中，常常会伴有亚硝酸

盐的形成，这是由于在细菌硝酸还原酶的作用下由硝酸盐转变而来的。不过亚硝

酸盐是很好的护色剂，可以阻碍脂肪过度氧化酸败。此外，Dong Uk Ahn 教授还

介绍了水作为一种添加剂的特殊作用，水与盐在肉制品特别是腌腊肉制品体系中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通过调控此类非肉类配料来提升肉品质是目前一直在

研究的问题。 

报告结束后，不少同学围绕水和盐对肉制品品质的作用提出自己的不解之

处，与 Dong Uk Ahn 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最后，主持人再次向 Dong 

Uk Ahn 教授的到来致以真挚的感谢，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Dong Uk Ahn教授                           现场照片 



（文：邱丽淳 图：邹云鹤） 

2015 年动物医学院研究生登山比赛圆满成功 

为了迎接 2015 届研究生，为新老生和我院老师搭建一个相互认识、熟悉的

平台，动物医学院于 10 月 18 日上午在紫金山举办了新学期研究生登山比赛。本

次比赛由我院研究生会体育部主办，共有 300 余人参加此次登山比赛。 

 

参赛人员合影 

上午 9 点整，30 支比赛队伍及工作人员集结于紫金山脚，所有队员都斗志

盎然，情绪高昂。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比赛正式开始。在比赛过程中，全体参

赛队员团结互助，相互鼓励，相互搀扶，充分发扬了动医人团队合作的精神风貌，

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你追我赶，勇于攀登，奋力争先。经过激烈的角逐，结果最

终揭晓，团体赛冠军由“梦之队”摘得，三名队员并以此获得每人 100 元苏果卡。

比赛结束后，同学们并没有顾及爬山的劳累，而是进行着各种小游戏。 

此次登山比赛活动，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文体活动，而且使大家在体验登山

乐趣，领略美好的自然生态风光的同时，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同时也促进

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增强了团体的凝聚力。 

（文：动医院） 

“一见青心，怦然新动”草业学院 2015 年迎新晚会 

2015 年 10 月 18 日晚 7 点，南京农业大学草业学院迎新晚会在大学生活动

中心隆重举行，出席此次晚会的嘉宾有草业学院副院长高务龙，副院长徐彬，办

公室主任班宏，辅导员邵星源，教学秘书何晓芳，2015 级新生班级班主任以及

草业学院青年教师等。 



   

晚会以“一见青心，怦然新动”为主题，分为四个篇章即邂逅、相识、相知、

相守。晚会开始，一段韩风热舞瞬间活跃了现场氛围，紧接着进入“邂逅”篇章，

播放了新生视频。 

“相识”开篇是由研究生表演的《匆匆那年》深情对唱，紧接着是小品《考

试那些事》，最后是研究生带来的热舞串烧，渲染了青春活泼的晚会气氛。 

“相知”篇章，由本科生学生会为主，表演了生动的小品，还有弹唱《致青

春》。 

“相守”篇章中，《秀色》将我们带入一场梦幻古典之旅，研究生经典歌曲

串烧《因为有你》，将演出推向高潮。在草业学院老师们演唱的《流金岁月》中，

本次迎新晚会画上完美句号。 

本场迎新晚会的成功举办，为 2015 级的新生们带来家一般的温暖，增进本

科生与研究生、新生与老生、老师与同学之间的感情，展望未来，为学院的蓬勃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文：草业院） 

绿茵点亮梦想，激情舞动青春 

——公共管理学院 2015 年足球交流友谊赛 

2015 年 10 月 15 号星期四下午两点，公共管理学院 2015 年足球交流友谊赛

在学校南苑足球场如期顺利举行，参加本次交流赛的是公管院研究生和本科生中

热爱足球的体育健将。 

绿茵点亮梦想，激情舞动青春。由公管院研究生对阵本科生的近一个多小时

的比赛，激情上演着追逐拼搏的场面。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在双

方球队队员的加油打气声中，比赛很快就进入了状态。球场上不论是本科生们的

凌厉攻势，还是研究生们的细腻脚法与巧妙配合，都让场边的观众连连叫好。比

赛进行了半个小时后，进行中场休息，双方队员都大汗淋漓，但没有一个人说累，

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双方队长还在进行赛前战术安排和人员调整问

题。休息过后，双方再次进入后半场的激烈酣战。下半场伊始，公管院研究生足

球队的队长王新在接到队友的妙传后，一脚大力射门攻入一球，正是这一球优势

主持人 演员合影 



持续到了最后。整场比赛公管院的运动健儿们就像在草原上的一匹脱缰的“黑

马”，不断的奔跑，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最后，公管院研究生队以 1：0 的比分

赢得了此次比赛。 

这次比赛的顺利举行，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不仅锻炼了学

生的体魄，展示了学生的活力，同时丰富了大家的课余生活，创造了展现自我的

机会，培养了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展现了团结、和谐、勇于拼搏的精神面貌。 

 

    

绿茵场上激情对抗                             集体合影  

（文：公管院 冯浩）  

江苏省农科院第八届研究生会成立大会召开 

10 月 21 日中午 12:00 在省农科院综合楼 2 楼会议室召开农科院第八届研究

生会成立大会，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生教育科刘莉老师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由研究生会主席马资厚主持。 

会议伊始，院研会主席马资厚首先对大家加入研会大家庭表示欢迎，希望大

家在研会大家庭能够有所获有所得，同时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配合老师

做好工作，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能够积极参与研会组织的每一项活动。之

后研会各部成员进行自我介绍，大家都表示对于能够加入研会大家庭感到十分荣

幸，并且希望能够服务同学、锻炼自己、充实自己的研究生生活。 

刘莉老师对于新一届研会成员的加入表示了祝贺和欢迎，强调了研会的重要

性，同时重申了院里对研会工作的支持与重视，希望研会全体成员积极主动参与

研会组织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在研究生期间能够锻炼磨砺自己。 

之后主席马资厚安排了本届主席团负责的相应部门，以及各部门部长与上一

研会干部进行工作对接，同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部署，包括主要举办的活动及各

部门常规工作安排等内容，主要针对南农大第十二届研究生神农科技文化节的招

标工作进行讨论。最后对 11 月 1 日就要进行的农科院全体研究生素质拓展活动

进行工作部署和讨论，主要对素质拓展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提出



的问题进行解决，会议最终取得圆满结束，相信新一届研会成员定会载着新的希

望继续延续农科院研分会的优良传统，同时继续发扬研会团结协作的精神，展示

研会的团队凝聚力。  

 

研会成员积极发表讨论意见 

                                                     （文：农科院 左园园） 

植保学院成功举行 IPM 二级学术论坛之“触碰世界前沿，植保家庭团

圆”国际学术沙龙 

2015 年 10 月 29 日晚上 7:00，植保院于理科楼 C303 成功举行了 IPM 二级

学论坛之“触碰世界前沿，植保家庭团圆”国际学术沙龙。本次研讨会由植物保

护学院研究生分会主办，植保院研究生分会学术部、博士部承办。植保学院副院

长高学文教授、植物病理系李红梅教授以及昆虫系吴敏副教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的还有国内外高校研究生代表以及植保院研究生。 

会议由植保研分会学术部孙佳斌主持，首先她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以及出

席本次会议的老师和学生表示欢迎。接着围绕植物保护专业的前沿发展，比利时

根特大学的 Gerardo Alcides Sanches-Monge、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 Walaa Mouse

和 Yousef I.Hassan、中国农业大学的李秀霞和郭婷、西北农林大学的尹军良和康

志伟分别从线虫、细菌性内生菌、脱氧萎镰菌醇、小菜蛾 miRNAs、致病疫霉

PiGCR、RXLR 效应基因和β -罗勒烯等方面发表演讲。 

在各位演讲者演讲完毕后，我院研究生与演讲者进行了有关演讲内容的讨

论，大家反响强烈、积极发言，现场学术氛围浓郁。 

 



 
会议现场 

最后，我院再次对参加此次会议的所有人员表示感谢，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本次会议的成功举行，不仅为我院研究生打开一扇通往更高层次更高

领域前沿植保科技的大门，也增强了与国内外高水平农业高校研究生的交流与沟

通。同时，为今后与国内外相关高校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植保院） 

信息院举办申农论坛系列学术讲座之“面向（农业）领域的计算机技

术与应用”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2 点，信息院研分会学术部在教学楼七楼组织开展

了申农论坛系列学术讲座之“面向（农业）领域的计算机技术与应用”，本期由

研会主席费宇涵主持，邀请的主讲嘉宾是信息院副院长徐焕良教授，全院在读研

究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徐教授在讲座之初，首先提出了“工业 4.0“的概念，主要包括三个内涵：

智能控制、智慧生产、农产品质量控制和可追溯。之后讲授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

部分，分别是域、领域与学科的交集和科学研究方法论。第一部分主要从农业传

感器关键技术及产品以及农业信息处理两个方面讲述。第二部分从基本原则和基

本方法两个角度向同学们介绍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紧接着徐教授从八股文谈起科

学论文撰写的方法，总结出撰写步骤为序文、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建模方法、

原型系统、应用案例、效果分析、结果和讨论，并告诫同学们切忌犯常识性错误，

因为严谨是科学研究的第一要素。最后在师生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提问，主要

提出了在专业研究方向上的疑惑，徐老师逐一进行了解答，并给出了建设性意见。 

本次讲座持续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内容详实，举例丰富，徐教授的启发式教



育让同学们受益匪浅，本次申农论坛系列学术讲座活动也圆满完成。 

   

费宇涵主持讲座                          讲座现场 

（文：信息院） 

生科院举办首届院博士生学术论坛 

10 月 13 日 19 时，生科院首届博士生学术论坛在生科楼 E2004 顺利举行，

此次论坛由生科院研究生会主办，邀请到了植物学副教授甘立军、微生物学讲师

邹坤坤担任嘉宾，苏娜娜同学进行主持。 

 
论坛现场 

此次论坛主讲人为植物学的柏杨、苏娜娜、邬奇和微生物学的李丁四位同学，

分别作了“关于大豆 GmPLDγ 在植物耐盐性及油脂代谢中的功能研究”、“氮素与

糖在萝卜芽苗菜花清苷合成中的拮抗作用”、“氢气参与 UV-A 引起的萝卜芽苗下

胚轴中花青素的合成”、“一种基于 T7 表达系统的构建基因组文库的方法”等题目

的报告。在论坛过程中所有报告者均做了认真的准备，对与会者的疑问给予了充

分细致的解答。甘立军、邹坤坤两位老师对四位报告者的报告从实验方法、目的

等方面做了提问与点评。 



生科院博士生学术论坛是生科院研究生会开展的面向全院所有博士的学术

交流活动，在博士生中搭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平台，促进了不同学术背景

的博士生的思想碰撞和融合。 

（文：生科院 孙浩） 

 “菜单+订单”式首届读者培训进院系活动启动 园艺学院作为培训

试点单位举办首场培训 

2015 年 10

月 14 日，首届读

者培训进院系活

动在图书馆报告

厅拉开帷幕，图

书馆副馆长唐惠

燕、园艺学院副

书记韩键、副院

长吴巨友出席了

本次培训活动，

园艺学院 150 余

名研究生新生参

加了开幕式暨首场培训。 

今年图书馆首次将读者培训活动搬进院系，将园艺学院定为活动试点培训单

位，为学院提供培训菜单，并将培训内容选择权交给学院，由学院根据自身需求

勾选菜单。学院高度重视本次培训工作，陈发棣院长结合学院研究生培养要求，

根据图书馆提供的培训内容，精心确定首场培训的内容。学院也在院内广泛宣传，

认真组织研究生新生积极参加。 

活动开幕式上，园艺学院党委副书记韩键致辞，他代表学院向图书馆表示感

谢，强调举办读者培训活动对于研究生学习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对“菜单+

订单”式培训的高效性和学科专业性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广大研究生认真参加培

训，全面、高效地利用图书馆各种资源。随后，结合学院菜单选择情况，图书馆

副馆长唐惠燕、副研究馆员席庆奎、张彬、胡以涛分别作了园艺学科学术影响力

与文献保障情况、SCI 数据库检索与研究课题、EndNote 文献写作、PPT 制作技

巧等四个专题培训。 

培训期间，四位老师还与现场研究生进行有奖问答，同学们踊跃参与，图书

馆为园艺学院开通了全院文献传递 QQ 群，专门针对园艺各专业做学科文献保障

服务，得到学院师生的一致好评。 

培训现场 



培训结束后，图书馆馆长倪峰指示，后续要积极跟进了解培训反馈情况，及

时沟通解决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对园艺学院的各项文献服务工作，为其他院

系的培训服务提供参考和指导。 

（文：园艺院） 

工学院举办研究生第四届羽毛球比赛 

 10 月 24 日上午，由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科研处主办，工学院研究生会承

办的“工学院研究生第四届羽毛球比赛”在浦口校区博远楼羽毛球场正式拉开

帷幕。 

 本次比赛以“绽放青春，“羽”你同行”为主题，吸引了 8 支队伍三十多

人参加比赛。本次赛事为团体赛，为期两天，比赛项目为：男单、女单、男双、

混双。所有队伍通过抽签分成四组，经过淘汰赛角逐出前四强直接进入半决赛，

最后决赛和季军争夺赛。 

 决赛在 25 日上午 10 点正式打响，每一位参赛选手都以积极的状态进入比

赛，挥洒汗水，奋力拼搏，场面甚是激烈。冠亚军争夺赛把氛围推向了高潮，两

队选手实力相当，技术精湛，每一局都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拉锯赛，选手们打得大

汗淋漓，但从他们脸上看不到一丝放松，都绷紧了神经，争取得分。场外呼声此

起彼伏，观众的眼神随着球来回移动，心也随着球提到了嗓子眼，每一球都充满

着悬念，到底球落谁家，谁才是最后的赢家。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博远一号”

夺冠，“地表最强战队”获得亚军，“轻羽飞扬”获得季军。 

比赛在大家的赞叹中落下帷幕。获奖队伍分别获得数量不等的羽毛球，旨在

鼓励大家继续加强锻炼，积极参加羽毛球比赛。由研究生会派出的裁判队伍，严

格按照比赛规则严肃认真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连续性和观赏性，受到了参赛者和

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比赛过程中，还有一些后勤人员，为比赛有条不紊的进行

提供了巨大的保障。 

 

比赛合影 



本次比赛不仅受到了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羽毛

球比赛作为一项体育竞技，在繁重的学习之余，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放松心情、展

示自我的舞台，同时结实了更多的朋友，增大了同学们的运动热情！  

（文：工学院刘凯）  

园艺学院举办新老生篮球友谊赛 

为促进新老生交流，丰富研究生的课外生活，2015 年 10 月 26 日中午 12 点，

由园艺学院体育部举办研究生新老生篮球友谊赛正式打响，第一场由研一新生对

战与研二老生。最终，研二代表队比赛以 44:35 的比分优势获胜。 

    在队员的简单热身过后，伴着一声哨响，本是秋风微凉的午后，瞬间变得火

热刺激，挥洒汗水的时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节比赛，研一代表队，展现出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始一开场便遥遥领先，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第二节结束。 

   在随后的比赛中，研二代表队，及时调整策略，鼓舞士气，顶住压力，在

第三节开始后便迎头奋进，频频进球，开始了疯狂反扑，试图扭转局势，在队员

们良好的配合下不断进取，分秒必争，令大家高呼呐喊，虽使比分有所好转，但

仍未能追上。整场比赛，两队队员在场上激情高涨，你争我夺、你攻我守，比赛

场面异常激烈，球场气氛十分活跃。 

    此次比赛本着“新老交流，沟通感情”的原则进行，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

提高了学生们进行体育活动的热情和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而且在比赛中增进

了新老生的感情，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时凭借篮球的独特魅力也向我们展现了研

究生生活的蓬勃朝气和青春气息。 

 

比赛现场 

（文：园艺院） 



促进学术教育，交流科学思想 

——记动物医学院青年学术论坛“2015 年第二期” 

2015 年 10 月 21 日，第二期动物医学院“青年学术论坛”在我校教学楼 B309

室召开。论坛由杨晓静教授主持，我院基础兽医系陈秋生教授和倪迎冬教授以及

临床兽医系芮荣教授出席并担任评审专家。 

 

论坛现场 

本次论坛旨在为广大青年学者提供展示和交流学术观点的平台，通过跨学科

交流，有效推动学科间的交叉互补和共同发展。本期论坛学术演讲由青年教师周

斌及博士研究生蔡德敏、包银莉、Alam、薛俊欣、戴建军六人担纲，并分别作了

题为《猪 Mx1 蛋白体内抗猪瘟病毒研究及其突变体活性分析》、《母猪妊娠期日粮

添加甜菜碱对新生仔猪肝脏脂肪酸合成的影响及其表观遗传机制》、《致新生儿脑

膜炎大肠杆菌抗菌酶机制的研究》、《Effect of Selenium enriched probioties on 

meat quality, antioxidants capacities and expression of heat shock proteins in broiler 

chickens under heat stress conditions》、《弓形虫急性感染血液相关标志蛋白的筛

选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和《猪卵泡细胞玻璃化冷冻后的细胞凋亡及凋亡模式研究》

的专题演讲。他们就各自的研究背景、问题假设、试验设计、研究结果等几个方

面细致地阐述其从事的科研项目。报告人畅所欲言，与会者踊跃发问，学术评审

委员现场提问并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问题和建议，充分实行互动交流。论坛期

间气氛活跃，热烈，轻松，呈现出科学创新技术奇葩争奇斗艳，百家争鸣的浓厚

学术交流氛围。 

本期青年学术论坛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学术交流，开阔学术视野，促进学科交

叉，增强创新意识起到积极作用。并以此契机，推动了我院学术科研水平更上新



台阶。师生共同期待接下来青年学术论坛的开展。 

信息院研究生登山撕名牌素质拓展活动 

2015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7 点 30 分，参加此次信息院研究生登山撕名牌素质

拓展活动的同学们准时在主楼南面集合，除了工作人员，共 27 名参赛者，其中

16 名男生、11 名女生。大家通过抽签的方式分成了红队、绿队、黑队、蓝队、

橙队和粉队，每队 4-5 人，分组结束，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活动主要分为排位赛、

定向越野和多元化撕名牌大战。 

第一轮排位赛，每队派一人抽取 3 张目标图片，队员们要找到照片所拍位置，

并拍摄含有指定动作的的照片，要求与目标照片相似度大于 80%，完成后到南门

裁判处校对，每队拍摄的照片全部合格并全员到齐后，将所拍照片配文字发至朋

友圈，集齐指定数量的赞时比赛结束，按用时长短进行排序。队员们拿到任务后

情绪高亢，分工合作，霎那间校园中多出了许多奔跑的身影，最终蓝队率先完成

任务，其他队伍紧随其后。 

第二轮定向越野，裁判员判定后宣布按排位赛结果，蓝队获得率先出发权，

橙队在蓝队出发一分钟后出发，以此类推，目的地均是成语长廊，每支队伍全员

到达后，需在长廊前拍摄照片并发到指定群组，收到照片的先后顺序决定名次。

经过第一轮比赛的热身后，大家运动的热情被点燃，确定好路线后便同心协力向

目的地进发了。途中他们积极调整，合理分配体力，渴了、累了也坚持前行，最

终蓝队再次拔得头筹，其他队伍也陆续到达终点，没有一个人放弃，定向越野顺

利完成。 

第三轮多元化撕名牌大战，战前先进行了瞎子背瘸子和团队铁人四项游戏。

经过短暂的休整，大家迅速进入了趣味游戏环节，首先是瞎子背瘸子跑道任务，

裁判用绳子圈出 2 个场地路线，每支队伍按前两轮累积排名依次开始，一人蒙眼

背着另一名队友参加比赛，同一队 4 人在两个场地前同时出发，若有人踩线犯规

则从起点重新开始（此时继续计时），直至顺利通过终点计时停止。两个场地分

别计时，累计用时为最终用时。然后是团队铁人四项，裁判划定 4 个点，每个点

分别设定跳绳、俯卧撑、抱头深蹲和大象鼻子转圈四项挑战。前一人完成任务后，

需跑至下一人的位置，双方击掌后接力队员方可进行下一项挑战，直至第四名选

手与第一名选手击掌，计时停止。两项游戏设计合理，趣味性强，全程都伴随着

大家的欢笑声，经过几轮的比拼，蓝队依然稳居第一的宝座。 

紧接着便是撕名牌大战，共分为三个回合，第一回合六支队伍分为三组进行

“老鹰捉小鸡”撕名牌，扮老鹰的队伍派一名队员参加，必须从队尾往前依次撕

取，但可以追逐掉队的“小鸡”并撕取名牌，扮小鸡的队伍全员参加。三组同时

进行，限时 1 分 30 秒，每撕得一个名牌得 2 分，否则不得分，按累计分数进行



排名；第二回合是男女搭配 2v2 撕名牌，每两队分别派出一男一女参赛，若本队

女生被撕或者同一组两人均被撕掉名牌，则游戏结束。限时 3 分钟，每撕一个得

1 分，两个都撕下得 3 分，按两个回合的累计分数排名；第三回合“超能力”撕

名牌，每队按排名顺序依次抽取能力卡片，共有重生、反弹和单挑等 12 种能力

卡片，按排名奇偶分成两组，每组 3 队进行混合互撕，两组冠军进行最后的 PK

赛，争夺冠亚军。精心巧妙的游戏设计令撕名牌大战妙趣横生，队员们精诚合作，

全力以赴，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最终蓝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绿队成为黑马获

得第二名。游戏结束大家合影留念，结伴返回学校，一路谈论着活动中的种种趣

事。 

本次活动丰富了我院研究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号召同学们在进行科研实验之

余积极锻炼身体，培养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为我院

各专业各年级的研究生提供了沟通交流的机会，加强了我院研究生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定点定动作拍照                       裁判与队员合影 

——————【要闻速递】—————— 

综合院讯  10 月 10 号—10 月 18 日，公管院、政治院、植保院、金融院、外语

院等学院分别开展了新老研会成员联谊素拓活动。活动旨在联络新老研会成员之

间的友谊，增进交流与经验传授，加强各学院新一届研会干部队伍建设。 

 

综合院讯  10 月 12 号—10 月 26 号，公管院、经管院、资环院、植保院、信息

院、农学院等学院分别开展了新老生篮球交流赛，通过篮球赛增强学院凝聚力的

同时，也加强了学院研究生锻炼身体和团结合作的意识，让研究生在枯燥的实验

和学习生活之余放松身心。 

综合院讯  10 月 24 日下午，公共管理学院研分会主席吴一恒同学携其副主席、

各部门等代表等一行 9 人到我校工学院参观交流。工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唐惊幽同

学及部分部长代表热情的接待了公管院的同学们。 



人文院讯  10 月 14 日下午，15-16 学年人文学院研究生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

逸夫楼 6044 顺利举行。会议由研分会肖阳老师主持，研分会全体成员参加了会

议。 

金融院讯  10 月 21 日下午三点，金融学院 R 语言系列培训第一期——《从零基

础掌握 R 语言》在理科南楼金融实验中心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金融学院研究生

会学术部主办，活动邀请了金融学院潘军昌老师进行授课。 

草业院讯   10 月 23 日星期五，草业学院邀请到朗阁外语培训班中心的巫倩雯老

师，开展了一次托福考试培训交流会。巫老师给本科生、研究生介绍了托福考试

情况、考试题型与技巧，并回答了学生们对托福考试的困惑以及经验交流。 

信息院讯  10 月 10 日上午，信息院研会主席费宇涵，部长何婧、陈佳悦等人，

对本院的研究生新生宿舍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以加强学生宿舍管理，规范学生行

为，同时也为了配合学校宿舍检查的顺利进行，并对新生住宿遇到的问题给予关

心帮助。 

外语院讯  10 月 22 日下午，浙江大学教授，国家特级导游陈刚先生莅临我校，

为外国语学院全体研究生做了学术报告，报告成效斐然，在外院师生中引发热烈

的反响。 

理学院讯  10 月 14 日下午， 2015 年理学院第九届田径运动会炫彩开幕。此次

运动会中，在研会主席陶月红的组织和引导下，研究生代表队赛出了水平，赛出

了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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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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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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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工作重点】———— 

 “南农好声音”第四季 

“南农好声音”旨在通过比赛挖掘校园的“好声音”，给热爱音乐、热爱舞

台的同学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并且给予他们一个提高自我演唱水平的机会；通

过呈现一场高质量、高水平、形式多样的精彩比赛演出，也可以调解研究生平日

的科研和学术压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南农好声音”第四季将强力助阵第十

二届神农科技文化节，在 11 月 “好声音”不见不散。 

 召开校研究生会全体成员会议  

成员之间的交流，加深研会各部门凝聚力，方便开展各项工作，校研究生会

成员将每月举行一次全体成员大会，总结近期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部署下一步

工作安排。 

 举行“爱情特烦恼”青年联谊活动 

为了丰富研究生的课余生活，加强青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互动，切实解决研究

生个人问题，校研究生会将于 11 月下旬举行“爱情特烦恼”青年联系活动. 

 “青年南农说”第一期——左岩访谈 

“青年南农说”重点邀请社科名家、杰出人士等来我校交流，通过访谈等形

式了解嘉宾背后的故事，帮助青年学生开拓视野、启迪思维，传递社会正能量。

第一期邀请嘉宾为《非常了得》节目主持人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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