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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晚7：00，09级和10级文综一班首次

联谊会“我想认识你”在教学楼5栋309课室拉开序

幕。这是09级师兄师姐们为欢迎10级新生加入文综

一班这一大家庭而精心筹备的晚会。

晚会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智力大竞赛、才艺

表演、才艺PK、找朋友四个环节，始终围绕相互认

识和增进了解这一主题进行。智力大竞赛汇集潮汕

话、客家话和粤语等方言知识和其他文学知识，在

娱乐的同时增进了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的了解；

才艺表演以模仿电影精彩片段为核心，轻松搞笑，

令人捧腹，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表演才能；才艺PK

以歌唱为主，唱得响亮，唱出青春一代的特色；

“找朋友”进一步深化晚会主题，更推动09级和10

级同学的相互认识，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达到预

期目标。回首整期晚会历程，欢乐、和睦、融洽，

好不温馨！

我想认识你，于是今夜他们相聚于此，欢庆
相遇。他们将是一家人，彼此交融，合为一体！今
后，相信他们定会心朝同一方向，携手同行，共创
文综一班辉煌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动手实践验真理
                             ——记2010级理科综合班学生参观实验室

综合班学生会，我们一同成长
10月8号晚上，在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教学楼6栋205课室，

综合班学生会举行了动员大会。此次动员大会，面向新老学生会成

员，主要有会长，各部长的讲话，还有李海花老师的寄语。大会

指出了学生会的改革问题，致力于把学生会建设成一个学术性的社

团，突出综合班学生会的特色活动和品牌效应，扩大其在学校，乃

至各个高校的影响力。通过此次动员大会，综合班学生会的成员们

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优势所在。相信综合班学生会一定

会开拓出一番新天地。我们，和学生会一同成长。

                                               记者/郑楚丽

10月12日教学楼3栋101人头攒动。7：30，课室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现场座无虚席，有好些没

有位置的同学只能站着。

   讲台上是我校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的梅霆教授。原来是梅霆教授正在为综合班做学术讲座，题目是

“我们生活中的光科技”。他目光如炬，正在向台下聚精会神的同学们讲解着。

随着一张张幻灯片在屏幕上切换，梅教授向我们娓娓道来。从可见光的色散到波粒二相性，我们

认识到了人类是如何加深对光的探索的；从贝尔的电话到高锟的光纤，我们了解到通讯技术是如何逐步

发展壮大的；从凿木取火到LED，我们见识到了人类在照明领域一步步取得的成就。

之后，梅教授开始向我们介绍我校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的基本情况。研究所有两名院士，及

一批年轻而优秀的研究人员。同时，研究所配备了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因此，我校光电子材料与技术

研究所处于我国该领域研究所水平上游。

梅教授的演讲形象生动。在讲解波粒二相性时，他打了一个比方——光子的两种性质，就如同人

出席不同场合时会有不同的表现。话音未落，大屏幕上出现了他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正在做学术报

告，神情严肃。另一张是他正在夏威夷度假，他的衣着显得非常“滑稽”。现场的同学们忍俊不禁，对

梅教授幽默诙谐的演讲手法感到佩服。

    当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梅教授的幽默诙谐，而是他的谆谆教诲，是他的语重心长。

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梅教授为了和我们进行互动，经常性地问到我们：“同学们，你们知不知

道……？”遗憾的是，我们的表现让他失望了。为此，梅教授特意放慢脚步，告诉我们要多接触这个

广袤的世界。殷切的目光，真挚的话语，无不流露出梅教授对我们的热切期望。在表达了对我们的殷切

希望之后，他才又回到主题上。梅教授在讲台上继续演讲着，目光如之前一般专注。然而，此刻我不知

道，其他同学的目光有没有和我一样变得闪烁，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和我一样感到惭愧。

时间很快来到教授与同学们互动的环节。谈到本科生应该如何学习时，梅教授又提到大学生应

该多接触外面的世界。他说道：“在场的同学很多都喜欢玩扑克牌吧，那么喜欢登山的同学又有多少

呢？”是啊，如果不接触登山活动，又谈何喜欢呢？对于扑克牌的喜欢，是建立在接触了扑克牌的基础

上。同样的，对于某一科学领域的热爱，也应当建立在接触这一领域的基础上。然而，我们在座的同学

们接触到的世界还不够广阔，不知还有多少有趣的现象，等着我们挖掘；不知还有多少有趣的规律，等

着我们发现；不知还有多少有趣的结论，等着我们总结！

    9：30，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结束了，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馈给教授。在这掌声的热度退却之后，

我们的自省，才正要开始……

人物简介：梅霆教授，2000-2009年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子及电机学院微电子系，获终身教
职，2009年回国就职于华南师范大学，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所长。梅教
授从事半导体光电子器件、集成光子芯片、红外探测器、红外成像阵列等方面研究工作。在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工作期间，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并创建纳米光子实验室。曾获新加坡研究基金会1千万新元重
大科研项目资助，并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该研究项目。梅霆教授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资
深会员，曾任IEEE光子协会（Photonics Society/LEOS）新加坡分会副主席和理事。

                                                                    记者/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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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我们生活中的光科技”讲座

梅霆教授殷切的希望

照片/09综合
文科一班提供

记者/林雅盈

10月14日下午，2010级理科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学生在指导

老师李海花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理6栋至理8栋的模电、通讯、光

信息处理等实验室。

参观于下午3:00开始，从理8栋出发，同学们在实验室中见

识到了各种样式新奇的仪器：宏伟的千度高温炉，精微的集成电

路板，神乎其技的全息成像……虽然这些在同学们眼中是既陌生

又神秘的，但其工作原理大部分都是大家所熟知，这使同学们意

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枯燥纷繁的纸上谈兵，更是身体力行的实弹

演习。未来的学习应该更多地注重躬身格物，而不能还是像过去

一样只埋头于书海了。

当大家走到理7栋五楼参观化学实验室时，发生了有惊无险

的一幕：实验室的黄老师正在向同学们介绍硬度计、激光密度仪

等高尖科研仪器时，有位同学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靠近了角落里的

一个蓝色罐子并欲一探究竟，可是马上被老师轻声阻止了，现场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随即老师微笑着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她

解释道，罐子里装的是超低温冷却剂——液氮，它可以用来去

疤，只要皮肤挨近，上皮细胞会马上坏死脱落，尔后长出如

婴儿般的新肌。黄老师说着将罐子的盖打开，只见罐子里闪

着幽幽蓝光，白雾腾起。同学们叹为观止，只觉科学博大精

深，奥妙难测，非穷毕生之力不能窥其门径。

参观过程中，大家每到一间实验室都有相应的老师或师

兄师姐们作解说。师兄师姐中不乏在读研究生，其言辞睿智

而高深，同学们的钦羡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纷纷表示，“以后要

注意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要以师兄师姐作榜样，勇攀学术高

峰”,“好好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以后走继续深造的路”。

下午5:00，参观结束。从课本到实践，从抽象的理论、公式

到可见可触的实体器材，同学们对崇高而伟大的科研工作有了初

步了解。大家难掩兴奋与不舍之情，翘首期待着即将在大二开设

的实验课程，并立志将更加努力学习，为以后遨游高尖科技的海

洋备好坚固的风帆。

此次活动在物电学院综合人才培养实验办公室的支持和帮助

下顺利进行，通过展示华师优良的实验教学资源和理科重点科研

项目，新生们深入了解实验室的各种实验器材，增进同学们对实

验室环境的熟悉感和认识，激发广大综合班同学对科研活动的兴

趣，主动将抽象的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实验，以尽快适应大学的学

习，为科研活动做好准备，这是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所迈开的第

一步。                     
记者/王怀君  整理/雷冰  摄影/王怀君

J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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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是美丽的。人们会去聆听风雨，是因为风雨

有它的韵味；人们会去聆听旋律，是因为旋律有它的美

妙；人们会去聆听教诲，是因为教诲有它的启迪；人们

会去聆听未来，是因为未来有它的希望。

   2010年的夏季，我们经历了刻骨铭心的高考，拿着那

份天蓝色的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华南师范大学的校园。在

华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我们感到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

鲜，同时也难免会对这些陌生的事物感到些许彷徨。但

是让我们感到温暖的是，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感受到

了华南师范大学带给我们贴心的一切：有和谐良好的校

园环境，有浓郁的学习氛围，有多姿多彩的课外活动，

更有兼职班主任的关心和呵护。在这里，我们可以聆听

到教授们的精彩教学，可以聆听到师兄师姐们的经验传

授……

2010年10月8日，作为2010级综合班的学生，我们有

幸参加了专门针对综合班举办的新生教育会。在会上，

我们非常欣喜地见到了学校教务处的沈文淮处长，李海

花老师和林冬华老师，以及许多09级的师兄师姐，聆听

了他们对我们的亲切指引。

   我们有幸聆听到沈处长激动人心的演讲。从他的话

语中，我们了解到学校为综合班安排了最好的教师，提

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营造了最好的学习氛围，我们可

以在综合班里得到最好的发展。比如说，综合班会采取

“2+2”两段式的培养——我们将会在大学四年里接受两

年的通识教育和两年的专业教育，进行小班教学，实行

导师制和研究项目制，定期有高水平的专家教授开展专

题讲座等等。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出社会，老师都鼓励我

们追求卓越，严格要求自己。当然，学校为我们提供的

远远不止这些。当晚沈处长的发言让我们当中的很多人

都更清楚地认识和了解了综合班，也让我们更加喜欢综

合班，热爱综合班，让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憧

憬，更多的坚定。

我们有幸聆听到李老师和林老师的谆谆教诲，感

受到了她们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从两位老师的希望中，

我们很多人都思考自己的目标，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像老师们所说的那样去勇敢地追求卓

越，用更高的目标，更严格的要求来鞭策自己，让自己

不断进步。另外从两位老师的言语中，我们还明确了什

么事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事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什么

事是我们要尽量去避免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现在

都深深地感受到，如今的我们已经太少去接触，去阅读

那些传世的经典著作了。就像李老师说的一样，“如果

真的要我去问你们究竟读过什么传世的经典著作，我想

绝大多数人给我的答案都是摇头。”反思自我，在现在

社会浮躁的风气中，我们已经逐渐远离了那真正称得上

人类智慧的精粹的经典作品。在大学这个灵魂的殿堂

中，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身心的健康发展，更是灵魂

的升华。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通过阅读那些

在时间长河中沉淀良久的经典书籍，才能提高我们的文

化素养，才能锤炼我们的思想。在老师的殷殷期望中，

我们更明确我们要去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要尽量

多去阅读经典著作和前沿文献，比如我们应该勇敢地去

接触科研，比如我们绝不能因为社团的工作而影响到我

们的学习……

我们还聆听到09级的师兄师姐们对我们的经验指

导。他们都是学校里非常优秀的学生，在学校里得到了

很多锻炼的机会，收获了有很多经验。对于我们而言，

他们就是一个过来人，可以用丰富的经历告诉我们:千万

不要被学术吓到；不要拿没时间作为借口而不去努力学

习；我们都明白“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

随”，所以在大学四年里我们一定要以学业为主，不能

荒废学业。

聆听真的是美丽的，这次的聆听带给我们的是经验

的指导，是如拨开云雾见日明一般地对迷茫的解答以及

对未来的憧憬。当然，在憧憬未来的同时，我们也要回

首综合班的过去。只有在对过去不足的认识以及对过去

经验的总结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去开拓、创造我们

的未来。经验使我们发现我们综合班的同学现在所定下

的目标还是太低，甚至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目标究

竟是什么；我们发现以前的师兄师姐很多会在大一下学

期开始，学习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学习效果也会越来越

差；我们发现我们综合班的同学还是会缺乏自信，从而

影响到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发挥；我们发现自身还很缺

乏像课外实习，大型比赛等等之类的第二经历。这些都

是从我们的师兄师姐身上得到的特别重要的经验教训，

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吸取教训，正所谓“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不断学习，不

断改正中，更好地提升自己，更好地发展自己的。

我们之所以会聆听未来，是因为对于未来，我们都

有无限的希望，都有无限的憧憬，都有无限的展望。聆

听了这一次激励人心的讲座之后，我们领悟到在短短的

大学四年当中，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总结起来：我们要

充分利用图书馆，扩大阅读面，提高知识的广博度；我

们要积极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多多接触不同的思想

与智慧；我们要多多阅读经典著作和前沿文献，在书山

文海中欢快遨游；我们要学会自我管理，要勇敢地直面

困难；我们要认真学习，坚持不懈，刻苦奋斗；我们还

要……

是的，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但是经过了这

次新生教育会，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很多。无论是从老师

们还是师兄师姐们的身上，我们都了解了许多事情，也

因为如此，我们都思考了很多，真的，我们都要明确自

己的目标，都要非常努力地学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地迈向无限美好的未来。

聆听是美丽的。我们都是那么幸运地得以聆听到综

合班的新生教育会，这一次讲座让我们思考良多，获益

匪浅。

                          撰稿/李嘉欣  林浩敏 

                                                                                                            

聆听·未来
                                                            ——记综合班新生教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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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结合点，
该校从2001年开始举办"励耘实验班
"，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实
验班建设与改革过程中，该校不断
汲取前期经验，先后设立了以分段
式培养为特征的01—03级励耘实验
班和以贯通式培养为特征的04级之
后励耘优秀人才培养实验班。以培
养具有突出研究与创新能力、高度
社会责任感与务实精神、深厚人文
与科学素养、良好交流与协作能力
并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各类优秀人
才。

新生入校一学期后，在自愿申
请的基础上经考核，择优选拔100
人左右组成励耘实验班，实施励耘
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学生均在
本院系完成四年大学学习，在修读
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的同时，
参加由学校组织实施的专门培养计
划，包括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信息
技术素养和能力培养、思维拓展训

练、外语与国际交流能力强化、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等，为优秀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优良条件。

励耘实验班的学生，有更多机会聆听校内外，国
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专门授课；有更多机会获得学
校“本科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有与其他高校实验
班拔尖人才交流的平台，如与北大元培班，清华实验
班、人大国学班等；有与其他专业优秀学生一同丛游
学习的机会，在学科的交叉中发现问题，开展探究活
动；有更多自主设计发展的机会，励耘实验班课程均
为选修，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发展需要，选修课程；
从毕业生看，有更多的学生继续深造、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和获得各级各类奖励等。

资料来源：htt p : / / j w c . b n u . e d u . c n / j x y j /
jxcg/911084/web/fj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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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院     班级      推免类别   录取学校
邹来泉   教科院   文科2班   学术型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孙佳平   物电学院 理科1班   学术型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院
朱洁琳   法学院   文科1班   学术型 中国政法大学
林培剑   教科院   文科2班   学术型 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
黄冬雪   法学院   文科1班   专业学位 中山大学
王  珑   数科院   理科1班   学术型 中山大学
何健生   经管学院 文科2班   学术型 华南理工大学会计学
陈东霞   数科院   理科1班   学术型 华南理工大学数学
蔡萍萍    文学院   文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陈晓萍   文学院   文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张  妍   文学院   文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刘艳菲   文学院   文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孙  璐   文学院   文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黄漫玲   文学院   文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黄  云   文学院   文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林  妮   文学院   文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林锦梅   经管学院 文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丁丽芸   经管学院 文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罗映丹   经管学院 文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黄纯洁   数科院   理科1班   4+2教师教育华南师范大学
陈伟萍    数科院   理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陈秋燕   物电学院 理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池  妍   物电学院 理科1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林鸿锦    化环学院 理科2班   4+2教师教育华南师范大学
刘文娜   化环学院 理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刘芳菲    化环学院 理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艾  萌    生科院   理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叶思婷   生科院   理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陈晓芳   生科院   理科2班   学术型 华南师范大学
颜晓佳   生科院   理科2班   专业学位 华南师范大学
人数总计：30

2007级综合班推荐免试
研究生名单及录取院校

在万众期待百般等
待中，专属于综合班创新
班、我们自己的BBS——
【综合班&创新班动态】
于近期落户华师后院论坛
的【后院特别专题】啦！

在这里你可以聊聊
天，灌灌水，说说综合班
的那些事。在这里你可以
探讨交流学术问题，彰显
自主创新的精英风范。在
这里你可以及时了解综合
人才培养办公室各项通
知，时刻关注综合人才培
养最新动态。

这里将是综合班创
新班同学们交流沟通的平
台，也将是展示华南师大
综合人才培养成果的窗
口。

欢迎登录:
http://www.myscnu.com/

forum-68-1.html

关于综合班&创
新班自己的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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