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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简介

    JOIN 素养论坛是交通学院“干部培训班”的延续，

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提供给学生展示自我的平

台，锻炼每一个学生自主学习和与人交流的能力，培

养每一个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其主要内容分为“基础学习”、“青春故事”、“实

用技能”和“深造发展”四大板块。同学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相应的会场，听取自己感兴趣

的内容。同时，每个会场有人数上限，以保证听众可

以和发言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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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时间安排

11 月 21 日（周四）
C++ 学习指导（董夏鑫）

高数学习指导（陈怡林）

CAD 学习指导（宋开明）

11 月 29 日（周五）
我的青春——故事一则（顾晨昊）

我的青春——我走我的路（宋航）

12 月 5 日（周四）
带你走进 PS 世界（张月明）

揭开 AE 和会声会影的面纱（季欣凯、郑思）

12 月 13 日（周五）
未来发展——保研之路（丁剑、张晓田、孙丹阳）

出国流程与所需准备（宋皓雪）

玩转雅思、托福、GRE（刘善文）

时间：

11 月 21 日、12 月 5 日（周四）晚 9:10——10:30

11 月 29 日、12 月 13 日（周五）晚 6:45——9:30

地点：详见各场宣传海报

每周在宿舍宣传栏中会有具体主题及相应时间地

点的通知，请多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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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学习指导
 董夏鑫：

个人简介：

  董夏鑫，12 级道路桥梁茅
以升班，本次素养论坛为大家
讲解与 C++ 相关的一些知识。
  大一年级名列年级前茅，

上下学期四项学科单项奖（包
括上下学期两项 C++）。校级
三好学生，获得创新体验竞赛
校一等奖、大学生英语竞赛国
家级二等奖。
  格言：给自己一段值得回

忆的岁月。

主讲内容：

  进入大学后，很多同学接触到 C++ 这门学科，感到茫然
不知所措，无从下手。这次讲座中，结合 c++ 这门逻辑性语
言的学科特点，我将带领大家简要梳理一下 C++的知识结构、
深入浅出地介绍 C++ 这门学科的学习方法及笔试和机试的应
对技巧。根据同学们的问题和要求，结合自己的学习感悟，
帮助各位大一同学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C++ 这门学科，并取得
理想的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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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大一平均绩点 4.188，总成
绩交院第一，进入道路桥梁与
渡河工程茅以升班；
  获得 5281 奖学金；校长奖

学金，茅以升教育希望之星奖；
东南大学三好学生标兵，课程
奖学金三门。
   乒乓球协会技术部副部长；

东南大学创新体验竞赛校级一
等奖；
   东南大学高数竞赛校级三等
奖。

主讲内容：

  期中考试过后，相信大家
对高数的学习有了新的认识，
有的同学可能会感到茫然，那
么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高数
学习方面的经验，高等数学是
大学里十分重要的学科，也是
其他学科的基础，作为工具的
高等数学在以后的学习中也有
很广泛的应用。主讲内容包括
高数的学习方法，解题思路，
平时学习的注意事项，还有应
试技巧，以帮助大家更高效的
利用时间和取得更好的成绩。

陈
怡
琳
：

高
数
学
习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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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工程制图学习指导

宋开明 :

个人简介：

    12 级道路桥梁茅以
升班，大一 CAD 成绩 98
分，荣获校三好学生、
国家奖学金、东大智能
奖励金以及多科课程奖。
他热爱生活，热爱学习，
喜欢动漫，喜欢电影，
他说：“我不是学霸，
也不是学神，我和你们
一样，我只是普通人。”
大家可以亲切的称呼他
“小开开”。

主讲内容：

   自从上了画法几何这门课后，很多人都各种画图感觉不会再
爱了，原因一般是看不懂老师的解题方法、听不懂老师说的方言。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主讲人将与大家分享总结出的各种方法，希
望能够让大家找到自己的学习思路，早日理解和接受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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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故事一则

顾晨昊 :

个人简介：

黑子，顾晨昊。
江苏南通人，现就读于测绘工程。 
交院学生会副主席、文化部部长。 
JOIN 艺术团合唱团团员。
第四届中华赞诵读大赛一等奖。
2013 年东南大学自强之星标兵。
南京维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京中创调研公司市场部实习生。
2011年新老生联欢、2012年新老生联欢、2012年测绘地信之夜、
2013 年“似水流年歌手大赛”中场主持人，2011 年岩土之夜、
2012 年集舞大赛、2012 年“我的青春故事——江苏省大学生成
长报告会东南大学站”、2013 年“校园十佳歌手”主持人。
2011 年新生文化季开幕式晚会、新老生联欢、JOIN 律动之夜、
JOIN 艺术团荟萃艺堂歌曲、音乐短剧表演者。
激情四射大型露天舞会、沙龙酒会、军训小联欢、新老生联欢、
圆舞青春楼道舞会大型晚会活动创意策划及晚会现场控制主要
负责人。
从大一第二学期始，生活费由自己打工创业挣取。 

主讲内容：

你想听什么，我切开来讲给你听。
黑子的故事，敬请期待。



"JOIN 学生素养养成论坛”活动手册

7

宋航：
   我的青春——我走我的路
个人简介：

宋航，旅行爱好者，11 级交院港
航专业，交院的主力门将，曾在比赛中
被对方的前锋踢断鼻梁骨，但简单的调
整之后，忍着骨折的剧痛，毅然走上球
场继续比赛，类似这样的经历也有许多，
也许是性格中总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我总是很喜欢尝试，小时候心里就埋藏
下一颗狂野的种子，每当我听到内心对
于自由的召唤，我会奋不顾身，这也是
我喜欢徒步旅行的原因所在。

主讲内容：

两年三次进藏，数千公里的骑行和搭车经验，50 天亚洲 5
国独自背包穷游，有不顾医生劝诫带着气管炎冲上高原，也有
一个人坐在原始海滩上看孩子们嬉戏；曾经差点酒后被人妖强
奸，曾经眼看着一具具印度教尸体被焚烧；怀念坐在梅兰加尔
古堡上听山下清真寺的祷告声，怀念在湄公河小岛上被一群孩
子嘲笑我陷进泥里的摩托车；我记得在山南第一次搭车拦下车
时的激动，也记得在尼印边境被蚊子狂咬 50 多个包时的绝望；
睡过机场，睡过警亭，也睡过 1 美刀的超级大通铺；坐过不关
门地铁，也坐过半路散架长途车，也坐过只有一名空姐的廉价
航空；体验过零下三十度严寒，也感受过五十度酷暑。独自旅
行在路上，让我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遇到了许多人，
经历了许多故事，这就是我，为大家讲述我旅途中那些或辛酸
或幸福或快乐或悲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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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张月明，大三交运专业，平面传媒部部长。
对创作的热爱以及对设计的热情让我加入了平面传媒部，

如今已是第三个年头，仅希望借助素养论坛这个平台将我对设
计有限的认识以及对 PS 浅薄的运用技能分享给更多热爱设计的
同学们。

主讲内容：
还在为无法去除照片上的水印而苦恼么？还在用简单的美

图秀秀美化照片么？还在对设计精美海报感觉无从下手么？还
在拍完视频后却对剪辑美化束手无策么？还在因自己不是技术
流而着急么？那么，赶快加入我们！ JOIN 素养论坛第三场与大
传媒教学强强联合，给你带来精彩的技术盛宴，PS 基础教程、
AE 与会声会影的入门技巧，全部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如此机
会，怎能错过！

   

带
你
走
进
PS
世
界

张
月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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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欣凯、郑思：
揭开会声会影
和 AE 的面纱

个人简介：

    喜欢摄影
    喜欢录 DV 
    喜欢记录生活的点滴
    喜欢用视频表现想法创意
    喜欢光与影的交织
    运用会声会影
    运用 AU
    运用 AE
    运用 PR 剪辑
    我们是来自交通工程专业的学生
    现在担任影像传媒部副部
    进入大二后
    我们制作了军训小联欢开场视频
    新老生联欢开场视频
    茅班开班仪式视频

主讲内容：

还在为无法去除照片上的水印而苦恼么？还在用简单的
美图秀秀美化照片么？还在对设计精美的海报而感觉无从下手
么？还在拍完视频后却对剪辑美化束手无策么？还在因自己不
是技术流而着急么？那么，赶快加入我们！ JOIN 素养论坛第三
场与大传媒教学强强联合，给你带来精彩的技术盛宴，PS 基础
教程、AE 与会声会影入门技巧，全部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如
此机会，怎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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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剑、张晓田、孙丹阳：
未来发展——保研之路

    他是一只可爱的学霸，带着 baby face 的大四老学长会让
你不由得惊呼，哪里来的萌学弟！他是一只可怜的学霸，球场
上来回蹦跶，却一次也碰不到皮球；他是一只可敬的学霸，成
绩与荣誉从来不是他与大家的隔阂。已经是第三次登上素养论
坛讲台的他，将会把他学习和科研中得到的经验倾囊相授，对
大家在保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请注意，这里学霸出
没！

丁剑个人简介：

丁剑，就读于交通工程 10
级茅以升班，曾任茅以升班班
长，东大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国
交通科技大赛一等奖零的突破。
一分运气，两分技巧，三分专
注，四分淡定。成功与平庸就
这样交错在这简单的金子塔里。
几篇专利论文，几项竞赛获奖，
几份奖学金，当思维以理性为
主导，注定了这名工科少年只
能将他朴素的情感用最实际的
话语去勾绘，只能将他的荣耀
星光播撒在后来人前进的路上。

主讲内容：



"JOIN 学生素养养成论坛”活动手册

11

丁剑、张晓田、孙丹阳：
未来发展——保研之路

张晓田个人简介：

交通工程专业 2010 级本科生
专业排名：24/100  

GPA：3.612/86
政治面貌：预备党员

东南大学支教协会组织部干事
东南大学 110 周年校庆志愿者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2011 年大学英语研究型课程十

佳团队竞赛十佳团队
2013 年校级交通科技大赛决赛

优秀奖获得者
2013 年度中交路桥建设奖学金

获得者

主讲内容：
 
      还在为支教无门而苦恼么？还在为保研而发愁么？听说过

东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及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
支教团项目？想了解选择参加研究生支教团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和注意事项么？想清楚交通学院支教保研的具体情况么？想知
道研究生支教团的选拔情况么？在这里，大四学长倾囊相授，
精彩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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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丹阳个人简介：

       10 级交通工程专业，现已选拔为 2014 年流动助教。曾担任
班长，外联部副部长，加入过东南大学支教协会以及国际交流
协会。在职期间参与组织过诸如“圆舞青春”、“沙龙酒会”、
“港澳台高校交流峰会”等活动，参与过东善桥小学支教以及
南京盲人学校义工实践活动。

主讲内容：

       大四初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奔波。保研更是牵扯
着千万交院学子焦灼的心：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保研呢，保研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辅导员、流动助教保研是如何选拔的
呢？有什么推免政策和注意事项呢？不管你是即将走向大四的
“老人家”，还是正当壮年的大二学子，还是刚刚走进学校的
freshman，都应该为自己的前途而努力着，加油吧！奋斗吧！
更多详情，尽请期待！

丁剑、张晓田、孙丹阳：
未来发展——保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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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皓雪：
       出国流程与所需准备

个人简介：

宋皓雪，现东南大学交通
学院交通运输专业大四学生。
正在积极准备美国研究生申请。
（1）大一暑假参加江苏大学生
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赴美）。
（2）大二下半学期台湾国立中
央大学交换学生。
（3）“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计划项目”担任组长，答辩结
果优秀；

（4）第八届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担任组长，小组获全国
二等奖。
（5）曾担任过瑜伽社副社长，参加过校舞蹈团，担任过新老生
联欢主持人等。

主讲内容：

　　关于出国申请准备的信息铺天盖地，但是你了解作为一名
在东南大学交通学院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独特优势吗？你在
大学四年中能够有什么样的独特机会？你可以提前做些什么去
为出国申请早早做好准备？
　　大四学姐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你说说自己后悔没做和庆
幸自己做了的事情，给出美国研究生申请的步骤和可以利用的
资源，希望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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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善文：
      玩转雅思、托福、GRE

个人简介：

　　大一的时候发过传单，卖
过空调，当过出租车司机，做
过南京某知名培训机构的兼职
托福教师，这些看似“漫无目
的”、“不务正业”的尝试让
刘善文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前进
方向，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道
路。在选定的方向上不懈努力，
刘善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举
获得了全国交通科技大赛一等
奖第一名、挑战杯全国三等奖，
代表东南大学赴香港参加国际
大学生商业挑战赛。在国内外核
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被邀

请在 2014 年的美国 TRB 交通年会上做主题报告。"Always have 
the passion to make a difference" 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主讲内容：

    也许你只是刚进入大学的新生，觉得出国留学是那么遥远而
不可触及；也许你正处于忙忙碌碌的大二年级；也许你是正在
纠结于出路的大三学生。还在为雅思、托福绞尽脑汁么？还在
为 GRE 黯然伤神么？早决定早准备，出国将不再那么遥远，出
国将不再那么迷茫，因为这里有学长带来的经验之谈。



文字编辑：交通学院学生会团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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