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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
本系邹昕、王琰、常宁同学提供部
分摄影作品

在又一个“520”来临之际，果壳网携手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向宇宙中所有曾爱过、正在爱、将要爱的科技青年发出邀请——
找个角落，用你最熟悉的数学符号和科学语言，记录你藏于心底的真
挚感情。

谁说理科生写不出情诗？谁说情诗一定要辞藻？只要有真情实
意，用薛定谔方程表白一样可以感动你！

以下是部分入围作品分类刊登：
数学向：
1. 我们是两条射线。
   我们在某一点交汇，随后各自奔向未知的前途。
   我多么希望这是一个曲面。
2. 你说我们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我却只想下辈子与你 
    在非欧几何里相见
3. 我们就是sin和cos总能形成闭合曲线
    我外冷你内热最终凝结成鲁珀特之泪平和一处
    或在傅里叶变换里回望过去点滴或在裂纹扩展中开始未来星光
4. I
   （x²+y²-1）³=x²y³
    u. 
   （画出中间那个函数图象就能明白了）
5. 对你的爱是函数
    时间如求导
    但我是e^x
6. 希望我们的爱情是exp(x)函数，
    时间是落满了所有的实数的横轴，
    感情是从零递增到正无穷的纵轴
7. 爱情是个哈密顿算符
    在这个薛定谔方程里
    我的唯一解 就是你
生物医学向：
1. 我将细胞核重新编程，将成熟体细胞重新诱导回早期干细胞状态，
就是为了跟你细胞合拍。
2. 《fMRI的痴情》
    一幅幅的磁共振图像
    一次次的处理分析特征提取
    终于定位到了 唤醒你的脑区域
注释： fMRI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用于脑功能定位的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技术，或曰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研究脑功能的非介入技术，已经成为最广泛使
用的脑功能研究手段。
3. 就像NGS测序得到的庞大难解数据一样
    明明有着满满的内容，却只会单调的重复着ATCG
    默默的想着，要是你愿意慢慢解读我，该有多好
4. 你是那可恶的抗原，
    我是这小小的抗体，
    我的一生只为黏上你。
5.  宁为日本血吸虫。
    此生缠绕合抱永不离，
    你若垂死我亦绝命
6. 你是心电图上小而圆钝的P波
    为了时刻见你
    我宁愿室颤也不要忍受0.4s的分离

合肥工业大学
医学工程学院姚日生书记

一行访问我院 

5月14日，合肥工业大学医学工程学院党
委书记姚日生、副院长彭虎、生物医学工程
系副主任陈强、院长助理郑驰超等一行四人
来我院进行交流。学院党委书记洪宗训、副
院长汪丰、副院长徐春祥、教指委主任万遂
人等参加了交流。

院党委书记洪宗训主持了交流会并全面
介绍了我院基本情况，汪丰、徐春祥、万遂
人等分别就学院教学、科研、学生就业与职
业发展等作了具体介绍。双方就生物医学工
程学科建设、创新性人才培养及高水平科研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的交流和探讨。

（生音）

责任编辑：段梦沁 摘自：果壳网

7. 愿做一条RNA
    即使单链
    却能拥有U
程序猿：
1. <life>
    &#73 &#9829 &#85
    </life>
2. 我是你的随动系统，
    无论你是什么状态，
    我的响应始终追随你
3. 为了记住你
    我把自己
    从RAM改造成了ROM
4. 你是0
    我是1
    我和你就是整个世界
5. 你始终在我心的栈底
    你不在的时候
    是我心空无一物的时候

接下来欣赏大神级别的作品：
数学向：
如果没有你，就算我有整个积分区间又怎样。
有你的地方，就算只有一半的积分区间，我也能积出两倍的世界。

生物医学向：
ATGGAAGAAACG
GCTACGACGAGAGCTTGCACGGAAGAC
TAG
（作者解释：分别对应:蛋氨酸 谷氨酸 谷氨酸 精氨酸/丙 苏 苏 丝 
半胱 苏 谷 天冬/终止密码子
然后都取首字母就是
相遇 (meet)
相吸(attracted)
相离(end)  其实是个悲伤的故事嗯...）
程序猿：
Calendar calendar = Calendar.getInstance();
for(calendar.setTime(new Date(2010, 1, 13)); ;calendar.add(Calendar.
DAY_OF_MONTH,1)){
System.out.println(new String(("\114\117\126\105"+" "+"\125"+" 
"+"\115\117\122\105").getBytes("Unicode"),"UTF-16"));}

想为你写一首诗，
却忘了我并不拥有诗的语言，
有什么关系呢，爱情并不分学科，不是么？
浪漫不是文艺青年的特权，
即使用最严谨的科学符号，
也能写下最炽热的情诗。

暴
走
漫
画

作
者：
李
卓
轩

生医&学科学生会
副主席选举落幕

 2013年5月18日晚，东南大学生医&学科一年一度的学生会主席换届选举顺利举行。学
生会作为联系学院和学生最重要的组织之一，每年的换届选举都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今年也
不例外。

在历时6分钟的演讲环节中，5位同学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成功竞选学生
会主席（副主席）一职的决心与信心，他们各自的精彩发言不时博得阵阵掌声。其中谢静怡
同学的真诚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黄琰亭同学直接率性的表达，王泽远同学认真严谨的
态度等使他们脱颖而出。

在第二阶段，入选的三位同学进行即兴演讲，并一起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说出自己的
想法。同学们积极配合，虽然不断有看似”棘手”的问题被抛出，但三位同学沉着冷静，以
平和真诚的心态与大家交流。会场气氛一度紧张，扣人心弦。

最终，谢静怡同学在大家的掌声中当选了生医&学科学生会主席（副主席）。这次学生
团委会、学生会主席团换届选举必将对以后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为即将来临的学生会全
面换届打下坚实的基础。

走近医疗仪器名企 
感受产业广阔空间

 2013年5月8日，我院与东南大学学生职
业发展协会一起成功组织并举办了“走进名
企”系列之“走进迈瑞和丰盛”活动。参与
本次活动的同学除了本院各个年级的同学39
名外，还有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及电子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7名同学参与。活动当天，
丰盛集团南京分部的吴总就同学们对丰盛就
职的困惑一一作了解答，并在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对CT的车间和丰盛医疗成品展厅进行
了参观和介绍；迈瑞集团的几位学长学姐也
就同学们的疑问一一作了解答，并先后参观
了迈瑞医疗展厅以及工作车间。活动后同学
们的反响都很热烈，纷纷表示通过活动的举
办，对大家了解企业的帮助很大，切身感受
到医疗行业企业的工作氛围，了解一个企业
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给自己未来的职业
规划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目标。

我校举办生物医学
工程产学研论坛

 5月3日，由应用技术研究院、校友总
会和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共同举办的生
物医学工程产学研论坛在我校老图书馆238
会议室举行。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黄培林、
校友总会秘书长胡焱、生医学院院长顾宁出
席开幕式并讲话，生医学院党委书记洪宗训
主持了开幕式，学院党政领导、教师代表以
及20余位杰出校友参加了论坛。

顾宁院长在开幕式上简要回顾了四月中
旬赴南方考察和参加医博会的感想，说明了
举办这次论坛的缘由，随后他指出，东南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快走过30年的办学历程，目
前在学科建设、基础研究、高素质人才培养
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更清楚地看
到产业化是我们的短板。可喜的是我们许多
校友已经在医疗产业领域崭露头角，此次回
校交流就是有意推动校企合作，推动校友与
母校的共同发展，为母校的产学研作出一定
贡献。本次论坛是一个良好开端，也是一个
难得的机遇。顾院长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校
友和教授们能找到结合点，早开花早结果。
黄培林院长指出加强产学研合作，必须贯彻
“做实、做强、做大”六字方针，他表示科
研院会积极为学院的产学研提供服务和支
持。胡焱秘书长认为校友回校与老师交流产
学研合作是层次较高的回馈母校的方式，校
友对母校的支持是无私的，校友会热烈欢迎
校友回校交流。

随后，钱卫平、万遂人、何农跃、吉
民、李志勇等12名教授先后作了科研进展报
告，分别展示了在生物医学材料、早期诊
断、新药学技术、超声成像、远程医疗、高
通量测序等领域具有实用前景和医用价值的
最新成果和技术。来自深圳迈瑞、上海联
影、南京润和、南京鱼跃医疗、南京三甲医
院的校友纷纷对教授的研究表示出了极大兴
趣，有些还表达出积极的合作意向。

（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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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思语 东门
文/王泽远

赛场风云

2013年05月03日,“情满东南”东南大
学第三届学生线师生趣味运动会在众人的
期待中，于桃园体育场隆重召开。我院参
赛选手斗志昂扬，赛出了风格与水平，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师生间的默
契配合也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建
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3日下午13时，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
我院代表高举院旗，同来自各学院其余20

情满东南，季春盛宴
特约记者：刘浏

多个院系一起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校方准
备的趣味接毽子、二龙戏珠、临门一脚、无
敌风火轮等精彩有趣的项目中，我院参赛的
教师和同学无不乐在其中。每一个比赛项目
都锻炼大家在工作中能够团结协作的精神，
这不但是智慧和体力的角逐，更是团结和协
作的完美比拼。他们的默契配合，互帮互助
让我院在运动会中成为赛场上一道靓丽的风
景。

通过这次以“趣”为先的师生运动
会，让师生们在辛勤工作和学习之余，适
当放松了紧张的心情，既锻炼了身体，又
增进了友谊；既愉悦了身心，又体验了合
作。整个比赛活动温馨而紧张，活泼而有
趣味，让老师和学生们都沉浸在快乐之
中！

极速九龙
——第二届Amazing Race趣味定向活动

本报记者：李卓轩

5月4日早，由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
院举办的第二届Amazing Race趣味定向活
动在美丽的九龙湖畔拉开了序幕。本次活
动经过精心筹划，来自全校各院系的37组
同学正信心满满整装待发朝着500元现金大
奖出发。

为成功举办第二届Amazing Race定向
越野活动，生医学院学生会汇八方精英积
集体智慧，每个成员都使出看家本领发挥
各自所长。策划组精心制定的比赛题目兼
有文学、哲学与心理学特点，汇集湖区文
化特点与校园地理特色。题目千奇百怪，
跳跃度极大，是对选手们的智力、体力、
配合默契度的极大考验。

8 点 3 0 分 ， 活 动 组 组 长 谢 静 怡 宣 布
Amazing Race活动正式开始。

比赛的第一阶段是生僻字大全。在本
环节中，每组队员都将猜测生僻字，在回
答正确后由胶带绑腿，两人三足跑到下一
地点进行队伍编号并领取任务线索。本环
节结束后共淘汰17组。活动中晋级比赛的
前20组在接下来需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查找
任务“寻找图书”，该环节结束后取前10
组进入下午比赛。

因上午比赛异常激烈，组别优势小，
下午比赛变得空前紧张。“放风筝”、

能说会道

为了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培养团队精神，同时在全院形成良好
的思考、思辨及学习氛围，延续并发扬我
院优良的辩论传统。5月12日18时30分，我
院独特新颖的三方辩论赛，在同学们的针
锋相对，唇枪舌剑中拉开帷幕。

经过宣传，大一大二同学们积极报名
参加了比赛，六支队伍无一不整装待发，
斗志昂扬。工作人员更是经过深思熟虑仔
细挑选出了与当下背景契合的“中国梦”
系列辩题。

18时30分，比赛准时开始。三方辩手
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为大家奉献了两场有
理有据的精彩辩论。经过立论陈词、攻辩
阶段、攻辩小结、自由辩和总结陈词五个
环节环环紧扣的激战以及最终的评委提问
与点评。最终，王泽远、李卓轩（中国实

现中国梦未来发展的侧重点是）凭借完美
的陈述与争辩，把所有的话题拉向自己的
天平，最终获得“最佳辩论队”的称号；
辩题二中乙方(观点:在校大学生的精力应着
重放在“社会实践”上)辩手刘坤良则以清
晰的思路和巧妙的陈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最终脱颖而出荣获“最佳辩手”的
美誉。

此次辩论赛在争论中加深了学生对
“中国梦”教育的理解，增进各班级的友
谊和联系，促进交流和沟通，锻炼了同学
们的辩论能力，同时营造良好的校园学术
氛围。

特约记者：刘浏

——记东南大学第三届学生线师生趣味运动会

“波斯猫”、“约水果”、“找你妹”
等赛道上，选手们更是竭尽所能力夺大
奖。期间第1、2、4组分别遭受到了其他
组的特权干扰，纷纷被冻结(停留20分钟)
或者回转(重新进行上次比赛)，这在挑战
选手间配合默契度的同时增强了比赛的
趣味性。

在接下来的冲刺阶段，留在场上的
队员们需在最短时间内利用能想到的任
何办法依据比赛线索完成任务。期间，
我院林也晶与李思雨同学组成的第10组
更是想到了强强联合等方式而遥遥领
先，但最终因组内配合失当而以14秒弱
势位居亚军。由材料学院的郭俊楠和机
械学院的郑鑫同学组成的第1组则通过自
身的体力优势完美逆转，夺得了500元现
金大奖。

本次Amazing race得到了来自全校同
学的关注和参与，趣味十足的活动也为
大家提供了一个娱乐机会。活动同时也
教会了同学们在紧张激烈的竞争中更要
注重保持冷静，在细节上寻求突破点，
在合作中寻找更大的竞争优势等道理。
“极速九龙”，考验的不只是竞技，更
是智力与体力的完美搭配！

生医学院成功举办“中国梦”系列三方辩论赛

夕阳的余晖斜映着大地，温暖着靠在
东门边长椅上吃着小吃的情侣们的心灵。
东门外一片狼藉，从那遍地的饭盒塑料袋
以及烂菜叶的痕迹中，似乎还能勉强一见
方才的繁华——可现在，却是空荡荡的。
只有几辆出租车胡乱的横在学校门口的斑
马线上，司机开着车门，双脚放在又黑又
油的地面上，歪着脖子坐着，懒懒的抽着
香烟，一边招揽着同学去百家湖地铁站，
一边宣扬着自己不打表的原则。

兴许有些初来乍到的学生会为着这不
打表的规则费上几句口舌，久而久之也就
习惯了。就像人们看惯了世间的不公后心
中再也没有正义的天平那样——毕竟某些
现象不是我们能够改变，所以这些现象就
会长久的停留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十指
相扣的买些吃的然后靠在长椅上笑着搂着
吃着比较实在，沐浴着每日的最后一缕阳
光，那温馨的画面，倒是颇为符合当今和
谐的精神。

学生兴许就该辛苦，就该默默地受
气。不打表的出租车还留在门口，可他们
专程跑来寻找的小吃却已被城管送到了两
条街以外。那留在地上的垃圾可以理解为
是在告诉我们小贩离开时的狼狈，可我更
想理解为那是在透露给我们饮食的卫生条
件。

可我觉得，小贩走的时候并没有装
作特别狼狈。快到下午六点的时候，漆着

行政执法的汽车缓缓地停在学校门口，然
后慢悠悠的走下几个腆着肚子的城管。随
意地转悠一会儿，再和小贩唠两句家常，
看看表，约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温和的对
小贩说一句：“差不多了啊，等会儿再来
啊！”然后默默地注视着小贩，就像看着
自己不争气的小兄弟那般和蔼和无奈。小
贩一边满脸赔笑的回答道：“好！好！马
上。我说你们今天还没放假啊？”一边继
续忙活着手上还没有做好的食物，继续着
刚才的话题。毕竟，每日的相见，早已让
城管和小贩成了话题颇多的老熟人了。

忙完了，他们小心翼翼的瞥一眼站在
不远处的城管，慢悠悠的收拾好零钱，摘
下手套，将各种食材，一次性餐具和液化
石油气罐不紧不慢的搬到自己那辆赖以生
存的肮脏又掉了漆的三轮摩托车上。盖上
几块大木板子，等着前方其他小贩收拾好
东西，才离开。可下午四五点的那份繁华
并不会因为城管的到来而瞬间消逝，它总
是还要挣扎一会儿才会散去。而那些前往
东门购买食物的学生，大多数会提着各种
饭盒，纸杯和塑料袋，三三两两的结伴聊
天返回学校，去寻找他们停在东门口的自
行车。

于是，小贩云集，摩肩接踵的东门
小吃只剩下了油腻的发黑的地面上躺着的
烂菜叶子。，塑料袋，饭盒和杯子。而方
才被小贩遮蔽了的出租车则在此刻的东门

口显得格外醒目。出租车司机依然抽着香
烟，拉着学生去百家湖地铁站，坚持着他
不打表的原则和底线。结伴的朋友或是情
侣来到东门口，却是习惯性的遵从着出租
车司机不打表的底线。如今的学生，或许
真的是一个忍耐性很强的群体。无休止的
玩心或是因应试教育而略显呆板的大脑让
他们是那么的短浅有那么的容易得到满
足。也不知他们能否意识到，他们需要
的，已经被行政力量所驱散；可侵犯他们
权益的，却依然长久的停在那里，等着他
们。

一朵花的香，风会记得。
楼下的桃花开了，又是一年的春好

处。天还有点微微的冷，却看得见每日中
午最暖的阳光，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吧，
花开的感觉，就是一个人可以那样，静静
地看着发呆。前，某一段时光，心里颇不
宁静，像丢了什么东西。曾经也有过吧，
从来都是一个会忘东西的人，习惯了，但
突然一天猛地抬头，才发现，该要想想怎
么去忘一个人。

今年破例地，看春晚了，那英唱的很
好听，我倒还是喜欢那个词。风儿吹来，
是我和天空的对白，但走在去教学楼的路
上，面对春天的时候，还是不自信的抬头
来看，不知道天空是否曾听得懂我说过什
么。你说，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
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
时平静，也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
满你窗台，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
看你不在，我也穿过人海，淡淡思念，有
时涌起，也有时忘怀，时光流过，记得的
是你走来，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

其实想过很多次了，你有你的路，总
有一天会有你自己的未来，会有某个人找
到你，然后再也不和你分开。好久之前，
我们开始认识，开始一点一点看见彼此，
到后来成了好朋友，此生不换。贾平凹先
生的一枚小说，我记得很久，也找了很
久，从前的时候，家里没有网络，买的书
又再也买不到，于是，那便成了一种长久
的念想。到而今，我仍旧没有找到，但却

女生怎么想，关于怎么去追女生的话题，
笑着说了好多，却还是真的有一些藏在心
里。某些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说多了自
然就不再独立，夸张一点，就像秘籍一
样，黄石天书，从来只给一个人看。

祝福的愿望由来已久，但当真的知
道你有自己喜欢的人时，我还是不知道怎
么样去放开不舍。这是迟早要面对的和你
有关的一些想法，我不承认喜欢过你，因
为事实确实这样，但不舍与此无关。我有
我的选择，你有你的世界，一个人的大部
分时间是应该属于自己的，无可否认。如
今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应该像你喜欢
的花一样，去绽放自己，当你渐渐习惯了
另一种生活，我想有一些东西应该渐渐变
淡，这是长大的理由。

我不知道你选择的或者将要选择的是
怎么样的，但大概总会是适合你的吧。如
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总会陪你走到未来。
路的尽头还是路，路的转角也是路。你给
我说过你的脾气，说过你的个性，说过你
的自由，说过你梦中的未来。天黑的时
候，我想看到星星，想看到一些明亮的像
月光一般的颜色。不是追求回到过去，而
是许愿，月光是有灵性的，像天空一样可
以听得到一个人告诉了它什么，而这些，
有时候说说就足够。

还好，至少知道了那本书，突然决定不再
找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不敢再打开，
怕一不小心打坏一份水晶一样的记忆。像
对书一样，或许我该在想了多半年，真正
知道自己的一些想法后，就该去决定怎么
做。

矫情，晓莹常这么说我，我也很欣
欣然的接受，但想来，又突然发现，这倒
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呢。两双眼睛之间从来
都有一道透明的隔阂，任多近的距离也永
远不能摆脱。我喜欢拿宿命这个词来当掩
饰，想来想去，宿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人有时是错的，他不敢承认，有时是对
的，他又不敢大声说出来。恐惧成了源
泉，天下从此被宿命掌管。

你有你的喜欢，就有你选的路，看
起来爱情好像很多时候和友情是矛盾的，
而且相当的矛盾，尤其是两个人是异性的
时候，这是我后来才渐渐感觉出来的。你
可以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事实上，我也确
实这么做了，但是你不能不在乎自己的想
法，思维的有趣性就恰在于，那么一转
弯，就是一个想法，而这用到处理不同的
感情上来却开始显得尤其可怕，某一天一
不小心，就会改变不只是一条路。理想主
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说的，
而另一个是想的，我常愿意去追一些遥不
可及的事情或者想法，脱轨由此产生。前
天的晚上，卓轩请聚会，就一块儿过去
了，也恰是赶上昭煜要送小影子离开，算
作一种别样的送行。席间，谈到很多关于

春暖花开 看你不在
文/于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