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程，新开始
马艳飞（指导老师：常晓明）
能源 1402

十一月看似一个平常的日
期，但对于我们大创来说是新的
开始。能担任大创通讯主编真的
是我的荣幸。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这次机会。
之所以称十一月是新的开
始，因为对于我们 17 年的各个大

创项目来说从这个月开始，今年
的通讯就由我们共同完成。不知
不觉大创又迎来了新的成员。大
创对于每一个参与的同学来说都
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在这里
可以学习到课堂之外的知识，在
这里可以提高自己实践的能力，
在这里可以实现合作下的共赢。
随着时光的流走，大创通讯已经
出刊到了第 97 期。大创通讯记录
着大家奋斗的喜悦，也记录着大
家曾经走过的挫折。这是大家以
后珍贵的记忆。
本次大创通讯的副主编为朱
琳和梁汉航，责编有毛奇、史培
鑫、侯鑫、陈滨、秦超、白杨、
安彦青、张佳宇、肖星宇、贾松、
杨洋、裴洋舟。他们不仅是省级

照片 2 大创项目负责人合影

或国家级大创项目的负责人，更
是各专业的优秀人才，在各专业
发挥着榜样的作用。接下来一年
的大创通讯由我们共同完成，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体会到高效工
作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将认识到团队的强大。我相信经
过我们的努力，大创通讯将再攀
高峰。

照片 1 初任主编的马艳飞

电弧行为的稳定性分析
王一泽(指导老师: 丁敏)
成型 1401

最近,我们对电弧行为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从
电极分布方式分析，钨极-熔化极电弧焊属于点对点
的电极分布方式，电弧能够稳定燃烧需要重点考虑。

照片 3 钨极在钨极-熔化极间接电弧焊
中的稳弧作用
如图 1，该电弧属于熔化极-钨极电弧系统。异
种电极的排布形式对稳弧具有促进作用，对于点对
点电极来说，电弧能够维持稳定燃烧，显然比点对
面电极来说要难。但如果采用钨电极作为电弧的一
极，其稳定性必然提高。首先钨极作为间接电弧的
一极，不会发生熔滴过渡对电弧稳定性的影响。其
次，钨极在电弧焊中经常作为热阴极材料，其熔点
高，发射电子能力强，这也对电弧的稳定燃烧起促
进作用。最后，钨极的温度高，当电弧由于某种原
因减弱或将要熄灭时，钨极一侧由于温度高，其附
近等离子流的复合和扩散有一定的延迟，当钨极与
焊丝间距离符合燃弧条件时，很快电弧就会再一次
增强，这体现了电极材料的稳弧作用。
当电弧发生波动时，焊接电流和电弧电压相应
变化，以保证电弧的稳定燃烧，这就是电弧的自身
调节作用。在钨极-熔化极间接电弧焊中，电弧形态
呈现周期性变化，并能维持稳定燃烧，这说明电弧
具有自身调节功能。
电弧形态周期性变化说明电弧的弧长发生了变
化。一般电弧焊所指的弧长是从表面现象出发给出

的定义，是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数据。实质上电弧
弧长的变化应该指两电极之间距离的变化，即指靠
近两个电极弧根之间的距离而不是指直接观察到的
电弧的长度。
对平外特性电源，焊丝端头距离钨极越近，焊
接电流就越大，电弧就越亮；焊丝端头距离钨极越
远，焊接电流就越小，电弧就越暗。随熔滴过渡，
电弧形态周期性变化明显。这就是钨极-熔化极间接
电弧在平特性电源的自调节作用。
当采用平外特性电源及等速送丝机构时，初始
弧长为 l0,稳定工作点位为 A。如果弧长变长为 l1，
电源输出电流就会下降至 A'点,焊接电流的减小有
利于弧长的恢复.如果弧长缩短至 l2 时，电源输出电
流会增大至 A''点，焊接电流的增大同样有利于电弧
弧长的恢复。
弧长固有自调节作用是指与电源外特性等外部
因素无关，只与电弧固有特性有关的弧长自身恢复
作用特性。

编者的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新学年开始你们长征的
第一步吧！只要秉持这这一份万里长征精神，你们
的科研生活一定会多姿多彩。

新的开始，新的起航
梁晓雅（指导老师：梁义维）
机械 1503

自 9 月 11 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说明会启
动仪式以来，匆匆忙忙过了两周，有忙于建模的，
也有忙于二级的。这两周间，我们对项目进行初步
研究，通过几次讨论会，对电刷镀等我们并不熟悉

的技术进行了初步了解，并且对镀液的选取进行了
讨论：
1、 讨论工件是选择低碳钢、合金钢，还是中碳钢；
2、 讨论镀液中的电净液，我们是否真正需要活化
液；
3、 镀笔选用医院的普通针管是否可行；
4、 用于增加厚度的工作层应选取什么材料。
我们将接下来进行的任务进行初步分类：
Step1：购买材料（选定修复工件类型）
；
Step2：先用针头做实验，在工件表面进行电镀，看
是否能镀上，先从一个点开始，观察镀液厚
度的变化，记录每次凝固的时间；
Step3：开始电镀一条线先用手控制速度，判断哪种
速度适合电镀，然后用电机进行驱动；
Step4：电镀一个面从 xy 坐标入手；
Step5：电镀空间立体图形。

下，加深对专业的认知，为以后无论读研究生还是
工作打下一个基础。

此刻，向远方
肖星宇（指导老师：邓坤坤）
金材 1503

时光匆匆而逝，不知不觉我们的大创实验已经
进行两周了。9 月 12 日，经过一个星期准备的我们，
满怀热情地来到实验室开始了我们的项目——双尺
度颗粒增强镁基材料制备、显微组织与力学性能。
在邓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各位学长学姐的帮助下，我
们的大创实验很快步入了正轨。

照片 5 小组成员制作金相
照片 4 全家福
（左起：刘笛 梁晓雅 郭秀坤 费键丽 孙灵瑶）
项目刚启动，大家积极性很高，加之刚开学，
又没有什么事。很多人问我们这个项目能得到什么，
一开始，我挺模糊地回答：对考研有帮助。具体有
什么实际的帮助，其实并不知道，不是竞赛，不一
定有结果，结果并不是已知的答案，那它究竟能得
到什么？但这几天的相处下来，觉得在大创项目的
学习过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进行科学
的探索和研究，研究的步骤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思
维总是局限于书本，却并不知道如何把它转为实际
应用，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平台，在梁老师的带领

材料的微观分析是研究金属内部组织结构的最
重要的方法，因此我们的大创实验便是从金相的制
备和观察开始的。金相的制备程序主要包括取样、
镶嵌、磨样、腐蚀，它是一个需要经验、技巧的过
程。在邓老师和学长的指导下，我们在相互讨论中
摸索前进。过去的两周，每天实验室都会有我们磨
金相的身影。在空闲时间，我们积极地讨论制备金
相的技巧，并向老师和学长请教不懂的地方，不断
总结有关金相制备的方法和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我们总结归纳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磨金相的方
法。除此之外，大家还进行了光学显微镜下显微组
织的拍摄的学习，为接下来的电子扫描显微镜下金
相的观察做了充分的准备。

回想起过去的两周，最让我感动的是团队所展
示的凝聚力和团结合作的意识。记得有一天，由于
任务比较艰巨，我们从下午两点一直待到了晚上十
点，没有一个人休息。但是，没有人抱怨，没有人
早退。只有互相激励，互相帮助，最终我们很好地
完成了金相的制备。严谨，团结，分工明确，我们
的大创项目稳步前进。
最后我想说的是，非常感谢邓老师和各位学长
耐心细心地指导。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会一
直努力学习，不断实践，先习后学，边习边学。认
真做好实验记录，朝着实验目标不断前进。时不我
待，此刻，向远方！

载药的手术缝合线
王鹏（指导老师：刘淑强）
纺织 1402

新的学期悄然开启，我们的项目也在努力之下
有了新的进展，在例会上，我们经过讨论确立了新
的实验方向。
聚乳酸手术缝合线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材料，
它在人体内具有紧固创口、促进组织生长的功能，
并且可以通过降解成人体可吸收的物质被消除,与
其它手术缝合线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是一种极具
发展潜力的可吸收型植入材料。但目前聚乳酸手术
缝合线在人体内缝合后容易造成局部感染，且易产
生排异反应。
由于目前手术缝合线缝合的伤口处容易出现炎
症、排异反应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能够释
放药物的可吸收手术缝合线。我们的讨论以研究使
手术缝合线具有抗菌消炎功能的思路为依据，通过
调制合适的聚乳酸载药微球整理液，将聚乳酸手术
缝合线在其中浸压，使载药微球在粘着剂的作用下
附载在缝合线上，而载药微球作为缓控释给药体系，
可以延长药物释放时间、抗菌消炎、降低药物毒副
作用等，充分发挥载药微球的效果，从而达到对创
口的消炎止痛、消除排异反应的目的，减轻了病人
的痛苦。

照片 6 称取相关化学试剂
又一轮的实验方案既已敲定，项目组的每一位
成员就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从查看资料到购
买材料，我们在学长学姐的带领下越来越熟练。回
首上一个学期的努力才发现自己成长了很多，每周
一次的例会看似索然无味，但却在无形中增长了我
的学科知识和科研能力，假期的实验看上去是重复
简单的工作，其实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培养了我
的耐心。就这样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不断
地成长，不断地前进····
·
·

迎接下一刻的惊喜
安彦青（指导老师：安建成）
软件工程 1508

不知不觉，开学已经有几个星期了，当其他同
学还沉浸在暑假的欢乐与放松的时候，我们已踏上
了“研究学习”的道路。
我们在上学期已经成功立项，并在 2017 年 3 月
份开学后正式开始。当时作为一个全部由大二软件
学院同学组成的团队，我们心中还有些忐忑不安，
因为一个真正的软件工程项目可不只是编写代码那
么简单，它所涉及的科目甚至包括了一些我们本专
业大三才会学到的专业课。当现在，我作为一名大
三学生回想起上一学期的经历，不仅对那时的自己
充满了敬佩，更感谢当时的我选择了申报这一项目。
数据库是我们项目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上一学期，数据库是我们的专业课，所以首

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赶在同年级学生之前学会这一门
课程，并且利用到我们的项目中。我们很荣幸有一
个负责的指导老师，在每周的活动时间都会辅导我
们数据库的相关知识。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
全组人员高分通过了数据库考试！

照片 7 思维碰撞与头脑风暴
无论有多少困难，哪怕遍地荆棘，寸步难行，
在努力与坚持面前都不值得一提！这就是我在上学
期的大创活动中学到的。现在的我们已经可以熟练
运用数据库，完成常规的数据库操作了，如果我们
没有申报此次大创项目，或许队员们还在及格线的
边缘徘徊，还在背着考试重点而不会实际操作吧。
人生处处充满惊喜，敢于尝试，就会有所收获！
如今我们的项目已雏形初现，安卓端方面在几个接
触过安卓系统同学的简单编写，和老师指导后的修
改完善后，已经初步制作完成。相信在学期末，我
们将用最好的作品迎接最终汇报！

编者的话：
保持创新思维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凡成大事者
都有超出常人的创新思维。人生需要深入地进行创
造，甚至创新，开辟人生的丰收景象。

起点
秦超（指导老师：李文辉）
机械 1408

项目初期，小组成员于图书馆集合，进行了管
道抛光机器人相关资料的查询和市场调研与资料收
集工作，并对各个成员所查得的资料进行了汇总与
研究。经过一番交流探讨，大致了解了目前行业内
管道抛光机器人的研发概况，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
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基于现有情况讨论了所需研发
机器人所能适应管道大小的可能性，基本确定了设
计所要求的管道直径为 80~150 mm。
大致尺寸确定后，我们对所需研究机器人的大
致结构有了一定的构想，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在研究
生学长学姐们的带领下参观了位于逸夫楼一层的光
整加工中心，逐一演示了各类机器的操作方法，使
我们了解了各类抛光机器的组成及其运作方式，并
对其基本原理有了大致的了解，一行人收获满满。
参观完光整加工中心后，我们一行人观看了上届学
长学姐的优秀作品，各式作品也使我们对机器人结
构的设计有所启发。一系列参观完成后，我们向老
师展示了之前所设计的方案，并观看了有问题的管
道内壁，了解了所需抛光的实际情况。

照片 8 商讨方案
（右起：李文辉教授 秦超 周影 吴元辉
刘子奇 申坤）
我们所设计的管道抛光机器人涉及到工程实际
应用领域，是课堂上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的体现。我们不会再口出“读书无用、理论害人”
的狂言，也深深地体会到“学到用时方恨少”的真
谛。原以为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不会难倒我们，但
真正面对，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在老师的指点下，我们重温了原以为早已融会贯通
的相关知识，翻阅了无数相关的文献资料，扩充自
己的知识架构；我们讨论、设计、制图，熬过了一
个又一个夜晚，并已明确整个设计与制作过程的开
展步骤；我们一次次地修改和讨论，以保证尺寸的
准确合理，有时甚至为几毫米而讨论半天。印象中，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踏踏实实地关注过每一个细
节。每一个阶段的进展，都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因为这里包含了我们多少心血，指导老师多少的教
导和信任，也包含了多少身边同学的帮助。这样一
个过程使我们实现了学而用之的目标，体会到了科
学研究的严谨，学会了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这个项目，在一次次讨论和实验当中，我们真正感
受到了团队学习的力量。这个项目让我们对科研更
加向往，让我们对专业知识更加渴望。团队的每个
成员都希望为这个课题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家仔细
地阅读文献，积极地探讨方案，让我们对这个项目
有了深深的感情。

照片 9 透射光的采集

探索的路上
方志鹏（指导老师：杨玲珍）
光信 1501

自 2016 年 12 月实施大创项目——人造生物体
散射和吸收系数的测量以来，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
9 个月，这段时间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各种探索。
起初我们在杨玲珍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查阅各种文
献资料，了解了散射光层析技术，这种技术在光源
的使用上目前有三种方式：连续光、脉冲光和混沌
光。由于专业知识的匮乏，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连续
光入手进行实验，使用 He-Ne 激光器作为实验光源，
脂肪乳溶液作为样本，采集数据。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通过改变脂肪乳溶液的浓
度梯度，记录不同的透射光功率，进行的初步的衰
减系数的测量。实验结果发现，实验测得的衰减系
数大致满足理论公式，但是由于连续光本身的缺陷，
我们难以将散射和吸收系数分离出来，这就导致我
们处于疑惑的阶段。我们团队对连续光的方案进行
了积极的探索。
经过了大半年的努力，我们团队深入地了解了

如今，新的学期，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
理解和信心，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希望在这条道
路上我们能够对这个项目做出进一步的探索，找到
想要的答案。
探索的路上，难免有很多艰难和坎坷，但是在
这条路上，往往会有独特的风景，我们很庆幸有这
样一个探索的机会，让我们对科学有着不一样的崇
敬。我们怀着激情和梦想在奔跑，怀着感激和觉悟
在前进！

硝酸根插层镍铝类水滑石的初探
朱琳（指导老师：吴旭）
环工 1504

其实刚接触这个课题的时候，大家是感到毫无
头绪的，什么是类水滑石？它具有怎样的结构？硝
酸根是通过离子交换进入层板间还是直接插入层板
间的··
····诸如此类问题突然一下都堆在面前，讨
论了好几次，每次大家都各有想法，但很多新想法
一提出，最终经过思考都被推翻了。而之前单纯的

课程学习中少有这种体会，所以在项目的预热阶段
大家难免表现出不适应感。实际上，抛出的一系列
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的新生团体来讲是一
种探索的动力：自三月份启动项目到四月份第一次
正式着手实验，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吴老师的积
极引导、耐心讲解和大家主动查阅相关文献，我们
从最初的疑惑不断、困难重重逐渐开始对课题主体
明朗起来，最终基本上对实验原理和操作过程有了
较为清晰的思路。尽管这对于整个项目来讲只是迈
出了一小步，但对整个团队来讲，大家共同完成的
第一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第一组实验是五个人一起完成的。按照
计划，本次实验的镍铝比为 1；1，将配好的缓冲溶
液加热至 60 ℃时，其 PH 值为 4.36，分别装有 0.25
mol/L 的硝酸镍溶液和 0.25 mol/L 的硝酸铝溶液的
两个输液器准备到位之后便开始手动调控其滴速，
以保证缓冲体系的 PH 值只有小幅度变动，之后便
是水热处理、多次抽滤洗涤、干燥并研磨过筛。

们要多等 30 min 才能用它测定缓冲溶液的 PH，其
实在洗烧杯、输液器之类的容器之前我们就应当启
动 PH 计，这样能节省大量时间；
其次，因为水热处理这一步预计进行 24 h，本
来计划当天下午 6:00 完成，第二天下午 6:00 刚好取
釜，但是因为之前操作中遇到的麻烦使滴定后的时
间超出预估范围，所以不得不将水热处理的时间调
至 15 h 以满足实验的要求；
最后一点就是在抽滤上消耗了大把时间，共进
行了四次抽滤，但每经过一次抽滤，溶液的 PH 变
化越来越小，最终只是接近于 6.00。
本次实验是团队成员在项目上的首次磨合，大
家都各司其职，表现积极，热情高涨，尽管不可避
免地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总是一起商量解决，在这
里所突显出的团队精神是我之前没有感受过的，相
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能一起努力把项目完成
好！

求实之初
梁汉航（指导老师：程永强）
通信 1502

照片 10 抽滤过程
因为此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对实验仪器的使用
熟悉得差不多，而且整个操作过程中涉及到计算称
量等容易出错的地方都很认真地多次核对，所以从
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整个实验做了三天之
久，耗时这么长且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主要是
因为某些环节上确实因考虑不周遇到了麻烦，而这
些方面在后续实验中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就是没有做好统筹安排，开始配制缓冲溶
液的时候才发现还没有启动 PH 计，这就意味着我

步入九月，迎来了新的学期，踏上大三的学习
生活，迎接我们的还有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
目，我们的项目是测量颗粒物的重量从而用于环境
监测。
我们这个项目是运用振荡原理对颗粒物称重。
首先用放大电路输出稳定的正弦波，信号传输到磁
芯上使其中的碳棒起振，并使用变压器提供充足的
能量。信号的改变我们通过霍尔元件的线性特征测
得。当有重物加入到碳棒中时，碳棒的共振频率发
生变化，我们找出其变化特征测定其质量。现在我
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精度达不到要求的问题和电路
自适应的问题，精度达不到要求的问题是我们解决
的重点，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测量精度达到 mg 级别；
另一个是电路对谐振频率的自适应和自动测量问
题，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对示波器波形的观察来手动
调节电路达到碳棒的谐振，电路自动调节是我们下

一步解决的问题。

从零开始
白杨（指导老师：董宪姝）
矿物 1401

照片 11 振荡器分立器件
在程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深入学习了以上器件
的工作原理，但是要真正改进各部分装置才是工作
重点，特别是提高精度方面，我们要重新设计碳棒
的形状，同时也要兼顾电路设计和传感器设计，所
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查阅相关的论文资
料，我们已经知道有一种针形的碳棒结构，这是我
们可以借鉴的一点。

自 2017 年 5 月我们正式实施大创项目——煤滤
饼微观结构对于脱水效果的影响以来，已然踏过 4
个月份。那是夏季微微热风吹拂的时间，在这段日
子里，我们的项目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是令人激动而刺激的，是迸发的青春
与思想的碰撞。然而现实并非如想象般容易，就同
刚刚见识世界的婴儿充满信心地看到这世界却举步
维艰。我们的指导老师——董宪姝老师为我们团队
开展了动员大会，指明了方向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
方。之后便开始了同实验室师兄师姐们学习实验操
作，翻阅国标，查找资料文献的漫长过程。

照片 13 漏斗上的滤饼

照片 12 放大电路实物图
希望我们这个学期多学习相关知识，争取精度
达到 mg 级，最重要的是团队协作，通过小组成员
的讨论迸发出创新的火花。虽然有两位小组成员在
北区学习，但是我们也会给他们分配相关的实验，
让每一位小组成员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我相信通过
这个项目，不论是对于准备考研的同学还是准备工
作的同学，都将留给我们一份宝贵的经历。

由于还未学习文献检索，初步的文献查找略有
困难。起初觉得可以以量取胜，每人每天下载并学
习一篇相关文献。但错误的检索方式导致我们面对
浩如烟海的资料是没了方向，再加上紧张的平日学
习，使得效率极低。在咨询过研究生师兄师姐后，
学习了检索方式，使得文献搜索效率得以提升，范
围变小的同时放慢脚步，学习更有收获。
紧接着的便是学习实验的方法。国标手册的厚
度令人汗颜，好在我们所做的实验主要是简单的过
滤实验与筛分试验。经过查询与学习后，团队中每
一个人都掌握了相关的研究方法。
尤其记得我们在探索实验条件时经历的日日夜

夜。第一次找寻适当的药剂量时，先询问了师兄师
姐的意见，并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翻阅。然而不同的
实验文献内记录的单位不同，目标不同，导致我们
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剂量。初步先确定了药剂浓度为
2g/L，然而经实践后发现并不可取，实验结果呈直
线上升，直至添加用量超过一个适当的位置后仍没
有出现理论应有的拐点。经大胆实践和推测后,最终
确定了浓度为 50g/ L 效果较好。
还有很多难题等着我们。从零开始，不只是我
们的进度，更该是心境，慢慢沉淀，稳步前进。

磨性；最后，课题的主要内容是在现产的叶轮上进
行适当切削，再进行包覆、实验验证。在宋老师的
指导下，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研究该课题的完整思
路。最后，在会议上我们确定了第一步应该学会 UG
建模。通过测绘，在 UG 上完成对完整叶轮的建模，
然后生成切削后的叶轮骨架模型和高分子材料覆盖
模型。而其中的难点在于曲面建模。

扬帆起航
杨洋（指导老师：宋桂珍）
机械 1510

2017 年 9 月 11 日，伴随着 2017 年度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说明会的隆重举行，我们的大创课
题《离心泵叶轮包覆成型及其抗磨性能研究》也正
式启动。
会议上，常教授的一席讲话简单明了又不乏深
意，其中有两点让我记忆深刻。其一，教书育人应
该让学生走到更高、更远的地方。而我们作为常教
授口中的“精英”
，应该严于律己，高标准要求自己，
不断努力前进；其二，开展项目不应该注重最后的
结果，应该享受这个过程。而注重过程的人，一般
都会取得成功，这个成功可能不在结题的时候取得，
但必在未来的人生中取得。因为常教授对大创作出
的说明，我们才能明白大创背后的深刻意义。在此
非常感谢常教授。
说明会的举办吹响了前进的号角，而我们早已
迫不及待扬帆起航。9 月 20 日，我们开启了第一次
会议。会议上，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让彼此有了
更深的了解。
因为专业知识的欠缺，我们对课题的认识还不
够到位，宋老师就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该课题。首先，
课题的来源是离心泵叶轮在采砂船、煤矿井下等工
作中遇到的易损坏难题；其次，课题的目的是为了
给叶轮包覆一层高分子材料，以此来提高叶轮的耐

照片 14 全体合照
（左起：张涛 李宁 宋桂珍副教授
杨洋 徐俊 王凯伟）
因为成员白天都有专业课程，所以我们只能在
晚上开会。对此我们非常感激宋老师，她牺牲自己
的课余时间，不辞辛苦地指导我们。我们必将努力
学习，克服重重困难，不负老师，不负自己。

编者的话：
开始是新的启程也是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将遇到新的挫折，也会得到新的成功。当挫折
来临时要坚持，这是胜利的考验，当成功到来时要
坦然，成功是值得庆祝的，但是要放平心态再创佳
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