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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6日晚7:00，由能源与环境学院主办的西华讲堂之创业的聚沙成
塔效应于四教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
事长袁岳，能源与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莉、学院团委书记余莎
莎、2008级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校友刘梓舟以及近300名学生参加了
报告会。
      “创业的人长的都比较极端，不是特别漂亮、就是特别丑。”幽默风
趣的开场白激起了大家的兴趣，在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之后袁岳老师直入本
次讲座主题——创业。创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他讲到，有产品是做企业
一个踏实的开始，而其间我们需要建立程序来解决遇到以及即将遇到的问
题。在程序中贡献出自己的造诣，以这样的方式来让别人认可你。
     “浙商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因为他们踏遍了千山万水。”袁岳老师举例
提到浙江商人的成功之道，“搞清楚别人需要什么，之后再生产出性价比
高的产品。这就是他们以销定产的经商之道。”而存在于商业中最重要的
要素，是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做的生意的大小，是和陌生人交
往的频度、多少成正比的。最后，袁岳老师告诉我们：现今大学生需要提
高的是强有力度的沟通和超有耐力的反复沟通能力，而跟陌生人打交道恰
能培养我们的这种沟通能力。
          最后是互动环节，面对在场正在创业和有创业冲动的同学，袁岳老师
一一为其答疑解惑，相信大家也都受益良多。 (作 者:12级水电  唐敏） 
         至此，本次“创业的聚沙成搭效应”讲座圆满落幕。

         袁岳做客西华讲堂畅谈创业
         5月8日上午10点，能源与环境学
院于四教报告厅召开了2014届毕业
生党员大会。2010级全体毕业生党
员及预备党员参与了本次会议， 出席
会议的嘉宾有能源与环境学院党委书
记兼副院长赖喜德、党委副书记王莉
以及大四各专业辅导员老师。会议开
始由赖喜德书记进行发言，赖书记讲
到：“剩下的一个月大家要为学院的
学弟学妹们作好榜样，工作以后， 要

牢记自己党员的身份。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要有信心， 有决心去克服
困难。” 
          赖书记的话， 让在座的各位新党员们更加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党员的身
份， 应该要有怎样的作为。接受了赖书记的关心与教导之后，接下来由大四
毕业生党员代表罗文浩同学发言， 他说到： 在即将毕业的这一个月里， 最重
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毕业设计， 出去以后才好谋求更高更快更好的发展。罗
文浩同学讲诉个人经验的同时，也说出了在座的每位同学的心声。最后，王
莉书记从各方面为同学们分析作为党员应有的
态度以及应承担的责任。而后， 本次党员大会在王书记的关怀声中圆满束。                                                        

                                                                                                          (作者:13级环工 刘静)

  能源与环境学院召开2014届毕业生
                              党 员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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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减排
大赛

        5月22日中午12:10，由能源与

环境学院主办的西华大学“节能减

排”大赛于四教101教室举行了颁

奖仪式。比赛中9支参赛队伍各显其

能， 用自己的创意给了废物第二次

生命。

逆袭” 以94.268分的优异
成绩拔得头筹。能环学院
一队的“ 洋气吸纳盒”以
87.032的高分紧随其后， 获
得第二名的好成绩。能环二
队的“ 环保美丽鲜花”和
电气二队的“来自芯芯的高
跟鞋”并居第三。材料一队
和材料二队的“变温材料”
、“梦想号”分获最佳创意
奖。在座评委对各个获奖队
伍颁发了获奖证书后，获
奖代表也上台发表了感言。                                                                                                                         
至此， 本次颁奖仪式圆满

结束。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

实践与科技竞赛是“节能减

排学校行动”的主要内容之

一，是大学生践行能源梦的

重大举措。本次大赛给同学

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展示的广

阔平台。同学们之间的交流

互动， 加深了对节能减排

重要内涵的理解， 提高了

同学们科技创新能力，对其

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作者:13级环工 刘静)

         整个比赛过程中， 从
选题立项到构思设计再到
完成作品， 各位选手都
付出了智慧和汗水，同时
也收获到丰硕果实。各组
评委针对每项作品的可
行性、创新性、环保性等
多方面进行考察和评分，
并给予各作品专业化建
议与指导，最后给出了最
公平公正的评价。
         本次大赛囊获一等奖
的是电气信息学院代表三
队， 其作品“ 易拉罐的

     能环学院节能减排大赛颁奖仪式圆满结束

比赛作品

比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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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开班会？你没
有听错！5月13日上午九
点，2011级水利水电工
程专业全体同学在4A102
举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班
会， 班会的主题是“ 班
级、学风建设”，应邀参
加班会的嘉宾有能源与环
境学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
宋文武、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王莉、副院长付成
华、水利水电工程系主任
刘晓辉，班会由辅导员李
湛老师主持。班会以李湛
老师宣读书信“ 致2011级
水电亲爱的你们” 的方式
拉开了序幕。她在信中回
顾了过去一年来同学们的
表现，就“读书无用论”
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
提出大学生除了专业学习
也要注重思维和专注能力
的训练，并鼓励同学们敢
于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随后，与会嘉宾纷纷开
讲。宋院长以其丰富的人
生阅历向同学们分享
自己当年读书的点点滴
滴，他提到水电专业发展
前景不错，同学们要有信
心；用树的比喻让同学们
一定要完成好在校的学习
计划；规划好时间，不
虚度年华。他真切而又不
失幽默的话语迎来了同学
们阵阵掌声和欢笑，最

表总结，对全体同学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期待。班
会中，同学们纷纷表示对
学习热情与思想觉悟有了
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
更加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规
划， 明确了自身未来发展
方向， 起到了加强班
级、学风建设的良好效
果。此次“院长当嘉宾”
的班会在同学们热烈的掌
声中圆满落幕。
                   作者：李湛

                         院长当嘉宾，班会开讲啦！能源与环境学院召
开预备党员培训班

动员大会
      为了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提
高党员在群众中的领头作用。5月
22日下午2点，能源与环境学院于
4A102教室进行了预备
党员培训班的动员大会。参与本次
大会的是能环学院全员预备党员， 
到场嘉宾有能源与环境学院党委书
记兼副院长赖喜
德，党委副书记王莉。
响亮的国歌之后，赖书记上台发表
动员讲话：“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党
员，应该从思想上、行为上都要达
到一个党员的
标准，入党是一辈子的事。”赖书
记指出，每一个预备党员都应该把
握好组织上入党和思想上入党的关
系，做好对它们的
有机统一。赖书记还说到，要把理
论与科学实践结合一体，展现党员
的良好精神面貌。“在预备期的一
年里，要时刻谨记

自己作为预备党员的身份，做好自
己，不犯错误，把握住如今越来越
少的入党名额。”赖书记的关切的
话语也提醒着在场
每一位预备党员，为他们成为一名
合格的党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由预备党员代表马清清同学
发言，作为这其中的一份子，马清
清结合自己亲身的感受说到：“我
们要懂得自己
能成为预备党员需要有积极而正确
的入党动机，始终为成为党组织的
一员而努力着。”马清清同学的发
言也让在场的各位
预备党员们有了共鸣。
最后，在培训班班长的带领下，在
场全体党员及预备党员宣读了誓
词，随着宣誓声落下，本次动员大
会也圆满结束。
                (作者:12级环工 梁崇权) 后以“长知识，长身体”

结束发言并殷切的表达了
对同学们的期盼。付成
华副院长针对本学期同学
们在专业课上的表现做简
要的分析， 并提出了
“同学们要多与老师沟
通”的建议。刘晓辉老师
则希望大家对自己的大学
生活进行回顾和反思，并
要求同学们拟定一份学习
计划。最后，王莉副书
记就本次班会的感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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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拥抱？ 因为拥抱是
人类情感的重要表达方式， 
温暖人心， 可以消除冷漠传
递真情， 用热情和努力对这
个日渐冰冷的社会和疏远的
人心说“ 不” ， 散播种人文
的关怀， 以开启广大西华学
子感恩的心， 善待自己与家
人， 甚至及人之幼老， 在手
臂张合之间，传递幸福的味
道。   活动内容简单却温馨， 
由我们可爱辛勤的帅哥美女组
成的工作人员大队， 在这明
媚的日子里， 穿上各类卡通
人物束，放下“ 矜持” ， 释
放热情， 拥抱来往的朋友与
路人。    

       年月一转，在这青
春热血的时光，艳阳高
照的日子里，西华大学
一年一度的5·25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
月再一次在我们丰富
的校园生活里绽放，又
一次的心灵反哺，又一
度的幸福升华。

“ 走进新世界， 传递正
能量” 是本年的宣传主
题， 前者在于引领新一
代人更加积极向上栖身
世界， 而后者强调着一
种态度与做
法——传递，传达出人
乃社会之人，学会并拥
有与人分享的态度和行

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而以传递为基，正能量
为核心，创能启心为
名，我们在5月15日，于
明德广场举办了“能量
能量，抱一夏”系列活
动。其以“抱抱活
动”为主体，连同“致 
deAr me”、“所有人
问所有人”、“幸福记
事板”三大板块组成。     
一、抱抱活动
        此活动形式十分简
单， 便是拥抱， 拥抱朋
友， 拥抱路人， 拥抱阳
光下的幸福因子， 拥抱
传递间的快乐无穷。             

           5.25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宣传活动月

<<<<<<<<<<<<<<<<<<<<<<<<<<<<<<<<<<<<<

YOUR TITLE
Duis aute irure dolor 

in reprehenderit in 
voluptate velit esse 

cillum dolore eu fugiat 
nulla pariatur. 

(作者:13级环工 刘静 13级水电 宋恩 13级环工 谢棚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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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幸福记事板
       将自己最幸福的事以及自己认为最幸福的事写在白板上，再通过相机将这个美好幸
福瞬间记录下来，这就是幸福记事板。觉得幸福就记录下来，让自己成为满满
都是幸福的人。这个活动让同学们知道自己幸福在哪里，知道让自己幸福的事是什么，
知道如何去幸福。这次活动也有着很吸引人的礼品，几百朵玫瑰，可乐，只要愿意参加
活动就有机会得到礼品。先打先得。大多数同学们都很积极参加本次活动，不仅是为了
礼品，更是对自己内心感受的吐露释放，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给同学们一个抒发心声机
会，也让同学们了解了心理健康的重要，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起强有力的推动
作用。
       
       总得来说，此次“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能环系列活动非常契合大学
生心理现状，能够从内心激发大学生对于青春的思考和对生活的热情，秉承着温馨的风
格，希望在下次我们做这样活动的时候，做得更好，把这样一个全校性的大型活动宣传
出去，做正规，做流畅，做出能环的风采……

                             
                                             二、致 deAr me

       快节奏的日子里， 我们不停地在跑， 时间不停地在追， 追得连对自己好好说
话的时间都抓不住。在这快速的生活中， 我们要慢下来， 我们要好好地对自己说
说话， 因而， 我们开展了这一板块，让每一位自愿的同学在小小的便签纸上， 留
下对自己， 发自内心的话， 话可能不多， 但却让人开始思考， 思考着天， 思考
着地， 思考着自己，思考着爱。当思考开始降临， 我们的快生活中就能多一丝明
悟， 晓一丝方向。活动中， 大家都十分积极， 一个个字、一句句话烙于纸上的时
候， 能看见的都是大家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和深沉的满足。同时， 每一张小纸条
都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精心的收集并保护， 每一张纸条也会在5月19日的能环心享
会上展示出来，与大家共享。而这一句句对自己的话也可能鼓舞着别人， 而在这文
字承载的祝福，也不就因分享而无限放大了吗？

三、所有人问所有人
       想问天问大地， 我们的心中时刻充满着疑惑， 时刻渴望着明悟，但成长伴随
着迷茫是我们不可阻挡的。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抱着苦思发愁呢？是啊，一个
人的思考总是有限的啊。因此， 所有人问所有人变得意义重大， 我们提供大量的
信纸， 让同学们写下他们自己想要知道的各种问题，然后用信封将其收入，并挂上
帐篷，等着另一位有缘人为你解答你的困惑。传递的念头在继续，即是系铃人也是
解铃人，看着一位位来往的同学加入这问与答的海洋中，有眉头紧锁的，有豁然开
朗的。这一问一答之间，即解惑更思考，思考着别人的问题，又重归自己的疑惑，
来回之间，擦出了快乐，更擦出了思绪的火花，而这恰是我们正能量的要素。                   



        而这场“ 聊天” 
之旅， 四位主“ 享” 
人， 以“ 青春” 为
平台， 以各自经历为
基础畅谈着各自不一
样的思想， 他们让观
众看见了谈笑风
生、饱含社会履历却
不失热血的“访问
人”刘梓舟和以旅行
熏陶自我，升华自我
却不忘本忘根的旅
行“玩童”王扬丹；
看见了就读着号称会
被累成狗的医学专
业，却依旧坚持着音
乐梦想的“才艺医学
女”单彤；也看见了
载着平凡人的灵魂却
保有不平凡的青春传
媒梦的“青年ideA主
创人”朱佳垚。
       他们各自不一样
的经历却阐述这同一
种青春，这种青春富
含着梦想，激情，坚
持，快乐，泪水，一
点一滴汇成了众人眼
中的不可思议。
而期间，也在传输给

家留下了坦诚，收获
了明悟，最终在唐璐
嘉老师的简单却真心
的总结下，能环心享
会画下了句号，在一
次心灵的碰撞间画下
了句号。

(作者:13级环工 刘静)

大家一种趁青春，多
梦想积极态度，说走
就走的旅行，爱唱就
唱的音乐，敢想敢做
的活动。但同时也告
诉大家，这一
切都要在有准备、有
思考、有方向的前提
下，纠正着一些盲
从、错误的观念，毕
竟青春可以尝试，
却经不起挥霍。“
聊天”之末，一个观
众提问环节，引发了
又一个小高潮，不仅
让观众得到了与主“
享”人平等交谈，平
等展现的机会，也再
一次将“享”之一字
点亮。在问答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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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12级华西医学院
在读生单彤。
       本次心享会本
着以“分享”为主，
以“启心”为目的的
原则，以自由访谈为
形式，由刘梓舟作为
访问人，与三位嘉宾

进行各方面的深入交

流，达到与听众产生

共鸣以及启发心灵的

效果，以此为基点开

展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聊天”之旅。

而这场“ 聊天” 之

     经过了前期“能
量能量，抱一夏”系
列活动的铺垫及工作
人员的对各种素材的
收集整理，于5月19
日，能源与环境学院
525活动正式进入了
最后的高潮——能
环心享会之我们正青
春。
      此次心享会由学

工办主任唐璐嘉老师
亲自操刀请来了四位
风格各异，却同样优
秀的四位主“享”
人，他们分别是西华
大学08级能环学院毕
业生刘梓舟，西华大
学12级凤凰学院在读
生朱佳垚，西华大学
第十届学生会主席王
扬丹，以及来自四川

5.25心理活动月之能环分                
享会———我们正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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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给大家做了防灾减灾分
享，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
用， 在全院范围内形成“ 
人人讲安全， 人人懂自
救” 的舆论范围， 强化了
学生的安全自救意识， 提
高自救能力。专家讲座幽默
风趣、实用性强，受到学生
的热烈欢迎，极大的提高了
学生自护自救的基本技能。
       2013级水利水电工程
专业组织本专业同学参加了
防震减灾演练活动，通过
实地演练增强了大学生对地
震灾害事件的应急能力。此
次演练过程中所有同学都遵
守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
挥” 通过本次演练， 同学

们对抗击突发事件的应变能
力有所提高，团队小组的凝
聚力得到显著提升。
       能源与环境学院始终
高度重视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 在今后的工作中， 学
院将一如既往地将安全教育
放在第一位， 绷紧安全教育
这根弦不放松，加强生命教
育，让学生安全健康快乐地
成长！            作者：李超

能源与环境学院开展多种形式防灾
<<<<<<<<<<<<<<<<<<<<<<<<<<<<<<<<<<<<<<<<<<<<<<<<<<<<<<<<<

业同学以防灾减灾
为主题， 独创形
式，让班级同学上
台做一个或者多个
灾害事实的讲述以
及分析， 同学们积
极讨论上台同学讲
述的例子以及解救
方法， 不但使大家
的防灾减灾意识变
得更强，更使得相
互之间关系进一步
拉近。
       2013级建筑
环境与设备工程专
业同学自组公益团
队为该专业学生做
包扎救护、心肺复
苏等自护自救的基
本技能分享。同时
该专业同学通过查
阅书籍及结合自身
避灾防灾经历及经

       近期，为了帮
助学生掌握避灾自
救的基本常识、提
高学生防灾减灾意
识，能源与环境学
院成功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防灾减灾宣
传教育活动。
       2011级环境
工程专业全体成员
召开了关于“ 防灾
减灾” 的主题班
会。班会围绕“ 地
震” 、“ 火灾” 
、以及“ 恐怖事
件” 等灾害为主
题。首先为大家播
放了篮球女孩钱红
艳的短片， 大家看
了很是震撼， 纷发
表自己的看法， 以
此引入“ 防灾灾的
主题， 之后又观看

了地震小常识， 最
后以遇到恐怖事（
砍人事件）怎么办
的话题讨论结束了
本次主题班会。
       2012级热能
与动力工程专业同
学开展了“ 防火减
灾” 知识竞赛通过
知识竞赛， 不仅促
进了学生间的协作
能力和团队意识的
增强， 也进一步增
强了同学们防火减
灾重要性的认识， 
提升了防火减灾的
基本知识的掌握，
提高了同学们的自
救互救能力，收到
了非常好的宣传教
育效果。
       2012级建筑
环境与设备工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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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华大学啦啦操健美大赛,能环"蓝队"精彩亮相
<<<<<<<<<<<<<<<<<<<<<<<<<<<<<<<<<<<<<<<<<<<<<<<<<<<<<<<<<

球，欢呼着来舞
台中央。队员
们灿烂迷人的
笑容、整齐划
一的动作，顿
时引爆全场。

       5月28日下
午5:30，一年一
度的西华大学啦
啦操健美大赛在
西华大学体育馆
隆重举行，包括
能源与环境学院
在内的共9个学
院参加了此次比
赛。来自体育学
院国家一级体操

裁判员兼指导员
孙颖担任本次比
赛的裁判长。
       比赛开始， 
能环学院啦啦操
队第一出场。伴
随着动感十足的
音乐，16名身着
蓝色短袖、活力
十足的能环选手
飞舞着手中的花

  

体育的重视，这
也必将促使我院
师生加强体育锻
炼，保持健康良
好的生活状态。
      
(作者:13级水电 宋恩)

            接下来的
表演更是精妙绝
伦，音乐静止的
一刹那，舞台中
央已摆好了一个
漂亮具有胜利含
义的“V”字形
造型，在场观众
纷纷为之赞叹不
已。短短两分零
三秒的表演，留
给观众们的是能
环选手火一般的
热情和永恒的美
的享受。

       比赛结束，
能源与环境学
院获得第七的
排名。作为一项
融竞技艺术性、
观赏性和娱乐性
为一体的运动项
目，啦啦操在调
动观众情绪和以
支持本队为目标
的奋斗中占有重
要意义。历时了
两个多月的精心
排练，体现了我
院对啦啦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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