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读，相信各位本科生同学在这里能够度过四年精彩无

悔的时光，享受自己的灿烂青春！

环境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至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其发展速度是任何一门其他学科都无法比拟的，它是

一门问题导向性的科学，研究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真实可见的“真问题”。环境科学研究人和环境间的关系，宏观

上我们研究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由此揭示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微观上，还要研究环境

中的物质，尤其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及其在环境中的产生、迁移、转变、积累、归宿等过程及其运动规律，

为我们保护环境的实践提供科学基础。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环境科学是一门知识更新速度快，学科交叉性强，

知识灵活，需要有创新思路的学科，对大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为同学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

供了广阔的舞台。

我们学院是国内最早开展环境科学教学和科研的机构之一。学院包括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环境管理三个

系，同时设有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水沙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环境与经济研究所和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充分凸显出我们学院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为同学奠

定多学科专业知识背景。希望同学能充分利用好学院的平台，抓住机会充实和丰富自己。培养自己主动学习的能

力和发现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掘自己的学术潜质和自身兴趣，为在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继续深造和从事实

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期待更多有志于投身祖国环保事业的优秀学子加入我们，为世界的美好贡献自己的

力量！

唐孝炎

2014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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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环境领域教学和科研的机构之一，于 1972 年招收了首批环境化学专业的学生。

1982 年北京大学一批来自化学、物理、地理、生物、力学、数学、法学等不同学科、有志于环境保护研究的教

员成立了环境科学中心，由此系统开展了环境领域的科研和教学。面对国际国内对环境科学高质量研究成果和高

层次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2007 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进入了

新的阶段。

过去 40 年，依托北京大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的雄厚基础，秉承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北京大

学学风，北京大学的环境学科发展快速，整体优势明显。学院拥有一支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有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

验室、水沙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针对大气污染、臭氧层保护、河流污染、水质改善、环境经济与管理、环境

与健康等重大环境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成果不仅发表在 Science、Chemical Review、JAMA、PNAS 等国际

一流学术刊物，更为中国政府重要的环境决策以及国际环境协议的履约提供了关键支持，多人获得国际、国内重

要学术奖项，在国际环境界具有较广泛的学术影响，毕业的学生在环境及相关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当前，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气候变化等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给人类社会的发

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的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异常复杂，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等理论和概念的提出，表明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改变人类发展的模式，这对环境学科的系统性和

综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重要的机

遇。

面对这一挑战和机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愿与社会各界合作，致力于在环境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上取得重大进展，以卓越的环境学科基础研究培养卓越的环境人才、实现卓越的社会服务，为寻求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道路做出贡献。学院的发展将秉承如下宗旨:

（一）致力于系统发展环境领域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发挥北京大学自然、社会、医学学科齐全，基础学

科雄厚的优势，以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提升教师学术水平，以前瞻性的学术理论和综合、系统、深入的基础研

究，引领环境领域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二）致力于精心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环境领域人才：构建具综合性、实践性、国际化特点的教育体系，培

养理论与学术基础扎实、社会责任感强、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广泛，能综合分析广泛信息、深刻揭示环境问题本

质并提出解决策略的领导型和行动型人才。

（三）致力于以卓越的基础研究成果支撑环境管理决策研究、推动环境技术发展：针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面临

的重大环境问题，开展具世界水平的基础研究，支撑重大环境政策的制定、提升环境管理能力；以理工结合的特

色突破技术瓶颈、推动环境产业发展。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朱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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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概况

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环境学科教学和科研的机构之一，经过 40余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在国内环境学

科领域的整体优势地位，成为国际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据 ESI 统计，北京大

学的环境/生态学科已跻身全球前 0.1%。在最新 QS 国际学科评估中，北京大学环境学科位列全球 21位。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在过去 4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与国际前沿同步、在国内同行领先”的成效，

在学科体系、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1. 依托北京大学的多学科基础，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建成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骨

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学与研究队伍，其中包括 3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以及多名长江学者、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青年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获得者，培养出一批活跃在科研、政府管理、企业等环

境保护领域的优秀人才；

2. 以解决重大环境问题为目标，在关键科学问题上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科技

成果，研发的工程技术取得了较大的社会经济成效；

3. 为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环境决策支持，多项建议被政府采纳，并有效参与到国际环境协议的国

际决策支持过程中；

4. 通过引领全面、深入的国际合作，参与多个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取得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

基于追求卓越（Excellence）、贡献社会（Relevance）的理念，北京大学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的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科学科，精心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环境领域人才，以卓越的基础研究成果支撑环境管理决策研究、推动

环境技术发展。

师资队伍

环境与工程学院作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级学科单位，致力于国家和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

环境问题，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顶尖人才，已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骨干、新老结合的队伍。学院成立

以来，教师+教研系列人数由 2008年 43人，增加到 2019年教研系列 58人，工程系列 9人，行政 6人，共计

74人。在职教师中包括新体制 26人，老体制教授 17人，老体制副教授 15人，讲师 1人。目前，本学科汇聚了

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骨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干队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人、

长江学者 4人、杰青 5人、优青 4人、青年拔尖 2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人才 7人、千人计划 2人、青

年千人 7人，有 12位教员先后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区域与全球大气化学过程与环境效应”2011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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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创新团队”2014年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河流多物质相互作用及其通量效应”2017年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张远航团队 2017年入选首

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大气污染的环境与气候效应创新团队”2018年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

领军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 倪晋仁

中国工程院院士 唐孝炎、张远航

讲座教授 朱彤、胡敏、陆克定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倪晋仁、朱彤、胡敏、邵敏、要茂盛

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
张远航、张世秋、邵敏、胡敏、籍国东、宋宇、赵华

章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倪晋仁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刘永、邱兴华、童美萍、陆克定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邱兴华、刘娟

讲席教授
吴志军、陈琦、郭松、宫继成、李歆、刘颖君、叶春

翔

北京大学“优秀青年人才引进计划”（“百人计划”）

入选者

童美萍、要茂盛、邱兴华、刘永、刘思彤、陆克定、

刘娟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创新团队（邵敏）

大气污染的环境与气候效应创新团队（宋宇）

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群体
区域与全球大气化学过程与环境效应（朱彤）

河流多物质相互作用及其通量效应（倪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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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

学院以培养未来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为目标，通过构建综合性、实践性、国际化的教育

体系，培养基本理论与学术基础扎实、社会责任感强、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广泛的领军人才，形成了本科生—研

究生—博士后全过程培养体系。过去十年里加强和落实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工程，形成完善的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科培养体系；培养过程中建立和落实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和研究生科研管理系列措施；加强学生

培养的国际化，大力推动境外交流学习项目，鼓励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丰富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升交叉学习的

能力。目前学生成为学院学术创新的重要力量，1名博士获得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博士生在读期间人均发表 2篇

以上高水平学术论文。环境项目 2010年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环境与生态实验教学

中心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学院目前设有“环境科学”、“环境工程”2个本科

专业，拥有“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健

康”三个二级学科，培养了一大批对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

科研成果

学院的老师积极参与和引导国家重大科学研究决策，主持系列国家级大型专项等课题。2008-2018 年，

学院到校经费达 9.5 亿元，人均到校经费 1368 万元，人均科研经费位列北大前列，科研经费相对充足。

2007-2018 年学院荣获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以及国际荣誉奖励，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项，技术发明二

等奖 2 项，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 7 项，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一等奖及包括

I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诺贝尔和平奖贡献奖、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签署 20 周年的特别奖

“Best-of-the Best Awards”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多项国际荣誉，以卓越的研究和国际服务履行了

国际环境保护中的中国贡献。本学科多名教师先后担任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的职务，60余人次在国际学

术刊物中担任副主编和编委职位，40余人次先后在国际学术组织任重要职务，如：UNEP 臭氧损耗评估委员

会（EEAP）共同主席、国际全球大气化学科学指导委员会（IGAC）共同主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服务政府间平台（IPBES）国家委员等。2008-2018年，学院共发表学术论文 2361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404

篇，包括在 Science 上发表论文 5篇，在 JAMA、Lancet、PNAS、Chemical Review、Nano Letters、Nature

Geosciences、Nature Nanotechnology 及专业一流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基于北京大学发起的 PRIDE-PRD 和

CAREBIJING 国际大气化学研究计划，在《Atmos. Environ.》、《J. Geophys. Res.》各出版专刊一期、在

《Atmos. Chem. Phys.》出版专刊二期。在《中国科学》出版专刊一期。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多项

研究论文持续入选 ISI 高引和热点论文，学院的张远航、倪晋仁、朱彤、邵敏、胡敏等多次位列 Elsevier 环境领

域中国高被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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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活



学长学姐经验谈

不负韶华再出发

又是一年迎新时，花落花开，去年学生会策划编

辑这本手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由回忆起自己刚入

学时的懵懂，也开始想象你们一张张写满好奇的笑

脸。读着师兄师姐们的经验分享一路走来，不知不觉

到了该分享自己这乏善可陈的生活的年纪，很荣幸有

机会来念叨自己的一点体会。人事有代谢，你们也会

很快从倾听者变成分享者，要不负韶华，探索自己的

大学生活。

为人要独立

陈寅恪先生写过这样十个字，“独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我认为大学就是一个不断形成自己独立

人格的过程，过程中有大大小小很多目标，但是终点

只有一个——你，成为你。初入燕园，你最大的感受

可能是“不同”，五湖四海每个人是那样不同，各种

不同的经历打破了你之前认为的条条框框，生活竟然

可以这样，这就是生活带来的惊喜和大学的独特魅

力。但是你很可能在这纷纷扰扰中无所适从，感知不

到自我，没有关系，平台给予你的就是五彩缤纷的颜

料，你要做的是用他们来描绘自己的独立人格。操千

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

大胆尝试，大学可以不断试错，甚至没有对错之分，

不要辜负自己的好奇和想法。尝试过后，更重要的是

把自己看到的、经历过的都变成自己的，形成自己的

价值判断，这些经历和想法就是你的生活本身。如何

做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多琢磨，多反思，温故而知

新，把自己和身边人的经历和感悟点滴积累起来，就

是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长期的没有终点的过程，大

学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独立有时候需要坚持。生活纷纷扰扰，当你不断

经历，形成自己的想法之后，就要坚持你认为的正

确。任何环境下都有分化，当然不只优和劣两种评

判，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想法，这个时候就不

能随波逐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在按自己的计划

学习专业课，但是看到周围人在听讲座、在学英语、

在玩社团、在运动、在刷剧……每个选择都有可取之

处，你的时间又全部自己支配，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

择，能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吗？当然计划不是一成不变

的，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安排和方向，你可以参考别

人的选择，但是绝不能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

一个。大家可能很快会遇到“拖延症”这个敌人，很

多时候什么都想做，就静不下来把手头事做好。所以

首先要心里想明白，对自己的生活很透彻，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怎么去做，心正而后身修，想清楚了，能

坚持本心不为外界所动，生活才能井井有条。

独立绝不是孤立。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大学的成长离不开周围人的影响和支持，形成独立

毋泽鹏
2014 级本科生

10 环院直通车



人格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能闭塞，要多

了解，多沟通，多接受。这里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平

台来广交朋友，但是一切信息和机会都需要自己主

动去获取。主动去认识有趣的人，主动去寻求经验和

帮助，你将打开一扇多彩世界的大门，勇敢迈出第一

步。君子和而不同，在多彩的世界里你不要担心自己

不合群，正相反，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特点，别人会更

加欣赏你，更愿意与你交往。你要保持自我，但是一

定不能固执，要善于向他人学习，变成更好的自己。

做事要用心

进入大学你会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有一个法宝能

无往而不利，就是用心。任何事情你可以选择做多做

少，做深做浅，但是只要自己决定做了，就一定要用

心做好，这样才能有收获。遇事最怕贪多嚼不烂，自

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做的是什么，没有有效成果，自己

也把控不了。骗别人很容易，骗自己更容易，可是骗

这个世界的因果有点难，用心做事情的收获才是自己

最宝贵的财富。我做学生工作的经历对此深有体会，

大一时候我只加了院学生会外联部和院团委宣传部

两个部门，想法很纯粹，就是想谈合作和编刊物。大

二只做了院学生会外联部长一份学生工作，每天想最

多的事就是怎么拉赞助、学生会的钱从哪来，生活各

方面都能联系到这点，也就有更多机会来做好。前两

年的学生工作经历很简单，但是我学会了怎么静下心

来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个过程中点滴积累下来的能力

并不少。大三当选院学生会主席以后有更大的平台，

做各种尝试，在校团委、院团委、党支部、社团也才

有了更多历练。学生工作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虽然不

用做很多基础性工作，但是需要考虑的方面更多，要

求更高，大二一年用心积累下来的见识和能力才让我

能应对复杂情况，能在更多锻炼中继续成长。大家不

能一开始就带太多功利心，这样自己能力跟不上会

很累，用心把手头的事情做出色，能力有提高，机会

和平台也会随之而来，就会越走越宽。当然什么时候

都不能混日子，大三一年我做事情更加小心，更加用

心，也才发现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用心才能靠谱。大家一直在强调靠谱的重要性，

所谓靠谱，就是“你办事，我放心”，归根结底在和

人打交道上。人是社会性动物，生活很少能离开互相

的支持和帮助，老师能欣赏你关注你，课堂小组能愉

快合作，实验室的师兄师姐愿意指导你做科研，当遇

到选择和困难时有更多的人来帮你，有重要任务时别

人第一时间能想到你，这些都需要有靠谱的好印象。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自己用心把事情做好还不

够，这只是让人觉得靠谱的基础，适当的沟通技巧能

有效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换位

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微信让人与人之间联系更加方便，生活中很常用，当

自己看到信息时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复？或者很长时间

不回之后有没有解释原因的意识？并不是在鼓励大家

玩手机，只是如果你是发消息的人，对方这样做会不

会让你的心里更踏实？一次、两次……久而久之，你

在别人心中的印象和定位就会被固定，别人会决定是

否愿意与你深交。换位思考就是为你接触的人多考

虑，让别人更舒服，有时候很小的改变能带来很大成

效，其他事情也都是一样。

上面这些只是与你们有类似经历后的一点体会与

感悟，大学生活绝不仅仅如口中所言，在这里你会遇

到各色各样有趣的人，发现各色各样多彩的生活，只

要你愿意，你选择，并为之努力，就会创造自己的青

春。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属于自己的华章等待着自

己去书写。不要忘记，在这个故事里，你，永远是主

角。

燕园生活即将开启，来到这里只是一个全新的起

点，永远不会是巅峰。生活一直在继续，接下来的日

子你们可能会遇到不适应、烦恼和困难，不会一帆风

顺，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永远是今天这张笑脸，永远像

今天一样对未来充满期待。斗罢艰险又出发，期待你

们的精彩！

走出舒适区

一晃四年。感谢学生会在四年的最后给了我执笔

追忆往昔的机会。惭愧的是我追忆往昔，也没有特别

童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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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的经验能献给大家，不善言辞，就简单说一下我

认为重要的一句话——走出舒适区，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

走出舒适区

大学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可

以自由支配。除去课程时间外，可以自主地选择将时

间和精力放在什么事情上。当年级增长，自主支配时

间增加，我却发现自己会越来越习惯长时间待在舒适

区里。每当这时，我总会督促自己走出舒适区。舒适

区以外的未知虽然有时让人恐惧，但也常常带来意想

不到的结果。例如尝试新鲜的事情，扩大交际圈，用

百无聊赖的时间去读一本新书等等。探索未知世界本

身是有风险的，刚开始可能会比较焦虑，但逐渐探索

之后会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而这个过程则会提高整

个人的能力和素质。

做有意思的事情

舒适区外并不都是洪水猛兽，也能做一些有意思

的事情。

大一大二在学工上投入了很多心血。曾和文艺部

的搭档一起开过脑洞再将脑洞变为真实的活动形式。

看到付诸努力的事情顺利完成，总有满满的成就感。

讲堂，是我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志愿社

团中，我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面对富有挑战的志愿工

作。一年又一年的坚持，让我从面对突发情况的慌张

无措到日积月累后处理问题的冷静从容。

我最喜爱的运动是球类运动，排球与篮球为最。

排球是一项团队精神远大于个人能力的运动。大一刚

加入排球队的时候，作为学妹的我虚心接受学姐的

指导，在比赛时常常被学姐保护着我的防守位置。大

二之后，我就变成了学姐，去指导和保护学妹。这种

传承十分有爱。球场上，一传的稳定和扣球的快感交

织，与队友熟练配合得分的喜悦让我深爱着这份运

动。与排球相比，篮球对我来说是一项更具挑战性和

难度的运动，更加具有身体碰撞性和战术技巧性，而

我，也喜欢这有意思的挑战。

科研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的研究方向是污

染控制与环境生物技术，日常与微生物打交道，微观

世界的反应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则是想去探寻一下

其中的规律。科研里不缺的可能就是遇到各种各样无

法解释的现象、数据，甚至打击到科研热情，但有趣

的是也会不断冒出新的想法，通过控制实验来验证猜

测，最终找到问题根源，解决问题。

结语

还记得大一的我是一张不知道如何涂鸦的白纸，

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未知与好奇。学姐学长告诉我的经

验，在我面前铺成开来许多种可能，每一个个体单元

的可能，都有独特的亮点和精彩。希望学弟学妹们都

能刻画出自身的可能，拥有一个充实多彩的大学时

光。

勇敢出击，全力以赴

很荣幸收到学生会的邀请来分享自己在燕园四年

以来极其有限的体会和经验，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点

小小的帮助。

面临选择勇且决

每到春季学期，大一咨询双学位，大二咨询本

研，大三咨询保研和出国，大家一直在面临一个又一

个选择。对于选择，不同人的信息和角度不同，通过

咨询身边的过来人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的观点，当然最终的决定还要自己拍板。一位师兄对

我说过，“有些事情在亲身经历之前是很难知晓结

果的，与其纠结，不如经过思考后，果断做出选择并

全力以赴。”在出国还是保研这个问题上，我就一直

徘徊不定，经过充分咨询，比较两者差异后，最终决

定“与环院男篮续约五年”。哪个选择更好我无从得

知，能做的只有不断努力，把当下的选择做到最满

意，当以良好的心态面临选择时，相信结果一定不会

差。生活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做决定的过程很痛

苦，但是一旦决定，就要全力以赴，选择专业方向、

双学位、学生工作等都是同样的道理。

全力以赴问耕耘

正如刚刚所说，一旦决定就全力以赴。例如经双

这些自己选择的课程，没事尽量就别翘课。虽然考前

刘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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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可以取得说得过去的成绩，但过程的缺失意味着

自己失去了与经济学者面对面学习交流的机会。甚至

可能久而久之习惯性地偷懒，有空也不去上课，得到

两个小时的空闲，但失去了对一个领域的了解，也丧

失了在经济方面深入研究的机会，返回头看会得不偿

失。

本研实验也是如此，选择了就全力以赴，在这个

过程中，主动性和执行力尤为重要。我在大二上学期

机缘巧合进入童美萍老师课题组，一开始断断续续地

“打下手”、阅读相关文献、和师兄师姐讨论，从中

学习了一些入门基本知识。到了大二结束的暑假，我

和师兄反复讨论大致确定了自己的本研题目。第一次

相对独立地做科研，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一天工作

十小时，最后也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我一直认为，

如果只在课堂或者实验室玩手机、看球赛等各种“划

水”，投入的时间反而更多，效果更是不能保证，还

不如提高效率，工作时认真，休息时放松。毕竟，

“露脸”没有任何意义，实打实的投入才是提升能力

的基础。此外，更加主动和靠谱也会让你身边有更多

优秀的人，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指导，拥有更好的

机会和选择。

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追求太多，不可避免地

会导致其中的一些质量低，所以要随时保持取舍，量

力而行。对于已经选择的事情，也要有良好的心态，

用平常心面对各种 bug，毕竟成功也离不开运气。

找到组织共成长

除了学习科研这些“正事”，生活也是不可缺少

的。在各种活动中，往往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组织，

也就是很多集体，包括学生会、社团、课题组、运动

队等一切你感兴趣、有归属感的群体，从中也会收获

一些感悟和提高。

我们院篮球队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里

能够得到认同，认识不同的人，在场上释放压力、共

同进步，在场下互相调侃、放松心情。作为这个组

织的“管理者”，我对学院男篮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赢球的期待、战术成功的兴奋、协调时间的崩溃、被

“鸽”的郁闷，过程中五味杂陈，成了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此外，我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师兄

弟，除了一起打球、分享赢球的喜悦和输球的失落

外，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不同方面的知识和信

息，例如出国保研、就业信息、环境各方面学术知

识、球队历史，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选择我都会在

这里找到参考和建议。课题组、学生工作大概也是

类似，在生活中要找到一个感兴趣、适合自己的“组

织”。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尽相同，大学是一个可以

充分试错的地方，所谓经验也只是一个参考，没有什

么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衷心祝愿大家在校园里不断

探索，发现有趣的事，成为有趣的人，做出合适的选

择，全力以赴，完成属于自己的蜕变！

道路漫长，充满奇迹

站在即将成为大四学生的节点回头望，真的惊异

于悄然跑过的日子竟有如此之快的脚步。在大学的前

三年，我有许多道理听过但没有做到，也有道理是自

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记得从大一未入学开始，我就看

了很多知乎、微信上的诸如“不虚度大学是一种怎样

的体验”的讨论文章，里面不乏让我很受用的内容。

现在既要我也写一些所谓的经验分享，那我暂且写下

目前浅浅的几点想法吧，希望能有所帮助。

首先是关于大学。至今仍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是

大一上的某天，我和同加入学生会秘书处的同学在

路上遇见了部长姐姐，就开始聊天——那天学姐和

我们说，她感觉大学生活从来不轻松，“比高中惨

多了”；我俩连连点头。那么为什么大学生活是珍贵

的？学姐说，因为在这里你看到身边的人都如此努

力；因为燕园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和勇气。的确如

此。在燕园，从一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理想大学生活的

缩影，并受之激励而不断努力。在燕园，每个人可以

有自己的道路，不管你是专注学术学有所成也好，还

是热心公益参加志愿活动；又可能，你成绩履历平平

却读了很多书，或是有自己的兴趣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无论哪一种生活，只要认真投入，就能得到周围

人的认可并获得一席之地。大学意味着拥有丰富的机

吴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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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选择，也意味着更需要清醒的自我认识和定力。

所以很希望你们也能在燕园这片土地上找到理想大学

的样子，并且自己也能活成那种样子。

关于师友。有一本书我特别喜欢，是大二时读

到的，叫《北大回忆》（强烈推荐！看完你会知道

“原来曾经有这样一些北大人，有这样一种北大生

活”）；里面有两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何畏

衣冠陋？只恐见识穷。打开天地就不穷，广交师友就

不穷。”诚如斯言。此前我一直都是课堂上默默无声

的学生，但看到书中张曼菱学姐描述的她和同学老师

热烈讨论甚至争论的故事，我也深受感动并开始主动

提问、参与讨论，无论是“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关

系”还是“大气科学有哪些前沿问题”，还在和同学

一起玩空气观测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外教老师并保持联

系……事实证明思想的碰撞确实能带来灵感的火花，

并且老师和同学都会非常耐心地回答和交流，能给

我们很多帮助。所以，如果你也是和我一样内向的同

学，不妨也大胆走出舒适圈，多发言，多讨论，一定

会有收获的。

关于学业。第一学期（其实何时都是）无论因为

任何原因都不要耽误应该保证的学习时间，也绝对不

要偏科——即使特别喜欢某门课程希望深入探索，也

要确保合理的时间分配。直到现在我仍然为 70+的高

数课而遗憾，但是那也帮助我思考，进而明白，在大

学认真学习是本分，但成绩不应是首要的追求。学习

的方法和所谓的技巧也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一直保持

求知欲并且增进学以致用的能力。记得大一的一门

实验课结课时助教曾发信息：“非常期待看到你们以

后脱颖而出——成绩什么的就太俗了，虽然很重要哈

哈”。这我也一直记着，并勉励自己“在成绩之外的

方面脱颖而出”。

关于长远规划。大胆尝试，仔细思量。大二下的

班会上班主任说：“明年这时候你再不考虑好方向，

那可真不行的”。现在想来，如果我能更早一点开始

思考，更多地去尝试，大三下学期面对保研/考研/出

国的选择时大概就不会那么迷茫。“选择比努力更重

要”，这话没错，但是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需要大量尝

试来掌握的技能，所以建议学弟学妹们能更早（比如

大二上）就开始对研究方向的尝试和未来规划的思

考，这样最后选择时就能游刃有余。

关于资源信息。钱理群先生有言：“中学时你被

动地受教育，大学时你主动地受教育”。进入大学，

就要努力提高学习和信息检索的能力。我直到大二才

学会在图书馆索书借书，学会后惊呼以前整整一年错

过了多少学习的机会。图书馆的一小时讲座和数据

库、“北大讲座网”和学院宣传栏的讲座信息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一定要慢慢学会搜索和使用。

关于活动和生活。在即将到来的招新中你会看

到，各类学工和社团琳琅满目。我们可以积极参与，

认识新的朋友，也锻炼自己在沟通、管理、文稿等方

面能力；不过活动也不用太多，选几个最感兴趣的就

好。另外就是把宿舍布置地温馨一些、把日常事情做

得有条理一些；减少碎片化阅读浪费的时间，把刷朋

友圈的功夫用来和小伙伴约着打球游泳，让自己的生

活充实起来。

关于节奏。要勤勉但也不用勉强，因为“太用力

的人跑不远”。忘了是哪位教授的中文系开学典礼发

言，其中就提到，大一时，主要就是“端正心态、接

纳同学、管控自己、摸索经验。能够走在人前，景物

独赏，当然不错。如果一时半会适应不了，也不必急

于求成，不必事事争先，平稳度过一年级，没有掉队

且略有收获，就是胜利”。若遇到不顺，也不要太慌

忙，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在北大感受过痛

苦才是一生的幸福》——谁又能把大学过得极尽完美

呢，慢慢前行，终有回报。

最后，愿我们都能享受为心之所向持续努力的过

程，并时刻怀有对生活毫无保留的那份热爱；祝我们

都——道路漫长，充满奇迹；老学姐与大家共勉！

未名泛舟，垂柳寻光

偶然收到学生会的邀请，才发现时间一晃，大学

四年生活已走到尾声。未名泛舟，在面对大学众多道

路迷茫之时，有幸成为师兄师姐们的倾听者，模仿者

和追随者；垂柳寻光，在不断尝试中也有所感悟，逐

郭佳宝
2015 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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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地也能自称为探索者，实践者和分享者。值此机

会，便也将所思所感略述一二，仅供各位学弟学妹参

考。

学习与科研

初入大学，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信息突

然爆炸，各种学工、社团、活动、实践潮水般涌来，

每一个方向的似乎都带着诱惑的气味，愈发了解，愈

发沉迷其中。每天东奔西走于形式多样的活动之间，

晨思昏改于严谨精当的工作报告之中。在大学这样一

个小社会中，一切似乎变得充实起来。然而，在积极

参与之余，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否

则，便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大学，依然是以学习为主基调的，尤其是北大这

样的名校。

高晓松曾有过这样一番论述：“名校是国之重

器，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深以为

然。在踏入燕园的那一刻起，“胸怀天下”四个字就

已经成为我们的标签——以国家为己任，用文化支撑

国家，用知识改造国家是我们北大人的职责。而如何

扛起这份责任，显然，“好好学习”这四个字是最朴

实也是最基本的。至于什么是高效的学习方法，什么

是合理的学习规划，每一个北大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体

系，在这里谈及实在多余。这段文字，仅仅只想提醒

学弟学妹们，要“好好学习”，这不单是个人的理想

和追求，同时也是与家国相关的责任和情怀。

对于环境学院的学生来说，科研是一条必经之

路。很多学弟学妹对此感到迷茫，在这里结合我自

身经历谈谈科研，希望能有所帮助。首先，科研是什

么？简单来说，科研，就是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个

过程，它不同于学习的吸收知识和充实自身，而是一

个转化知识以及创造价值的过程。接下来，如何准备

进入科研阶段？在学习到了一定程度，有了一定的知

识储备，并且对一些问题感兴趣的时候，就可以尝试

着找一位合适的导师进组进行科研了。进组的流程大

致为：①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并在该方向上有一

定的知识储备；②通过学长学姐或学生会材料或官网

介绍了解可能适合自己的导师；③约导师见面，进组

听组会进一步确认是否适合自己；④从一些简单的项

目或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开始，通过查阅文献构建和完

善自己的实验计划，在导师和师兄师姐的指导下独立

自主完成实验。进组的时间因人而异，我个人在大一

暑假就进入黄艺导师的课题组做了一个小项目，虽然

结果不是特别理想，但是科研之路从此大开，更早地

开始科研，就能更早地认清自己的选择，不至于在升

学面临选择之时举棋不定。最后，如何做好科研？首

先，切忌浮躁和眼高手低。必须认识到科研不是一蹴

而就的，厚积薄发才是真理——在进行实验之前一定

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明确探究课题的意义，不断地完

善实验方案。很多时候，突然迸发的灵感，在查阅了

大量文献之后就会从起初的信心满满变得茫然无措，

最后通过不断的修正补齐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另

外，在阅读文献时切忌妄下论断以及陷入死循环，与

导师和师兄师姐多交流，能开拓思维，也能防止思路

跑偏。祝愿学弟学妹早日进军科研之路～

学工与社团

从大一入学时的干事，到大二的学术部部长，再

到大三的学生会主席，直至大四的常代表，学工之

路，走到这里也算是毕业了。年龄越大，责任越大，

一路走来，收获良多。

选择学工，也是未名泛舟的一次尝试，一开始加

入学工大家庭，出于服务师生，结交朋友，锻炼自己

的心态；后来决定留任部长，是对自己组织能力的一

种挑战；大三担任主席，是对统筹能力和沟通能力的

一个完善；最后担任常代表，负责全院学生权益和监

察指导工作，更多的是一种情怀，一种感恩，一种回

馈。

学工能锻炼人很多品质，如做事坚持到底，如待

人真诚温暖，如组织有条不紊，如沟通收放自如……

太多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学工的确让

人有所收获。而在这里，我更想讲一讲学工不那么讨

喜的另一面。

首先，学工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大大小小的活

动，需要每一个学工人付出心血和时间，在我大三担

任主席一职时，忙碌的时候微信响个不停，直到深夜

才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如何兼顾学工和

学习，如何分配学工和学习的时间，对于每一个学工

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有几点建议分享给大家：①做

事有计划性，不拖延，尽量不同时处理两件事，同时

做两件事的时候大脑运转是低效的；②保证身体，少

熬夜，提高工作效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保持身体状态和思维灵敏度是非

常有效的方法；③学会统筹和下达工作，作为组织者

不能将所有的担子压在自己身上，应当学会分担工

作。

其次，做学工不能有功利心，现在的某些学生

组织，存在着一些官僚气，竞选更多为了过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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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对主席“溜须拍马”实则是在想着自己当上主

席的那一天有人“溜须拍马”自己。这实际上是非常

可笑又荒唐的。学生组织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上下级

约束，所有同学都是为了服务学生，为了学生利益而

工作，大家是为了共同目标而一起奋斗的伙伴，而不

是等级制度下的小丑。在学生组织，也没有现实官场

那样的“利益”可寻，没有所谓的“职务之便”，想

从中获利的人，能获得的也就是一些自以为利益的

东西罢了。我很庆幸，在环境学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中，我们的学生组织没有变质，温馨而和谐；也很自

豪，我所带领的学生会，主席和部长之间，和干事之

间，彼此不端着架子，在工作之余也有更多的学习，

生活上的交流，真正的通过学生会成为了朋友，伙

伴。

作为环院第十届学生会主席以及现任常代表，我

想说任何希望通过学生组织锻炼自己，收获朋友的

人，欢迎你们加入学生组织这个大家庭，环境学院温

馨有爱的学工组织必定不会让你失望；而任何动机不

单纯的人，我奉劝你们不要加入，因为这里是无法满

足你们的私心和私欲的。希望这段话能传承下去，以

保持我们工作团队的纯洁和高效。

关于社团，由于个人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并没有

加入，但北大的社团文化可谓是百家争鸣，值得尝试

一番。

写在最后

未名泛舟，垂柳寻光。希望学弟学妹们在大学四

年的生活中也能多做尝试，最终在未名湖的连岸垂

柳中寻到自己的光。世界上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

就是放弃的路；世界上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

成长的路。祝愿各位学弟学妹不忘初心，在尝试，努

力，坚持后，收获成功！

学长学姐学术体验

实验室，我们黄金时代的爱恋
实验室之于我们，就好像疆场之于战士。环境学

科的用武之地颇为广泛。小到一个无菌室、一辆大气

监测车、一所理教楼顶的观测站，大到一个工厂、一

片“田野”、乃至一个社会，都是我们的实验室。实

验室里的学术讨论兼顾高度严谨的科学作风与天马行

空的创新思想。与来自统计学、数学、信息科学、生

命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研究者

的合作，更使得实验室生活成为趣味、机遇与挑战并

存的最棒的 pressure game！当然，刚踏上沙场的战士

总要有所历练方能策马扬鞭。最初的实验室生活总会

有诸多不顺。可能砸进去好几个月的时间，也调不好

仪器、测不准指标、搭不好反应器、建不好假说、选

不对模型。不过，让我收获最多的，也是这部分历练

的时光。方法掌握得愈发纯熟、性子磨练得愈发有耐

性、对研究方向的喜爱也愈发深厚。

那么如何迈出第一步呢？很简单，就是广泛

地去看。“Climb every mountain, ford every stream,

follow every rainbow, till find your dream!”认识一

位 Stanford 统计系的博士师兄，他曾经花了整整一年

的时间造访了学校里应用数学、计算化学和计算生物

系的所有实验室，最后才发现了自己的所爱。这个寻

找挚爱的过程被国内的学者称为“开窍”。本科四年

的实验生活如果真的能使我们“开窍”，那又何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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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幸福。

So choose your battel, find your love, pave the

way, and catch your time to shine! This is our

golden time. Good luck, brave soldiers!

唐宇石

当我们在谈论实验室的时候
当我们在谈论实验室的时候，我们在谈些什么

呢？

两年前，我和你们一样初入燕园，想象中的实验

室是一派窗明几净，白底蓝边的实验台上整齐地摆放

着五颜六色的化学试剂，身着白色实验服，眼戴护目

镜的研究人员手持一只盛着蓝色透明液体的试管，专

心致志地振荡着……然而当我经历了两年的大学生

活，参观了一些实验室，以及最终进入我目前所在的

科研小组，才发现自己当时对实验室的刻板印象仅仅

停留在初中化学实验室的阶段。

我目前所在科研小组的实验室刚投入运行，实验

室位于北京大学计算中心楼顶，属于北京市高精尖中

心实验室。该实验室通过一系列高精尖仪器设备，如

各类质谱仪、色谱仪等，对大气细颗粒物及其前体物

进行研究。我们的实验室极少见到传统化学实验室里

的瓶瓶罐罐和各类化学试剂，而是一台台摆放规整的

仪器和楼顶错综复杂的线路管路。实验室人员日常会

检查仪器是否正常工作，拷贝仪器数据，对仪器进行

维护、标定等。在这之前，我参与了实验室搭建的部

分工作，这些工作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使我收

获了许多平日里不会在意但却非常实用的实验和生

活技能。举个例子，在搭建颗粒物采样管路的时候，

你需要化身为管路工；在设计采样管路中电子阀门自

控系统时，你需要化身为电路工；在调试最（没）新

（有）版本（manual）的傲娇仪器时，你需要化身为

软硬件攻城狮……一言以蔽之，不懂电子电路软硬件

的管道工不是好的仪器研究员。在这过程中，你需要

不断地踏出自己的“舒适区”，尝试各种新鲜的，甚

至你之前以为一辈子都不会接触的事物；而当你曲曲

折折地完成这一项项任务的时候，你的成就感简直要

爆棚，你会对接下来的一切充满期待，你会逐渐减轻

对“未知”的恐惧，因为你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

未知。私以为，对科研的执着始于兴趣，成于成就，

终于使命。在你对科研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奇与兴趣之

时，一次次小小的成就感会给你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与

信心；而成就感往往来源于你对未知的探索与挑战。

因此，在学弟学妹们负笈燕园之际，衷心希望大

家都能多进实验室，尝试一些未知的事物，收获一段

新鲜的体验。实验室并不总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神圣

与庄严，现实中实验室之大，无奇不有，说不定就有

一款懂你的欢喜。

李垚纬

还有一些话
如果对于实验没有特别的兴趣，在大二下进组就

可以了；如果有浓烈的兴趣和比较好的实验技能，则

可以在大二下或更早些时候就进组。而进入科研组以

后，起初无非就是去旁听组会以及帮师兄师姐打下

手。对于感兴趣的项目，大可以坚持旁听组会，并且

逐渐参与到组会的讨论中来。除了参加组会以外，和

师兄师姐的交流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就是可以多阅

读一些与本组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尤其是本组以前

发表过的文章，这些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个小组、

融入这个小组。

汪若宇

参与科研工作的目的是真心想做科研，不能掺杂

了太多其他的想法。真正做课题其实并不轻松，既是

体力活：需要查东西，写东西，又是脑力活：涉及某

个内容要不要写，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找的

材料能论证我的观点吗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你觉得

这些不轻松的事情你都能接受，那肯定没有问题。但

也可能自己进来以后发现自己不喜欢，弄得自己很

累，甚至想退出，不想做了，这会影响课题的完成，

可能会给自己以及课题组的老师或者师兄师姐造成不

好的结果。

刘俊鑫

要做好多干活的心理准备，在本科生科研的过程

中做到不怕吃苦；要认清自己的发展目标，并用相应

的态度和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尤其是希望出国的

同学，应当在科研的时候争取发表文章，如果未能如

愿也应当尽量给导师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梁嘉良

在不影响大一大二课程学习的前提下，可以尽早

进组做实验，先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听讨论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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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杂），慢慢学习，即使基础知识还不充分，也可

以在实践中获得经验，最终把实验做好。

马知遥

进入实验课题组之前，基础课程要认真听，要把

基础知识学好；确认导师之后，要多听听组会，多和

师兄师姐交流，多看相关文献，做实验时多思考。

进组后，学习的大多只是初步的实验技能。每次

组会，听师兄师姐介绍当前的实验进展时，会发现有

很多的知识是听不懂的，但也没有关系，坚持听组会

总会有提高。刚进组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去了解所跟的

老师的正在进行的课题，不需要多详细，但是至少要

从全局上知道老师在做什么，师兄师姐都在做什么项

目；然后就是跟老师交流，了解自己要做的方向。多

读文献，多泡实验室和师兄师姐学习。相关文献阅读

和基础实验技能是大二的主要任务吧！

葛智

1. 什么是“进实验室”？

进入大学之后你一定经常能听见师兄师姐在实验

室忙活，“进实验室”似乎也成为了学术的代表，那

么什么是“进实验室”呢？

首先，比“进实验室”更准确的叫法应当是“进

组”学习，也就是参与到老师的课题组，跟随老师和

师兄师姐就一些课题展开研究。这个课题可以是老师

组里现有课题，也可以是你自己想要研究的课题。由

于我们院老师研究的方向涵盖面广，从工科、理科到

社科，因此“进组”并不意味着整天都在做实验。并

且即使是你研究的课题需要做实验，那么你能学到的

也远大于做实验本身。

2. “进实验室”能收获什么？

“进实验室”最直观的收获是就所研究的课题有

了更深入的专业技能，包括整理研究进展、收集数据

资料、掌握实验技能、分析实验数据等，并由此掌握

了研究问题的一套思路脉络。鉴于我们专业较强的应

用性，平时课程的学习更多停留在知识的教授，而课

题的研究需要灵活使用所学知识，并且自主学习需要

的但课堂未教授的知识。这些对于知识的灵活自主

性，对我们今后处理各类问题大有帮助的。

在这过程中，你会与师兄师姐进行沟通，老师也

会对你的想法和成果进行指导，这些交流过程往往能

刺激你脑中的灵感。交流的内容不局限于学术探讨，

大到人生规划未来方向，小到生活信息迷茫困惑，他

们都很乐意与你交谈，而从他们走过的道路上我相信

你也能收获不少。

3. 何时何地？

什么时候进实验室呢？怎么选择实验室呢？

一般来说大二下会有“本科生科研”，那时你可

以选择一个课题进入老师组里进行研究。不过其他任

意时候老师们都很欢迎学生进组学习。但是考虑到大

一大二基础课程较多，参与的活动也较多，而实验室

的学习也会占据一定时间，因此你可以合理分配自己

的时间。

一般在大一对专业有了基本了解之后，你可以在

大二上开始了解各个老师的研究方向，有中意的方向

可以去跟老师聊聊，或是去听听组会，以及问问相同

研究方向的师兄师姐，最后做决定。

真正进入实验室之后你可能非常喜欢现有研究方

向，也有可能发现这一方向与之前想的不太一样，那

么你可以与老师聊聊，再了解一下其他方向，并且去

其他方向再学习学习。老师们都不会介意，而多点尝

试也会帮助你最终找到中意的方向。

4. Final

毕竟进实验室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希望大家都

能认真对待实验室的学习，自己越积极主动，收获得

便越多呢！

当然，实验室也有不少欢乐，希望你们都能找到

自己心仪的方向，拥有精彩的大学生活。

张沥月

交流实习

暑期赴美学术交流活动·佐治亚
为开拓我院学生的国际视野、学习国外治理环境

问题的先进经验、加强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入认识，

并增进中美环境领域双方师生的相互了解，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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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于 2019年开展北京大学环境学

科暑期赴美学术交流活动。

2019 年 7 月 19 日～31 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 10 名本科生经过选拔，在刘文、占子

玉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先后前往位于美国佐治亚

州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进行访问学习。

此次暑期学校的主题为环境污染控制前沿技术与

重大挑战。课程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来源、大气污染控

制方法、污染物健康影响与效应、空气质量模型、全

球气候变化、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新型环保材料、

环境生物/微生物技术、绿色清洁能源和国外先进环境

管理模式等。授课形式为专题讲座、实验室参观、交

流座谈、实地调研、校友对话、小组讨论与学术报告

等多种形式。

实验室参观让同学们得以近距离真实接触感知在

美国的科研工作。同学们在当地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Sally Ng 教授的实验室，对于实验

室严谨的管理模式、多样的仪器设备和和实验室师生

的创新精神都有很深的感触。一路上，来自中国的教

授、学长学姐们热情地给予帮助，同学们也向他们咨

询了学习、生活中的疑惑。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同

学们就留学申请经验、海外学习生活感受、研究方向

选择、未来职业规划等感兴趣的话题与 Sally 教授等

进行了交流。刘文老师在整个旅途中也一直教导同学

们要提高学习和做事两方面的能力，同学们从中获益

匪浅。

课程结束后，每位学生都就自己一周以来学习的

知识中最感兴趣的主题进行英文汇报展示。

师生在佐治亚州合影

环境综合实习一·珠海
环境综合实习一以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保护、

城市环境保护为主线，以若干主题路线串联实施，在

实习过程中组织同学们学习和研讨，以珠海市为调研

对象，在环保产业、自然保护区、环保局等地进行参

观。实习内容涉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湿地生态系

统及海绵城市的作用，水环境污染与治理，自来水处

理流程，大气环境监测及城市空气质量监测，城市垃

圾的产生、处置和利用，重点工业企业环保行为，农

业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等方面。

实习安排在暑期学校的时间为 10 天左右，分为

准备、实施、总结三阶段。在准备阶段召开实习动员

会，宣布实习计划，明确实习目的、内容和要求，实

习学生分组，讨论实习方案，预备实习问题；在实施

阶段，以珠海及其周边联合建设实习基地为目的地进

行。要求学生在考察期间，做好考察记录，完成每日

推送。回到学校后，完成实习报告；在总结阶段，小

组以报告方式呈现研究成果，实习总结还将以成果方

式制作海报。

2019年 6月 23日 ~ 29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2018 级本科生全体同学在刘文、赵志杰、

董华斌三位老师的带领下，在珠海市进行实习活动。

本次实习的主题是环境认知实习。环境学科是问题导

向的学科，和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不同，学科本身似

乎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换言之，环

境学科中什么问题更有研究价值，一定程度上要以对

解决环境问题的贡献作为判据；知识体系应该如何

架构，一定程度上由环境问题本身的特点来决定。所

以，本次认知实习比较重要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让

学生对环境领域面临的真实问题，以及现今的解决方

法有一个初步的认知，进而指导以后的学科知识体系

建构和价值判断。

求真之路，始于力行。珠海实习团队 32 名同学

在 4位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着用一个环境人的视角审

查呈现在面前的纷繁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将理论原

理、工程举措、社会经济结合，不仅是在以学生的身

份接受知识，也同样是站在建议者的角度思考环境问

题解决方案的完善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也不仅

局限于为未来专业内容的学习添砖加瓦，还有更远的

未来中应对实际情况经验的提升。或许随着时间的冲

刷，有些知识将被彻底忘却，但植根于心的是一种理

念，一份坚定。未来的学术路上所需的不只是过硬的

专业素养，对环境理念的深刻理解与认同，是钩深致

远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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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在塞罕坝月亮山下合影

师生在珠海垃圾焚烧厂合影

环境综合实习二·塞罕坝
环境综合实习二涉及大气化学与气候监测和水土

生环境交互监测两大板块的实践内容，涵盖大气、水

体、土壤和生物环境等环境参数的变迁研究，以北京

大学塞罕坝环境与生态实习基地为中心，对周边的湖

泊、林地、草原等开展广泛的环境研究、监测、采样

活动。

实习内容包括：区域背景大气环境质量研究原

理及手段、仪器操作、数据分析，植被生态及天然

源 VOCs 的排放研究原理及手段、仪器操作、数据分

析，湖泊水质参数检测原理及手段、仪器操作、数据

分析，土壤环境参数检测原理及手段、仪器操作、数

据分析，湖泊生态变迁机制及过程研究。

实习安排在暑期学校的时间为 2周左右，分为准

备、野外实习、实验室分析、总结四阶段进行。在准

备阶段，召开实习动员会，宣布实习计划，明确实习

目的、内容和要求，实习学生分组，讨论实习方案，

预备实习问题；介绍和准备实习中涉及的环境监测仪

器设备、材料；在野外实习阶段，以北京大学塞罕坝

环境与生态实习基地为中心，开展广泛的环境研究、

监测、采样活动。要求学生在实习期间，做好监测记

录，完成每日实习日志，分组完成实习动态报道；在

实验室分析阶段，完成样品离线分析和实习报告；在

总结阶段，按照小组进行口头报告，开展优秀实习生

评比。

2019 年 8 月 4 日 ~ 10 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 2017级本科生全体同学在刘兆荣、梁宝

生、许伟光三位老师的带领下，分为 6组开展研究，

实习项目涵盖气象参数测定、颗粒物采样分析、湖水

水质指标综合监测、湖水离子组分分析、土壤／底泥

物理指标及重金属组分分析等。

同学们在采集土壤样品

20 环院直通车



学生活动



“学长的火炬”校园旧书循环活动

团委

微信公众号：PKU 团聚环科人（pkucese-tw）

总体工作
• 根据院党委和校团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

学院实际，制定每学期团的工作计划，定期召开

副书记、部门会议和团支部书记、支委会议，传

达上级指示，研究、布置和检查团的工作，经常

向院党委和校团委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努力开

创团工作新局面，体现本学院特色，做好党的助

手。

• 开展团的思想政治工作，配合学校、学院进行思

想道德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团结和带领学院团

员青年努力完成院党委和校团委交给的任务。

• 抓好团的组织建设，健全团的组织生活，完善团

的各项制度，教育团员履行团员义务，保证团员

的权利不受侵犯；做好发展新团员和超龄团员退

团的工作；组织团员学习党的知识，积极向党组

织推荐优秀团员，配合党支部做好发展大学生党

员的工作；做好团员组织关系的接转和团组织情

况统计工作；负责团费的收缴、上缴和留成团费

的管理和使用；负责对违反团纪的团员进行批评

和教育；

• 指导研究生会、学生会工作，协助研究生会、学

生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 组织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娱体育活动，丰富团员的

课余文化生活。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和对外交

流活动，增强学生才干，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

生素质。不断丰富团校的课程配置，提高学生骨

干的工作能力。

• 抓好团的宣传工作，加强校园文明建设，配合各

项工作，充分利用宣传工具，增强凝聚力，发扬

团队精神，体现学院特色；

• 配合校团委做好评优工作，并负责组织团的院内

评优工作；

• 关心团员青年的正当利益，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

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协

助学校、学院改进有关工作；

• 组织团员骨干，进行共青团工作的理论研究，不

断探索共青团工作的新路子；

• 完成院党委和校团委交给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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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副书记寄语

迎接开始，相信过程！勿忘善良，铭记感恩！

未来充满可能，用勇气去探索，用初心去坚持，

不徐不疾，水到渠成，期待你们的精彩！

欢迎大家来到燕园，走进环院大家庭，且听风

吟，静待花开。

穿行在燕园四季中，愿你做个有心的人，听见鸟

雀与蝉鸣。遇到有趣的人，相约美食与出行。成为有

梦的人，不负岁月蹉跎，步步登高落定。

湖光塔影，燕园四季，初心不移，少年可期！祝

愿大家在环境学院有所思，有所为，有所成！

书记助理寄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燕园是一片崭新的天

地，它将以宽容的胸怀容纳你所有灵动的思维火花。

然而未来并非一帆风顺，愿各位师弟师妹谨记北大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不负燕园韶

华。

刘牧时
2018 级硕士生

团委常务副书记

毋泽鹏
2018 级硕士生

团委副书记

姚　媛
2017 级博士生

团委副书记

崔嘉楠
2016 级博士生

团委副书记

马若绮
2017 级硕士生

团委副书记

李溪智
2018 级硕士生

书记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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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燕园，在这里，发现新的自己，未来可

期！

志坚者，功名之柱也。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

臻乎峻岭。愿每一位新同学都能在这片天地找寻到自

己的追索，不负青春少年。

青年志愿者协会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以下简称环院青协）成立于 2007 年，上承中国青

年志愿者协会，隶属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团委，是环境学院规模最大的学生组织。协会成员包

含本硕博三类青年学生，几乎每一个本科新生在入学

后都会选择加入青协。协会以奉献爱心、志愿服务、

提升自我为宗旨，“在公益中推进环保，在环保中践

行公益”，曾于 2013 年荣获“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

学生社会公益奖”铜奖。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我

校视察工作时，对环院青协的九龙湾社区共建项目给

予了充分肯定。2016年，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获评“志愿服务优秀组织单位”。2016年，

协会主办的“河北雾灵山留守儿童帮扶系列活动”获

评荣获“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金奖”。

环院青协以“爱心”、“环保”为主线，打造了

“雾灵山留守儿童牵手”活动、“学长的火炬——旧

书传承活动”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九月：“学长的火炬”旧书传承活动，通过传递

旧书传承循环节约的理念；

十月：“雾灵山留守儿童牵手”活动，为留守儿

童送去温暖，与孩子们一同成长；

十一月：防雾霾宣传活动，为公众讲解如何在雾

霾天更好的保护自己；

十二月：北大青协嘉年华，展示青协成果，并为

留守儿童爱心图书馆的扩建筹集资金。

春季学期：“走出象牙塔，共建校社情”活动，

青协与燕北园社区以及海淀图书馆社区分馆建立了合

作，为社区居民带去了绿色的问候。

主要活动

河北雾灵山留守儿童牵手活动

雾灵山留守儿童牵手活动发起于 2011 年，至今

已有 8年历史。服务对象为河北雾灵山实验学校的留

守儿童，活动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每年的 10 月份，环院青协的志愿

者团队会带着学院老师的捐款、书籍去往留守儿童学

校，为孩子们送去关爱与温暖。志愿者们会以游戏的

罗文焜
2017 级本科生

书记助理

周厚华
2017 级本科生

书记助理

河北雾灵山留守儿童牵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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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对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教育，培养孩子们阳光开

朗的性格，鼓励孩子们树立目标、寻找理想；此外，

活动中还会对孩子们进行环保知识普及，包括日常节

能、垃圾分类、常见危险污染物认知以及环境维权等

内容。

活动第二部分是每年的 6月份，留守儿童将会前

往北京大学，领略燕园秀丽的风景，感受北大自由的

氛围，激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

此外，志愿者还将与留守儿童保持密切的联系，

通过“温暖衣冬”衣物捐赠活动、“你来我往”和留

守儿童书信交流活动、“书山有路”为留守儿童建立

流动图书馆活动等活动，与留守儿童保持联系。

“学长的火炬”校园旧书循环活动

该活动发起于 2013 年，起初由“绿色空间·校

际联盟”组织协助开展，自 2015 年起，活动由环院

青协主办。活动旨在充分利用校园内旧书资源，提高

书籍利用率，减少浪费，号召大家投身到低碳型、节

约型社会的建设中，使低碳、节约、环保的理念深入

人心，让环保口号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

每年春季学期，青协志愿者将会在燕园校区宿舍

楼内放置纸箱，向全校学生回收旧书；每年的秋季学

期初，环院青协会将收集的旧书免费发放，师生只需

填写一份“捐赠承诺书”，承诺来年的六月，将不需

要的书籍再无偿捐献给环院青协，即可免费挑选 5本

书籍。

该活动每年参与人数众多，广受师生好评，2015

年共计 295人参与活动，收到书籍一千余本，送出书

籍 1180余册。2016年收到的书籍两千余本，活动规

模可见一斑。

其他活动

• “走出象牙塔，共建校社情”——燕北园社区共

建活动、海淀图书馆社区分馆书籍整理活动；

• “雾是家乡厚，霾是北京纯”——防雾霾宣传活

动；

• “擦亮心灵之窗，展望绿意未来”——雷锋月爱

眼护眼宣传活动；

• “一方展台，尽显风采”——青协嘉年华活动。

曾获成就

• 2013年，环院青协凭借品牌项目“河北雾灵山留

守儿童牵手活动”荣获“2013阿克苏诺贝尔中国

大学生社会公益奖”铜奖。

• 2014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北京大学，

在视察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作时，对环院青协

与北京市九龙湾社区的共建项目给予了充分肯

定。

• 2014年，协会品牌项目“河北雾灵山留守儿童牵

手活动”再次荣获“北京大学 2014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称号。

• 2014年，协会的“防雾霾宣传活动”入选“绿色

空间·校际联盟”组织的“十佳环保活动”，获

得 1000元活动资金。 2016年，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获评“志愿服务优秀组织单

位”。

• 2016年，协会主办的“河北雾灵山留守儿童帮扶

系列活动”获评荣获“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金

奖”。

• 2016年，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获

评“志愿服务优秀组织单位”。

• 2016年，协会主办的“河北雾灵山留守儿童帮扶

系列活动”获评荣获“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金

奖”。

秘书长寄语

不忘初心，不惧未来！

董志金
2018 级本科生

青协秘书长

丁　茜
2018 级本科生

青协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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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宣传部
宣传部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对学院现有公

众号、微博、BBS 版块、各类杂志院刊等新闻媒介

等进行梳理，成功建立并运营学院团委微信公众号

（PKU 团聚环科人）。

主要活动

新媒体中心

新媒体中心主要职能为新闻媒介的管理与运营。

负责学院现有微信公众号、微博、各类社团、杂志

等基本信息统计（发布内容、用户数、发帖频率、现

负责人、联系方式等），并运行学院统一微信公众号

（PKU 团聚环科人），发布学院学工相关信息。其

次，新媒体中心也将组建专门的新闻写作团队。负责

学院所有学生活动的新闻通讯稿的写作，审核，发

布。

院刊编辑

院刊编辑中心主要职能分为两块，第一是负责学

工周报的编辑（电子版编辑和纸质版印刷），整合时

间段内学院学工新闻，定期向学院发布。第二是院刊

编辑工作，主要负责学院刊物《环境经纬》的编辑和

发布，为学院师生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沟通交流平

台。

部长寄语

首先祝贺大家来到燕园，来到环院大家庭。在燕

园，你将探索无限可能，请不忘初心，勇往直前！如

果你对传播感兴趣，如果你爱与人和文字打交道，欢

迎加入团委宣传部，这个学年我们一起燥起来！

新的起点，新的征途，希望大家能够在园子里发

现更好的自己。欢迎加入团委宣传部，福利多多哦。

组织部
组织部是每一个团组织必不可少的重要结构部

门。组织部担负着连接各级团组织与团组织建设等重

任。

主要活动

基本团务工作

完成校团委部署的团籍管理、团费收缴、团员和

团组织情况信息统计等基础性团务工作。

资料档案整理工作

协助学工办完成院友录的信息收集整理与更新工

作；收集整理团委及其他学工部门的活动资料与档

案。

团组织建设工作

协助团委书记统计各部门工作计划进程，制作学

工部门统一时间表；组织策划团队建设与素质拓展活

动；联络安排各部门参加例会，在各部门、各级团组

织间收发通知与回执；协助团委书记制定完善迎新换

届等部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思想引领工作

“思想引领”与“成才服务”是团委工作的两个

核心，组织部将于年末汇编资料新颖、内容丰富的

《团委学生骨干先进性学习资料》，体现团委的思想

引领作用。

团委外延工作

依托组织部于团委各部门以及各级团组织之间便

利的联络条件，将承担团委外延工作中的相应部分。

赵　柳
2018 级硕士生

宣传部部长

刘　潞
2018 级本科生

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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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寄语

祝你们在园子里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做一个勇

于奉献、敢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欢迎来到环院，成为环院的一份子。“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希望你们追求真理的

灵魂能在这片自由的校园找到人生的意义，活出最好

最真实的自己。

团校
团校为本科生团学骨干的成长提供了平台，我院

团校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工学院合办并组成“信息

与工程科学部联合团校”，针对团学骨干、学生干部

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培训。在联合团校

中，你可以结识到其他学院的好友，与他们碰撞思

想，擦出灵感的火花。

主要活动

院系交流

与信科、工院的小伙伴一起参加素质拓展、主题

参观等有趣的活动，在过程中拓宽交际圈，加强交

流，充分发挥三院特色，实现合作共赢。

能力培养

这里有公文写作培训、电脑维修培训等多种培训

活动，为学生骨干搭建交流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自

2018年开始，我院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各部门组

织的培训也会纳入团校课程体系，将为大家提供更丰

富的资源。

实践活动

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个开展调研活动的平台，选定

一个感兴趣的主题，对其展开调查研究并得出最终报

告，为维护美丽燕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联合团校素质拓展活动

秘书长寄语

又是一轮绚丽的朝阳，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很

高兴能够看到作为优秀共青团员的你们走进环院。学

无止境，希望你们能够在团校各项活动的参与中得到

进一步的锤炼，获得更多知识与技能，成为环院团委

乃至校团委中的领军人才。

秘书处
秘书处是团委的综合办事机构，主管党务党建、

胡　晴
2018 级硕士生

组织部部长

肖逸龙
2018 级本科生

组织部部长

石家豪
2018 级本科生

团校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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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秘、内务、组织协调等工作，直接受中心组的领

导，并对其负责。

主要活动

• 负责学院党务党建工作，协助支部开展共建活

动，协助组织党校培训、党员发展事务。

• 负责日常团委干部的会议安排、会议签到与记

录， 协调团委各部门工作。

• 对团委各项活动计划、总结及其它文件资料进行

搜集，整理和编辑。

• 组织、参与团委大型活动的策划，负责各项活动

的经费管理，主管团委财物，保证其合理使用。

• 负责和学生助理进行沟通交流，协调学生助理工

作

秘书长寄语

欢迎大家进入环院，开启新的人生阶段。愿大家

始终不悔过往，不惧将来，闲听燕园花开叶落，时光

穿梭，但求历练与真知，不负岁月。

实践部
实践部是团委负责学生课外学术科研活动和社会

实践活动的部门。通过“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等

课外学术科研活动，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推动学生

课外科研，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

主要活动

创业

举办北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是青年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团队协作精神的良好平台。

实践

组织学生对本专业相关领域相关的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或专业相关的工程项目、设施的参访活动。

每年度的假期社会实践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规模庞大。今年首次在环境综合实习课中添加进

了社会实践活动，更加丰富了实践活动的内容。给学

生提供了走出校园、了解社会的机会，在实践中实现

价值、提升自我、创造未来。

每年度的假期社会实践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规模庞大。给学生提供了走出校园、了解

社会的机会，在实践中实现“受教育、长才干、做贡

献”。

部长寄语

把辛勤的耕作当做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

指望，也依旧心平气和的耕耘。

程　杭
2018 级硕士生

秘书处秘书长

徐茂冲
2017 级本科生

秘书处秘书长

李　萌
2017 级硕士生

实践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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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赴浙江省嘉兴市实践调研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外亦有颜如玉。祝愿大家在

实践中发现真理、认识世界、明确方向、提升自我，

于书外感悟另一番新天地。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学术科创部
学术科创部是一个致力于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同学提供一切与学业、学术和科研有关的力所能及

的帮助与支持的部门。部门的主要工作包括举办北大

“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竞赛系列赛事，组织

课外学业辅导活动和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与机会等。

主要活动

科研创新

举办北大“挑战杯”系列赛事，鼓励同学们追求

真知、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全面发展，以繁荣学院

的学术科创文化为初心，为培养敏于求知、敢于创新

的新型人才做贡献。

学业辅导

与北京大学学生发展支持项目组的朋辈辅导部合

作，为同学们提供在课余学业辅导和考试周复习答

疑方面的有效帮助，包括梳理知识体系、解答疑难问

题、指导学习方法和督促学习效率等方方面面。希望

能够为大家减轻学习压力，激发学习兴趣，构建良好

学习氛围。（参见第 61 页）

学术交流

积极开展朋辈分享交流座谈会、学术科研竞赛、

特邀教授讲座及学校开设的主题丰富的其他等讲座

等，为丰富和活跃学院的学术科创氛围、培养“厚基

础、宽口径、重能力、有特色”的创新型优秀人才做

贡献。

部长寄语

首先祝贺学弟学妹们成功开启北大新征程，希望

大家在接下来的北大生活里，即使很难做到不留遗

憾，也能总是保持前进的热忱，努力成为更好的自

己。最后欢迎大家加入学术科创部，与全体环院同学

一起共同进步，祝一切顺利！

杨宇龙
2018 级本科生

实践部部长

张淑婕
2018 级本科生

学术科创部部长

学生活动 29



新生定向赛活动

学生会

微信公众号：PKU-CESE-SU（pkucesesu）

总体工作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会是在院党委

的领导和团委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学生组

织，并在学院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同学的拥戴

爱护中茁壮成长。学生会由协调管理的主席团及宣传

部、文艺部、学术部、体育部、生活部、外联部、秘

书处 7个具体负责部门组成。

一方面，学生会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素

质拓展活动，丰富同学生活、并为学业课业提供便

利；另一方面，学生会为学生和老师搭建沟通交流平

台，凝聚环院人的向心力和集体智慧，促进同学共同

成长。学生工作是大学期间重要的综合能力、素质素

养拓展平台，学生会是本科生学生工作的主要组织者

和承担者，加入学生会，意味着挑战、历练和担当。

主要活动

“爱乐传习”文艺汇演

每年秋季学期 12 月 9 日，学校将举办“一二·

九”合唱比赛，纪念抗日救亡运动，展现各院风采。

10月至 12月，学生会将邀请老师，组织同学训练、

学习，为合唱比赛提供保障。作为大学期间少有的全

年级同学为同一个目标奋斗的机会，其漫长艰苦的准

备和最后的精彩亮相是每届北大人无法抹去的珍贵回

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多年与历史学系联队，一次

次的准备培养了同学间、院系间深厚的友谊，经历之

后再回首，你会发现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感动。

环院文化节

每年春季学期，学生会将举办环院文化节这一大

型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向全校师生宣传学院文化，倡

导环境保护。往年学生会组织了户外实验室、趣味答

题、以物易物、绿色出行、PM2.5 亲测等外场活动和

多场环保特色讲座，帮助同学发现近在身边的绿色

生活，在活动中体验环保特色。环院文化节是全校同

学关于环保的一次盛典，今年的环保 idea，等你来规

划。

常代表
常代表的职责包括：

• 解释北京大学学生会章程，监督其执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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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召开学代会的年份选举执委会主席、副主

席，在执委会主席、副主席空缺时进行补选。

• 根据执委会主席团提议，决定委会各部（室）负

责人的任免，接受执委会成员的辞职。

• 审议和批准执委会每学期工作计划、工作总结，

审查经费使用情况：监督检査执委会主席团工

作，有权对主席团成员提出质询，被质询者必须

予以答复；每学期对执委会主席团成员投信任

票，作为对其工作评价的依据。

• 罢免常代会会长团成员和执委会主席团成员。

• 听取、收集对学生会工作和学校有关部门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并于两周内予以答复。

• 在换届选举前，提交需由大会审议的各种文件、

各项办法和有关委员会的组成名单。

• 领导院系常代会。

• 遇有特殊问题，主持调査工作。

• 参加学生代表大会，在必要时参加临时学生代表

大会。

• 决定学生会的重大事项，行使学代会赋予的其他

职权。

常代表寄语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贫随富且

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希望大家的大学生活都能生龙活虎，笃定地行走

在自己的朝圣之路上。

主席团

分工

• 主席：吴凯。统筹安排环院学生会工作开展，恪

守环院团学工作纪律；明确学生会各部门职责，

做好协调工作；积极进行跨学院交流学生会工

作经验活动，保证学生会的先进性；开展学生活

动，要把知识性和思想性融入活动中，作为学习

的一种方式，起到促进同学们学习进步的作用！

• 副主席：马丁。分管外联部、秘书处工作开展。

主要负责与学院老师及学生会主席对接工作，明

确责任分工，抓好分管部门的工作，指导和监督

分管部门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情况，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 副主席：刘能胜。分管体育部、学术部工作开

展。主要负责与学院老师及学生会主席对接工

作，做好分管部门的工作，对该部门主办的活动

进行具体指导与监督。协调所分管部门的工作，

督促部长做到自己的职责。

• 副主席：张祥伟。分管宣传部、文艺部、生活部

工作开展。主要负责与学院老师及学生会主席对

接工作，指定三部门整体工作计划，把控工作关

键环节，并对工作进展进行全程跟踪，保证三部

门能够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主席团寄语

大学生活总是从迷茫到坚定的过程，初入燕园我

们对专业知识知之甚少，还不曾结识天南海北的朋

友，甚至难以适应远离父母的独立生活；但走时我们

已怀揣知识与梦想，这里也成为我们难以割舍的第二

个家，我们在这里学习知识、汲取营养、提升能力。

大学是能够让人迅速成长的，学会平衡学习、工作、

生活的各个方面，才能够在大学里找到属于自己未来

的目标和方向，才能够有足够的动力勇往直前。

袁沁妮
2016 级本科生

常代表

吴　凯
2017 级本科生

学生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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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燕园的你们，想必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形

形色色的社团，各种各样的部门与活动，有趣的课程

……希望你们在这一年里能够多多尝试、多多探索，

发现自己的“心之所向”，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够用心

对待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愿你们能在这一年里收获快

乐，收获温馨，收获珍贵的回忆。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从初入燕园到成为即将大四毕业的大三学长，恍

然间已经在北大的校园内待了 2 年。这期间自己犯过

错，遭遇过课程压力，也遇到了很多巨大的挑战；但

是回过头来也能发现“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总

的来说，自己也在不断的成长和进步，不断地摸索自

己想要成长的方向。

对于即将进入燕园的学弟学妹们，想送给他们的

一句话是：努力做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和自己相

比较，那么终有一天会得到自己人生的满足感。而对

于在园子里结识的老朋友们，则希望大家学习工作生

活顺利！

大学生活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半，在这短短的

两年间，我在环院学生会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人，一起

参加各种千奇百怪的活动。新的一个学年又要到来，

希望大家加入学生会，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在这里收

获大学期间最难忘的回忆。（另：欢迎加入学生会宣

传部）（另另：给自己打个广告，Google 一下“Xzonn

的小站”，你会收获许多有用的学习资料的）

宣传部
宣传部是学生会中的宣传主力，全院的所有活动

几乎都有宣传部的身影。新生身上的院衫、各场晚会

时的宣传品和视频、“一二·九”合唱时的排练手记

和视频、学院的特色纪念品、品牌活动——“环影”

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各类活动的摄影……这些都离不

开宣传部的工作。在宣传主业之外，宣传部安排的相

马　丁
2017 级本科生

学生会副主席

刘能胜
2017 级本科生

学生会副主席

张祥伟
2017 级本科生

学生会副主席

“一二·九”合唱排练

32 环院直通车



关专业软件的培训也受到了全院同学的欢迎。目前，

在宣传方面，学生会基本形成了“各部均有基础宣传

能力，宣传部负责综合指导”的局面。

主要活动

宣传技能培训

宣传部分阶段、分时期地安排了数次专业软件

（Photoshop、Premiere、Aegisub 等）培训、网络

技术培训、摄影相关引导培训等，结合工作安排为部

员和全院同学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技能、相互交流学习

的平台。每次培训大家都收获颇丰，满载而归。

学院大型活动宣传品的制作

每次学院大型活动前期，宣传部部长和部员们就

要紧锣密鼓地动作起来，负责包括海报、展板、节目

单等各类宣传品的制作。每次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设计

的东西成为实物分发到所有人的手中，那种自豪感可

是很难得的啊。

“环影”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面向全院征集优秀的摄影作品，让大家手机相机

里珍藏许久的好照片有了一个让所有人共同欣赏的

机会，其中优秀的作品可以制成明信片更久地珍藏下

去。征集过程大家积极踊跃，最后的作品也是令人眼

前一亮。

部长寄语

宣传部是个幸福的大家庭，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

胖胖胖，一起用制作海报、剪辑视频，一起设计专属

logo！摄影、PS、PR 等技能，你值得拥有！

宣传部是个和谐的大家庭，希望对制作视频、海

报等等工作有兴趣的你可以投入我部的怀抱。我们在

工（bān）作（zhuān）的同时交际情谊，在互助的

同时加深友谊。走进宣传部不需一丝疑虑，走出宣传

部留下的是成长和回忆。欢迎加入我们。

文艺部
文艺部的主要工作是准备、组织与开展院内的大

小文艺活动，如节日晚会、歌唱比赛等，旨在更好地

丰富本科生的课余生活，给大家发掘和展示文艺特长

的机会，为其发现除学术之外的快乐！

主要活动

迎新晚会

这是新生初入燕园的第一场晚会，面向全体新

生。迎新晚会给予每位新生上台展示才艺的机会，唱

歌、跳舞、小品、相声等各种节目形式不限，期间还

穿插有游戏和抽奖，新生参与度很高。初入燕园，愿

迎新晚会能为你接风洗尘，让你感受到环院大家庭的

温暖。

新年晚会

每到辞旧迎新之际，我院将举办最隆重的新年晚

会。新年晚会面向环院全体师生，甚至会请来神秘

嘉宾，看点多多，期待满满。当然，作为最隆重的晚

会，新年晚会的奖品也更加丰盛，期待所有人的参

与！

毕业晚会

一学年中的最后一次晚会，也是师兄师姐毕业前

的最后一次晚会。毕业晚会以送别师兄师姐为主题，

面向全体毕业生，当然也欢迎其他年级的学生送上精

彩的表演，为师兄师姐们留下难忘的感动的回忆。

陈　婷
2018 级本科生

宣传部部长

李正茂
2018 级本科生

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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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晚会抽奖现场

部长寄语

我在过去一年加过文艺部、宣传部等很多部门，

但最后还是选择接管文艺部。文艺部真的是一个很可

爱的家庭，大家一起准备美美的推送，一起享受策划

整个学院晚会的成就感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学弟学妹

们可能会有困惑或遇到困难，但学长学姐们一定会努

力帮大家一起克服的！（另提文艺部有神秘 buff，现

脱单率为 100%）

来文艺部：get 组织大型活动 hold 住全场的控

力，新媒体宣传推销技能，部长独家亲授撩妹脱单经

验，见证学长学姐唱跳 rap 不为人知的一面，走上人

生巅峰！

学术部
学术部秉承交融共通的理念，致力于营造融洽而

富有活力的学习、学术氛围，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本科生提供一系列学术科研方面的支持。

学术部将整理相关学习资料，开设学习指导讲

座，助力本科生的常规学习；提供高品质讲座信息、

学术创新大赛咨询，触摸科技学术前沿；举办实验安

全讲座，强化实验室安全意识；采访环院青年学者，

推送学院最新科研成果，拓宽师生交流渠道；科普环

境学科知识，实地深入参访调研，坚持“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

学术，是一种艺术。学术部，是一件艺术品。我

们是部员，也是匠人。这件艺术品，在等待你的雕

琢。

主要活动

环迹

我们会筛选本院师生的最新优秀研究成果，将学

术论文整理为易于阅读的推送，在院学生会官方公众

号上发布。通过“环迹”，学术部开拓了学术成果更

加普众的渠道，在自身学习消化的同时，把营养分享

给更广阔的人群。

环院学术路

学术部常常与学院的优秀教师展开互动，通过学

术采访的方式，收集老师的学术推荐和学习指南。同

时，也会邀请在老师组内开展研究工作的师兄师姐参

与相关活动。学术部希望通过采访，激发同学们对学

术科研的热情和与老师交流互动的积极性。

学习、学术讲座举办或推荐

学术部定期整理讲座信息并做出推荐，涵盖学校

开设的讲座、学院特邀教授讲座、学生分享交流讲

座、学术科研竞赛咨询等，意在为同学们提供更便捷

的信息渠道，做到学科素养的交叉和丰富，培养环境

人深邃而宽广的视野。

学习资料整理

学术部在期中、期末季整理主要基础课程和专业

课程的学习资料，也有一些推荐的辅导书目分享，旨

在为同学们的高效学习再加一把油。

万子超
2018 级本科生

文艺部部长

钟沛文
2018 级本科生

文艺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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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出国保研交流会现场

部长寄语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学术部，

从点滴小事起付出、积累，在长期锻炼中感悟、蜕

变，真正“由无字句处读书，同有肝胆人共事”。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学术部值得成为新的起

点，盼望你在云淡风轻中收获真情，在百炼千锤中收

获成长！

体育部
环院体育部主要负责筹划、组织学院内和校际的

与运动有关的活动，同时和其他部门有十分亲密的合

作。在体育部，你可以感受到北大杯、新生杯的热血

竞技，碧水蓝天杯、运动会的友好团结，新生定向、

夜间一小时的新奇趣味；在体育部，你不仅可以和运

动健将切磋技艺，还可以和其他部门帅气美丽的学长

学姐进行灵魂♂沟通。除此以外，本科生的体育锻炼

抵扣情况统计也在体育部的工作范围内。

主要活动

碧水蓝天杯

“碧水蓝天杯”系列体育联赛是环院自己的年度

大型体育赛事。无论你是学生还是老师，无论你是足

球小将、灌篮高手还是对乒乓球、羽毛球情有独钟，

你都可以在碧水蓝天杯的赛场上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

决，收获一份坚不可摧的友谊。

“地球一小时”夜间定向赛

夜间定向赛的举办是为了响应以保护环境、节约

资源为核心理念的“熄灯一小时”活动的号召，鼓励

大家走出寝室，放下电子设备而开展的一次校园活

动。该活动面向全校师生，你可以和其他院系的小伙

伴组队寻找校园内隐秘的“藏宝点”，也可以现场组

队邂逅神秘的 ta。此外，我们设置了许多 NPC，他

们有新颖的游戏形式，脑洞大开的通关任务，千奇百

怪的藏身地点，保证大家玩得开心。夜间定向赛已经

成功举办多年，逐渐沿袭成为环院的经典项目，越来

越多的人愿意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一起运动、游

戏、答题、增进感情。

部长寄语

希望大家能够在体育部野蛮体魄，强健精神！

希望大家在体育部能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找到

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上幸♂福生活。

林鹏昇
2018 级本科生

学术部部长

曹义彬
2018 级本科生

体育部部长

郁丁旸
2018 级本科生

体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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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部
生活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本科生在校内生活方便

的各种指导与帮助，帮助大家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生活部会在中秋节、男生节、女生节等节日举办活

动，为环院大家庭送温暖。另外，学生会微信公众号

由生活部管理。

主要活动

中秋节

独在异乡为异客？那和同学们一起制作冰皮月饼

可好。我们为你准备场地、原料、工具。月饼也不一

定是圆的，芥末也不是不能做馅儿。考虑到上次月饼

们的卖相，生活部正在考虑是否开展月饼评选活动，

转念一想，管他呢，快乐就好～

男生节

11月 12日被称之为男生节。在那个时候，“一

二·九”合唱也已排练约一月之久。我院会和历史学

系一起举办男生节活动。有许多有意思的项目，如寝

室全家福、心愿卡、祝福视频等。希望能让同学们感

受到环院大家庭的温暖。

女生节

有男生节怎么能没有女生节呢？3 月 7 日这一

天，大家可以聚在院楼，一起做做蛋糕聊聊天，分享

美食与快乐。往年还有过给男生们化妆的活动（呼吁

广大男同胞们来参加～），我们的老部长身先士卒，

留下不少美（hēi）照～去年风靡一时的女子力大测

试也是生活部的脑洞哦，题目可沙雕可走心，总之是

最能体现环院仙女们欢乐生活的～

女生节蛋糕 DIY 活动

部长寄语

燕园，环院，这是你们未来四年生活的地方。你

会选择怎样的生活呢？做一个沉迷学习的巨佬？还是

通宵打怪升级的肥宅？或是日啖荔枝三百只的极品吃

货？是文体两开花？还是唱跳 Rap 篮球？无论选择哪

种生活方式，just keep it real，做最真实的自己！

生活部，爱生活，我们一起做环院最会生活的小可

爱！

外联部
外联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门，在学生会的职能

主要是赞助支持、组织团购和联谊交流。外联部能够

建立与其他院系、其他学校的联系，让各个专业、不

同学校的大家有更多信息交流的机会，认识更多的小

伙伴。外联部一般通过组织留学讲座、线上为商家宣

传推广、线下贴海报等活动拉到资金，从而支持学生

会各活动的进行；同时，也可以去食品店为学院的晚

会拉到实物赞助～新生们开学的饮用水团购、电话卡

团购等也都由外联部组织。在外联部，你充当的不仅

仅是一个学生的角色，在与商家的交流、各协议的签

署中，你也扮演了半个商人的角色，在学术之外了解

到更多与人交涉的艺术。

主要活动

留学讲座

往年与各个留学公司合作举办的讲座是我们主要

的活动，一方面可以为学生会各项活动提供资金，同

时讲座也能够为同学们带来有关留学的信息和咨询渠

道。

团购

新生入学所需的电话卡、饮用水以及各种军训物

吉祥玉
2018 级本科生

生活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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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等都会由外联部组织团购，为同学们谋福利。

联谊

通过与其他学校、其他院系的合作为同学们带来

更多信息交流的机会。

部长寄语

初入燕园，你们一定会有很多好奇，希望在大一

这一年，社团、学生会能够带给你很多帮助，并且能

够得到很多锻炼。欢迎加入学生会外联部，认识更多

的小伙伴～

秘书处
秘书处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协助学生

会主席团处理学生会的日常事务，做好会议记录和资

料整理，以及各种信息的整理与传达；二是管理学生

会的财务与物资，并做好账目记录；三是举办一些有

趣的活动，如“环语”，“随机晚餐”等，使环院大

家庭更加温馨和睦。

此为秘书处的第六年，它期待着你们用新奇的创

意与真诚的付出将它装点得更加多彩。

主要活动

环语

“环语”是秘书处于学生会微信平台创办的一个

栏目，聚焦环院风采人物、热点事件。在过去的一年

里，秘书处的成员们或征集、或采访，将这个栏目办

得有声有色。节日祝福语的征集与推送体现了环院人

之间的浓浓温情；“一二·九”专访则带着大家一起

回顾集体活动的点点滴滴。这些线上的推荐与分享，

让环院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信息直通车

信息直通车是秘书处于微信公众号创办的一个栏

目，秘书处的同学每周收集整理下周的天气、活动通

知、讲座信息、电影剧目信息，以推送的形式传递给

大家，让大家的生活能更加便捷。

随机晚餐

随机晚餐是秘书处于 2015 年创办的一个面向全

体师生的活动，通过随机分组进行晚餐的形式为全院

师生提供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增进师生之间的了

解，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随机晚餐到目前为止已举

办多次，同学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大家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享受美食、畅所欲言。

随机晚餐

秘书长寄语

初入燕园的你们，恰逢心性正盛，正求年少有

为。社团、学生会、各项活动……在这第一年我希望

你们能不错过每一个机遇，不轻视每一次抉择。想一

想如果此时抹去各类“可能”，将来是否还有可能？

愿你们所想皆所遇，今年不须臾。

蒋徐琳
2018 级本科生

外联部部长

徐　妍
2018 级本科生

秘书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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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研究生会合影

研究生会

微信公众号：北大环院研会（pkucesegsu）

总体工作
北 京 大 学 环 境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研 究 生

会 （Graduate Un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是学院

全体在校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成长”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代表的是学院全体研

究生的权益和意见。学院研究生会积极拥护党的领

导，夯实爱国励志教育、弘扬求真力行品质，充分发

挥 “学生之家、师生之桥、干部之校”的作用，团结

研究生勤奋求学、扎实探索科学文化知识，助力生态

文明、筑梦碧水蓝天！

自 2007 年成立以来，环院研究生会在学院党委

的领导和团委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在参

与式校园管理、互动式学生维权、启发式学术交流、

专业化社会实践和多样化文体活动等方面，增进学院

研究生之间、研究生与学校之间以及研究生与社会之

间的交流沟通，丰富学院研究生校园文化生活。环院

研究生会由常代表、主席团和部长团组成，下设联络

部、学术部、就业部和文体部四个部门，并主管北京

高校环境联盟的外事对接和内事组织等工作。

常代表
常代表的职责主要围绕制度制定与完善、权益保

障、民主监督以及代表联络、提案整理落实与反馈开

展。在平时日常工作中，常代表会监督研会是否充分

发挥了服务同学之作用，是否保障了同学们学习生活

中的权益及利益，和大家共同完善研会章程制度，有

条不紊的落实研会工作，不负使命的履行研会职责。

常代表寄语

陈佳霖
2017 级硕士生

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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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入学就加入了环院研会的“老”学工，我

从研一的联络部干事在部门内发光发热、承担起北京

高校环境联盟的重启工作以及和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共

同策划、参与各项院内重大活动；再到研二作为研会

主席，承担着整个研会统筹、协调、运营策划的“总

指挥”任务，落实了各项优秀的制度纪律并首次修订

了工作手册、巩固我们的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完善

各部门的特色品牌活动、依托高校联盟平台继续推进

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的校际交流，并重启了北京高校

环境联盟模拟面试大赛这一对同学们就业有着极为丰

富的实践意义的活动。环院研会虽小，但这里是让每

一位成员得到系统性锻炼、全方位提升的综合舞台；

日常的工作虽然平凡，但一点一滴中积累的是难能可

贵的经历、汇聚的是于未来不可多得的机会与资讯。

主席团

分工

• 主席：刘牧时。统筹安排环院研究生会工作开

展，恪守环院团学工作纪律要求；以负责任的态

度完成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以讲情怀的方式弘

扬引领未来的青年使命；切实行动代表同学、全

心全意服务同学，让环院研究生会的每一位都成

为学院全体研究生最热心的知心人！

• 副主席：徐薇。分管学术部、文体部工作开展。

主要负责与学院老师及研会主席对接工作，制定

两部门整体工作计划，把控工作关键环节，并对

工作进展进行全程跟踪，保证两部门能够高质量

完成各项工作。

• 副主席：严宇。分管就业部、联络部工作开展。

主要负责与学院老师及研会主席对接工作，把握

就业部、联络部的工作方向和总体规划，了解具

体工作进展，井然有序地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 副主席：李名镜。主管北京高校环境联盟工作开

展，以微信公众号建设、线上信息交流群、学术

论坛、模拟面试大赛等多种形式推动联盟高校环

境相关院系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配合常代表对接校研会工作部署，畅通信

息传递渠道，促进活动顺利开展，积极融入校园

建设。

主席团寄语

“时间证实一切，因它改变一切。”衷心祝愿各

位同学燕园时光丰硕精彩、环院年华美好芬芳！诚挚

希望各位同学加入我们，志同道合、胸怀理想！让彼

此的青春篇章多一些精彩笔墨！

北大不仅是顶尖的知识学府，更是高尚的精神家

园。愿你们能享受在燕园学习的时光，成为更好的自

己。

惟有相思似春色，四季校园盼君来。你给北大注

入青春、活力和才华，北大给予你眼界、胸怀和担

当。

刘牧时
2018 级硕士生

主席

徐　薇
2017 级博士生

副主席

严　宇
2019 级博士生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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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有热爱之事，愿有赤诚之心。

联络部
联络部以强化内部建设和推进外部协作为核心宗

旨，对内负责研会的日常规范 ，为研究生会满足基础

工作需求；对外主掌研会的合作共建，依托北京高校

环境联盟平台，与其他高校互联共建，宣传环院良好

形象，强化环院特色品牌。

主要活动

牵头北京高校环境联盟相关工作开展

北京高校环境联盟以学以致用体现价值、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活动多样信息全面为目标，促进高校环

境专业学子间的交流合作，旨在建立一个可供联盟内

各高校环境专业的相关学生自主交流的线上平台。而

联络部负责牵头北京高校环境联盟相关工作开展，包

括组织例会，建立交流群，管理公众号，促进资源共

享。（参见第 44 页）

北京高校环境联盟例会

部长寄语

联络部是一个连接各个部门的枢纽，也是对外互

联的窗口，欢迎大家加入联络部，在这里你可以和同

学、老师、优秀的师兄师姐甚至外校优秀的小伙伴有

更多的交流机会～最后祝大家享受在燕园的生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燕园是一片崭新的天

地，它将以宽容的胸怀容纳你所有灵动的思维火花。

欢迎大家在加入联络部的大家庭，和更多志同道合的

小伙伴交流思想，共同进步，不负燕园韶华。

学术部
学术部提供了一个能够锻炼和展示学术能力及水

平的良好平台。学术部的日常工作主要为举办杏坛讲

学活动与经验交流分享会（线下），定期推送学术讲

座信息与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等各类活动（线上），

旨在营造学术氛围，提高同学们文献检索及管理、科

技论文写作等学术研究能力，增强大家的实验室安全

意识与操作规范性，培养有道德、有情操的学术人。

学，以致用；术，有专攻。态度严谨， 我们是学术

人；事事躬行，我们是实践者。学术部旨在通过学术

李名镜
2018 级硕士生

副主席
陈冰雅
2018 级硕士生

联络部部长

李溪智
2018 级硕士生

联络部部长

40 环院直通车



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与大家携手共创环院良好的学术

氛围。

主要活动

杏坛讲学

博士生学术报告会微信推送

杏坛讲学活动

部长寄语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志存高远，心贵平常。

就业部
就业部以关注就业与职业发展，增强就业意识，

培养就业能力，规划就业方向，促进学生就业为宗

旨，部门将从打造环院精品就业名片的目标出发，定

期开展学生生涯规划与发展指导系列讲座和模拟面

试大赛等活动，全面致力于增强我院学生就业能力，

同时加强我院与学校其他学院之间的就业联系，形成

更好的跨专业跨学院的就业形势。就业部旨在为同学

们提供最新的就业信息及动向，专业的就业指导和培

训，以及与企业 HR 和优质院友零距离接触、优先获

得培训和实习的机会，是同学们连接社会和了解社会

的窗口，为同学们未来就业打造夯实的基础。

主要活动

学生生涯规划与发展指导系列讲座（公务员和基层专

场、事业单位和高校行政专场、国际组织专场、基础

教育专场等）

模拟面试大赛

学生生涯规划与发展指导系列讲座

部长寄语

欢迎加入环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愿你们乘风破

浪，享受青春，追逐梦想，收获美好！

潘炎鼎
2018 级硕士生

学术部部长

杨善卿
2018 级博士生

学术部部长

徐艺婵
2018 级硕士生

就业部部长

学生活动 41



欢迎加入环院大家庭揭开新的旅程。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风景，愿大家找到自己的精彩。

文体部
文体部是主要负责学院文艺活动和体育赛事的部

门，旨在更好地丰富研究生的课余生活，充分发挥挖

掘研究生的文体特长，助其发现学术之外的另一种快

乐。对外，负责组织人员代表学院参加学校各项文体

活动；对内，负责全院研究生文体活动及协助研会内

部建设等。

主要活动

“碧水蓝天杯”赛事

“硕博杯”赛事

迎新晚会、新年晚会、毕业晚会

部长寄语

大众体育，全民文艺！热爱文体活动的小伙伴们

快来加入我们吧！

张贻婷
2018 级硕士生

就业部部长

郭佳宝
2019 级博士生

文体部部长

姜玫婕
2018 级硕士生

文体部部长

“碧水蓝天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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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合影

学生社团

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

微信公众号：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pkuioepp）

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是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

委、学院张世秋老师的指导下，于 2009 年成立的，

是一支主要由环境类专业研究生组成的学术科创类

社团，也是一个学术咨询团队，其创始人是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毕业生王强。社团通过申请、承接公益项

目，致力于对环境政策的调研、咨询以及环保行动的

实施。

在过去几年中，社团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

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壳牌（中国）和地

方政府部门等多家单位委托／资助成功完成了数个项

目，既有国家层面的千名环境友好使者行动推广，也

有具体到城镇和乡村的公平贸易推广、农村能源消费

转型研究，通过运行公益项目，致力于环境政策的调

研、咨询和环保行动的实施，在提升社团成员自身素

养和眼界的同时服务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

2018-2019学年，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在原有基

础上扩大了社团规模，专注组织成员素质的提升与社

会调研，组织社团骨干进行了社会实践经验分享学

习，成果丰硕。

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获荣誉

负责人寄语

未名博雅，家国天下；在燕园的旅程不仅有湖光

塔影，书声朗朗的学术交流，还有兼容并包、恣意畅

达的思想碰撞，欢迎大家加入“环境公共政策研究

社”。二十年后，许你一个碧水蓝天。

马若绮
2017 级硕士生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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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者，引以为其类”，以思想自由，兼

容并包为基，以全球视野探究中国环境之路，北京大

学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欢迎各位同志者一起探究绿色

未来。

加入环院大家庭，意味着你们将和一群志同道合

的友人、师长一起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做出贡献，

祝愿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上能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收获未来四年的美好记忆。

北京高校环境联盟

微信公众号：高校环境联盟（bjgxhjlm）

北京高校环境联盟（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liance of Universities, Beijing，简称 EPAU）是由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会于 2009年发

起，联合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相关院系的研究生

会组成的交流平台和团体组织，目的是加强环境保护

领域的相互间合作和发展。

联盟的性质是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

互利、相互促进、整体提升目的而由北京市行政区域

内的部分高校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非法人的大

学联合体。联盟的宗旨是本着自愿、平等、合作、发

展的原则，在联盟成员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互惠、

互利的合作关系，充分整合和利用联盟成员学校的特

色和优势资源，开展互补性合作，齐心协力推动环境

保护理念在各联盟成员中更好地普及，进而带动北京

地区乃至全国环保事业的发展。联盟经历了 10年的

成长，在引领北京高校环境专业学子思想潮流、服务

六校环境领域学子的学业就业生活等方面取得一定成

就。联盟以“环聚环境人的力量”为口号，对内致力

于为北京高校环境专业学生搭建沟通与活动平台，对

外以“未来环境人”的身份共同发声以助力社会推动

环境保护的理念和行动。同时，联盟鼓励成员学校之

间开展多种方式的合作，联盟部分成员学校之间可以

签订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

2014年 10月末正式成立北京高校环境联盟微信

公众平台，旨在整合六大高校环境类的学术、就业、

生活等信息，让在京的环境类专业同学能跨越校界，

及时获得想要的信息，其中，学术板块和就业信息板

块每次推送 1到 2次，深获同学喜爱。

模拟面试大赛现场

李溪智
2018 级硕士生

理事长

杨宇龙
2018 级本科生

团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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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队赛前动员

运动队

羽毛球队

环院羽毛球队是一个活跃自由的球队。无论你的

羽毛球技术如何，只要你对羽毛球感兴趣，想要尝试

这项运动，羽毛球队的大门就永远向你敞开着。

加入羽毛球队，没有众多比赛任务需要应付。球

队更多是为你提供一个约球的平台，让你在大学生活

中，有一群兴趣相投的伙伴可以一起锻炼身体、共度

课余时光。除此以外，在球队中，你也能结识很多亲

密的伙伴，拓展自己的社交圈。最后，真心希望我们

能够通过羽毛球运动，强健我们的体魄，增进彼此的

了解，收获宝贵的友谊。

欢迎加入这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男女比非常均

衡（敲重点）！

羽毛球队队员合影

乒乓球队

乒乓球是旋转的艺术，优雅的弧线和激变的节奏

是它最迷人的特征。赛场上，变幻莫测的回球线路，

精准从容的肌肉控制，目不暇接的攻防转换让人酣畅

淋漓。相比于其他球类运动，乒乓球更像是一场自我

修行，只需两三好友，相约邱德拔，共同挥洒汗水，

聂齐越
2018 级本科生

羽毛球队领队

陈梓正
2018 级硕士生

乒乓球队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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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破自我的同时更能收获友谊。球队曾取得过辉

煌的战绩，前年北大杯夺冠、新生杯双打亚军；也曾

在去年新生杯比赛中的欢声笑语里打出 GG。球队有

活动，有成绩，有大腿，有萌新（比如领队），有欢

乐，有汗水。我们所差的，就只有可爱的你了！

乒乓球队员合影

足球队

在大学，找到自己归属的团体是非常重要的。环

院足球队是一群热爱足球的伙伴所组成的大家庭，不

论你是：球迷型球员、篮球足球员、田径足球员、实

况足球员、云球员还是五四老大爷，你都能在这里找

到你的归属。不论你的足球技巧是否精湛，你都能在

环院足球队提升自我。

我们尽力拼搏每一次比赛，胜利了一同庆祝，失

利了从不苛责。我们享受足球的乐趣，自由参加各种

足球活动：除了顶尖对决的新生杯、北大杯，每周都

有欢乐的五四野球班车，也组织碧水蓝天杯年级对抗

赛和运动会射门大赛，总有一款适合你，如果你是球

迷型球员，欧冠决赛拉你上车。我们乐于传授技巧，

起初空门不进、禁区冒顶、停球十米的小白，到现在

都能脱衣庆祝。

环院足球人才辈出，我们能为你提供各种帮助。

我们与社会学系组成亲密无间的环社联队，他们都将

成为你的朋友。在这里你无需搬砖，你们有靠谱的社

系球队经理和我。

最后，欢迎大家加入环院足球队，You'll never

walk alone!

足球队队员合影

男篮

环院男篮是一支团结的、有竞争力的队伍。在环

院男篮，我们可以和同学们学长们一起训练，一起比

赛，也可以在一次次活动中认识许多其他院的小伙伴

（男女皆有）。欢迎加入环院男篮！

男篮队员合影

邱晨浩
2016 级本科生

足球队领队

曹义彬
2018 级本科生

男篮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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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篮

环院女篮是一支场上顽强团结，场下气氛轻松活

跃的队伍。在优秀的教练和学姐的带领下，环院女篮

曾与心理与认知学院组成心环联队参加“北大杯”夺

得亚军。新一届的学妹们，有基础的欢迎继续打球，

我们需要你们的力量；暂时没有接触的更欢迎你们感

受篮球挑战自我，我们有零基础指导训练和日常针对

训练，更有新生杯锻炼新生能力，欢迎加入。

男排

环院男排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友爱的大集体：我们

的训练轻松惬意（和女排一起训练才是真正目的），

我们的比赛友谊第一（能赢一局就是胜利）。无论你

是不是排球球迷，无论你是否参与过排球运动，环院

男排永远欢迎你。即使你是排球小白，也不必担心自

己的球技，只要你加入环院男排，只要你乐意，这里

的学长就会耐心教你。

女排

环院女排是一支由实力与颜值并济的学姐和努力

与活力兼具的萌新组成的队伍。在五四排球场上，

新老队员们共同训练，一起迎战“新生杯”；“北大

杯”上，学姐们各显神通，与其他院系比拼技艺；环

院“碧水蓝天杯”中，女排队员们巾帼不让须眉。”

在这里，你将结识到许多学姐（男排偶尔也会一起训

练哦～），不仅能得到技术上的进步，也能从学姐们

身上学到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学姐们都是很优秀的

哦～）。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们的加入！

王奕璠
2016 级本科生

女篮领队

周方升
2016 级本科生

男排领队

池素贞
2017 级本科生

女排领队

排球队赛后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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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校内美食

开餐时间表 11

食堂名称 早餐开餐时间 午餐开餐时间 晚餐开餐时间

学一食堂

食堂 6:50 - 8:30

11:00 - 13:30

17:00 - 18:3011:00 - 12:30

（六、日、节）

临时售饭亭

（学一）
7:00 - 13:30 16:30 - 22:30

临时售饭亭

（37 楼）
10:30 - 13:30 16:30 - 22:30

休闲餐厅 11:00 - 21:30

艺园食堂

食堂 6:30 - 8:30

10:30 - 13:30

16:30 - 18:4010:30 - 12:40

（六、日、节）

二层 无 11:00 - 14:00

17:00 - 21:00

18:30 - 00:30

（夜宵）

临时售饭亭 7:00 - 13:30 16:30 - 23:30

艺园主食售饭亭 11:00 - 12:00 17:00 - 18:00

学五食堂

中式快餐 10:00 - 21:30

西式快餐 7:00 - 21:30

桂林米粉 7:00 - 21:30

二层快餐 7:00 - 21:30

面食部 7:00 - 21:30

燕南美食 食堂 7:00 - 8:30
11:00 - 13:30

17:00 - 19:00
11:00 - 13:00

1.1. 参考资料：餐饮中心. 食堂开餐时间表 [EB/OL]. (2016-09-01) [2019-07-10].参考资料：餐饮中心. 食堂开餐时间表 [EB/OL]. (2016-09-01) [2019-07-10]. https://cyzx.pku.edu.cn/fwzn/cyzxstkcsjb/index.htmhttps://cyzx.pku.edu.cn/fwzn/cyzxstkcsjb/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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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名称 早餐开餐时间 午餐开餐时间 晚餐开餐时间

（六、日、节）

地下餐厅 无 11:00 - 13:30 17:00 - 19:00

泊星地 7:00 - 24:00

勺园食堂

一层 6:45 - 8:30

11:00 - 13:30

17:00 - 19:0011:00 - 13:00

（六、日、节）

二层 无

11:00 - 13:30

17:00 - 19:0011:00 - 13:00

（六、日、节）

教师餐厅 无

11:00 - 13:30

17:00 - 19:0011:00 - 13:00

（六、日、节）

最美时光咖啡厅 9:00 - 22:00

松林餐厅 6:30 - 14:00 16:00 - 21:30

农园食堂

一层 无

11:00 - 13:30

17:00 - 19:0011:00 - 13:00

（六、日、节）

二层 7:00 - 8:30 11:00 - 13:00 17:00 - 19:00

三层 无 11:00 - 14:00 17:00 - 21:00

西侧主食售饭亭 7:00 - 9:30 7:30 - 13:00 17:00 - 18:30

畅春园

一层 6:50 - 8:30 11:00 - 13:30 17:00 - 19:00

二层 无 11:00 - 13:00 17:00 - 19:00

三层 无 11:00 - 14:00 17:00 - 21:00

佟园食堂 清真食堂 7:00 - 8:30 11:00 - 13:00
17:00 - 19:00

18:00 - 22:00 (夜宵）

中关园食堂 7:00 - 8:30

11:00 - 13:30

17:00 - 19:0011:00 - 13:00

（六、日、节）

食堂特色

学一食堂

• 特点：

◦ 价格便宜实惠。

◦ 离宿舍近。

◦ 种类齐全，以家常菜为主。

◦ 小灶和早餐不错。

• 推荐菜品：

◦ 早餐：手抓饼、素包子。

◦ 正餐：冬菜包、涮羊肉。

◦ 小灶：铁板烧、小龙虾。

艺园食堂

• 特点：

◦ 味道一般，菜量足、实惠。

◦ 菜品齐全，以家常菜小炒为主。

◦ 可刷太阳卡，许多校外人士用餐。

◦ 艺园二层为点菜式餐厅，也是校内烤串和夜宵

的好去处。

• 推荐菜品：南瓜汁、双味龙利鱼、凉面。

学五食堂

• 特点：

◦ 价格适中。

◦ 有中餐西餐两种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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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食堂自己榨的果汁。

• 推荐菜品：鸡腿饭（北大四大时尚之一、实惠好

吃）、焦叶烤鱼、西米露、焦糖布丁、双皮奶。

燕南美食

• 特点：

◦ 早餐品种繁多，油条、豆腐脑、疙瘩汤、煎饼

等。

◦ 一层的菜式很多，各个窗口涵盖了各地美食，

价格适中。

◦ 午餐时间人流量非常大！经常需要站着吃饭。

◦ 一层点菜，二层主要是座位，食堂外的小空地

也有加凳，还有小而精致的地下餐厅。

◦ 燕南地下的桌椅风格不像食堂，面积大但是菜

的种类非常少，有些黑暗料理，不少人在燕南

买饭在燕南地下吃。

◦ 午餐的话，12:30到燕南地下就基本没饭了，

12:45到燕南也基本没饭了。

• 推荐菜品：咸蛋黄焗南瓜、麻辣香锅、韩国料

理、糊塌子、各种小凉菜、羊肉泡馍。

勺园食堂

• 特点：

◦ 一层菜品种类齐全，包括面食、熟食冷荤、小

炒等，价格便宜。

◦ 二层菜品比较丰富，类似农园二层，但种类和

口味均不如农园二层。

◦ 距离教学区和宿舍较远，人最少。

• 推荐菜品：

◦ 一层：烧茄子、黑椒鸡块、娃娃菜、桂花糯米

藕。

◦ 二层：香锅、拉条子、肉夹馍、卤肉饭。

松林餐厅（松林包子铺）

• 特点：

◦ 早餐开放时间长，晚起同学的福音！

◦ 价格实惠，味道好吃

◦ 环境小而精致。

• 推荐菜品：

◦ 包子：生煎包、三丁包、青菜包、鲜肉包、烧

麦。

◦ 粥：皮蛋瘦肉粥、清粥、南瓜粥、八宝粥等。

◦ 汤：维维豆奶、绿豆汤。

◦ 其他：煎蛋、咸鸭蛋、豆干、榨菜、饮料。

畅春园

• 特点：

◦ 离二教三教四教非常近，12:00左右很难找到

位置。

◦ 学校最大的食堂之一，总共有三层。

◦ 一层是自助形式，还有馒头、粽子、冰淇淋

等，正餐风味不及二层，容易超出预算，去晚

了菜会比较凉。

◦ 二层涵盖了国内外各地美食，价格略贵但口味

都很不错。

◦ 农园二层早餐时只开设沙县小吃、湖南蒸菜和

西式快餐三个窗口，整体价格偏贵。

◦ 三层为点菜式餐厅，一般不去，班级聚餐等可

以考虑。

◦ 人流量很大；一层可刷太阳卡，许多校外人士

用餐。

• 推荐菜品：

◦ 一层：麻辣烫、冰淇淋（食堂自制）。

◦ 二层：麻辣香锅、沙县小吃、湖南蒸菜、烤

鱼、铁板砂锅等。

农园食堂

• 特点：

◦ 畅春园在燕园外，离生活区和教学区非常远，

主要服务于住在畅春园的师生。

◦ 畅春园餐厅较小，菜品种类丰富，中午时一层

座位比较紧张，可上二层用餐。

◦ 一层为各种风味，二层为自助形式，三层为点

菜式餐厅，可作宴会厅。

◦ 可刷太阳卡，许多校外人士用餐。

• 推荐菜品：

◦ 一层：广东风味、凉面。

◦ 二层：朝鲜冷面、凉皮、酱牛肉。

佟园食堂

• 特点：

◦ 佟园是校内的清真食堂。

◦ 餐厅较小、环境安静。

◦ 早午餐需要刷清真卡，18:00以后则可使用校

园卡。

• 推荐菜品：煲仔饭套餐、各类饼、砂锅、火锅、

酱牛肉、烤串（价格略贵）。

临时售饭亭（“小白房”）

临时售饭亭，也称“小白房”，座椅比较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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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打包带走；价格比其他食堂略贵，营业时间更长。

艺园临时售饭亭

• 特点：

◦ 艺园临时售饭亭是学校为数不多可以吃到麻辣

烫的地方，不仅卫生干净，而且是自助加调味

料（辣椒、麻酱、醋等），对于不太能吃辣的

同学来说是上选。

◦ 炒饭也是一大特色，分量较足，味道也不错，

老干妈炒饭（三个小白房以及农园二层的西餐

窗口均有）尤其受欢迎。

• 推荐菜品：麻辣烫、套餐饭、炒饭、灌饼系列。

学一临时售饭亭（学一）

• 特点：

◦ 个人觉得学一售饭亭的馄饨蛮好吃的，就是油

多了一点，另外，阿姨是现煮的，所以等的时

间稍微长一些。

◦ 炒饭也不错，口味多，但分量似乎没有艺园小

白房多。

◦ 手抓饼里面可以加东西，学一的早餐则没有。

◦ 盖饭比较油。

◦ 豆浆种类极多，算是学一小白房的一大特色。

• 推荐菜品：特色卷饼、风味肉夹馍、馄饨、现磨

五谷豆浆、大骨汤小煲、风味炒饭、黄焖鸡米饭

等等。

学一临时售饭亭（37 楼）

• 特点：

◦ 位于 37楼楼下，可以取快递之前／后买一份

饭带回宿舍。

◦ 菜品种类很丰富，但是营业时间相比其他小白

房要短一些。

◦ 米线和面条是其他两个小白房没有的，是现做

的，需要等，但个人觉得口味一般。

◦ 盖饭里面我和舍友最爱的都是奥尔良。

• 推荐菜品：羊肉面、肉沫面、酸辣粉、馄饨、小

煲、炒饭、灌饼、套餐等。

校外美食
• 畅春园食街，位于学校西侧，小西门外。餐馆

众多，北大学生常去的宵夜和聚餐圣地。有小

吊梨汤（梨汤超好喝）、磁福（适合班聚）、茶

花妹子（云南餐厅）、何贤记（粤菜）、赤兔马

（离学校最近的日料小店）、呷哺呷哺、料理男

子（蜜汁西餐，口味一般）、KFC（刷夜）、站

点 liizza（适合部门聚餐）、NOVA（晚上人会很

多）等等。

• 南门外，潮汕砂锅粥（口味赞，较安静）、南门

翅客（撸串圣地）、102 健康火锅（类似呷哺呷

哺）、烤鱼等等。

• 中关村，位于学校南侧，四环以内。餐馆散落分

部在各处，并相对集中于欧美汇、新中关等商

场中，还有最近新开业的食宝街。新中关有鲈

鱼（好吃！但是需要早去一些排队）、鳗鳗的爱

（鳗鱼饭超好吃）、满记甜品（粤式甜品店）、

禾绿/池田寿司（两家回转寿司，相对平价）。食

宝街则有刷爆票圈的分米鸡、中 8楼（也是云南

餐馆）、南京大牌档等。

• 五道口，出东门沿成府路向东两公里。也是相

对集中的商业中心，有许多美食。如鲜芋仙、雪

冰、火炉火、江边城外烤鱼、日料如久本居酒屋

千鹤居酒屋、乌巢 liizza、巴依老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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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校内设施

第一体育馆（“一体”）

• 位置：未名湖东侧，包括一幢建筑物和露天场

地。

• 组 成： 乒 乓 球 场、 足 球 场 （也 用 作 棒 垒 球 场

地）、高尔夫练习场、人工岩壁等。

• 具体说明：

◦ 室内有乒乓球场。

◦ 冬天未名湖冰场开放后，可在靠湖边的窗口租

借冰鞋。

◦ 东操场为足球场和高尔夫练习场，平时人比

较多，足球、高尔夫球等体育课在此上课，场

地免费，若需要举办比赛还可以免费租借（流

程：院系开条→老生物楼校团委审批→五四体

教部确认）。

◦ 北边有人工岩壁，是山鹰社的常驻基地。

第二体育馆（“二体”）

• 位置：燕南园和静园之间，包括中间的建筑物和

东西两侧露天场地。

• 组成：篮球场、健身房、健身设施、网球场等。

• 具体说明：

◦ 室内有篮球场（一般用于校队训练和商业比

赛，兼做室内排球场）和健身房。

◦ 东侧是篮球场和一些健身设施，均为免费场

地，除教学时间（篮球课）外可随意进入。

◦ 西侧是五片塑胶网球场，打球需要提前预定并

支付租金，还可以请私人教练，开放时间为早

6点至晚 11点。。

五四体育中心

• 位置：第三教学楼南侧，包括一幢建筑物和室外

场地。

• 组成：体育教研部相关办公室、羽毛球场、篮球

场、足球场、塑胶跑道、排球场、网球场等。

• 具体说明：

◦ 室内有羽毛球场，付费，需要提前预定。

◦ 北边为篮球场，全天开放，不出租，办活动需

要自行提前占场。

◦ 中部为足球场（真草）和塑胶跑道，一般用于

学校举办的大型活动，不租借。

◦ 东侧为排球场和网球场，场地四周空间较小，

地面灰尘较多，弹跳低。

◦ 篮球场、小型足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均没有

灯光和专门的管理人员，同学较多，最好错开

高峰期使用。

◦ 校内民间有一个自发的活动叫“五四夜奔”，

每逢周二周四，五四田径场会用广播放线上投

票出来的歌曲，伴着歌声，同学们一起跑步，

偶尔还会组织一些小活动，给认真锻炼的同学

免费发放饮料。

邱德拔体育馆

• 位置：东南门南侧，即新生报道的地方。

• 组成：羽毛球场、健身房、乒乓球室、篮球场、

恒温游泳池、台球室、击剑室等。

• 具体说明：

◦ 学生在前台办理一卡通可以打九五折，全馆通

用，每个场地还有专门的优惠方式。

◦ 馆内还有浴室，锻炼之后可以洗澡，而且是全

天开放。

康美乐健身中心

• 位置：理科一号楼地下，从理科一号楼一层下楼

进入。

• 组 成： 台 球 室、 乒 乓 球 室 和 健 身 房 （均 需 收

费）。

• 具体说明：

◦ 价格相对便宜，但环境不如邱德拔。

校外设施
• 吾乐汇：位于学校西南门外的畅春园食街，可

以打台球，营业时间为每天上午 10:00到凌晨 3

点，其中每天上午 10:00 到下午 3:00 是女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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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打球时间。

• 海淀体育馆：畅春园食街北边，东方斯卡拉对

面，设施齐全，包括羽毛球馆、网球馆和游泳

馆。

• 清华人大：这两所都是离北大很近的高校，也有

很多的运动场所、体育设施。

自习

校内场所

图书馆

• 开放时间：6:30 - 22:30（节假日开闭馆时间参

考公告）。

• 设施情况：图书馆设有自习座位 4000余个，分布

在各阅览室及楼层通道，西区 301室为专设自习

室。在自习座位紧张时，可拨打电话 62761003，

图书馆会为读者安排阅览座位。为建设绿色馆

舍，假期期间，图书馆会根据读者数量，随时调

整自习区域。截止目前（2019 年 7 月 14 日）图

书馆东馆仍在改造中，阅览区和自习区有所调

整，详情可参见官方自习攻略。

自习攻略 | 图书馆“找座儿”指南

• 特点：

◦ 学习氛围很好、安静。

◦ 查阅书籍非常方便。

◦ 一楼阳光大厅提供刷卡上机的电脑（三小时内

不收费），还有自助打印、复印的系统，打印

资料非常方便。

教学楼

• 开放时间：

◦ 理教、一教：7:00 - 22:30。

◦ 二教、三教、四教：7:30 - 22:30。

• 设施情况：一般情况下只要未在使用的教室均可

随意进入自习，座位相比于图书馆更充裕。空闲

教室可在校内信息门户上查询。如果需要小组讨

论，还可在北大空间预约教室，目前可预约的教

学楼包括二教、四教和地学楼。理教、二教、三

教的教室外还有自习区（一排排的桌椅），有的

还带有插座，方便使用笔记本电脑。

空闲教室

• 特点：

◦ 座位充裕，不用担心占座问题。

◦ 二教 3楼还有一块自由讨论区，很适合小组讨

论，不用担心影响别人。

◦ 教学楼内都有小卖部和自动售货机，自习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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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了，买点吃的补充能量真是极好的。

◦ 如果想要早读，或者大声朗读，背单词等等，

建议去三四教的通道处，很好的环境，而且常

年有人在此朗读、练习。

北大空间

宿舍楼自习室

• 开放时间：全天。

• 设施情况：部分宿舍楼会在每层开放一个空房间

作为公用自习室，宿舍内的同学可以在此自习，

没有时间限制。（当然部分宿舍楼无此条件）

• 特点：

◦ 方便！很适合不想换衣服出门，喜欢宅在宿舍

的同学。

◦ 方便！随时可以回宿舍拿需要的书本、学习资

料等。

◦ 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够安静，走廊里难免有来来

往往的同学，有的还会在自习室门口聊天说

话，学习环境不是很好。

校内咖啡馆（泊星地、最美时光、农园）

• 开放时间：

◦ 泊星地：7:00 - 24:00。

◦ 最美时光：9:00 - 22:00。

◦ 农园：19:30 - 22:30。

• 设施情况：泊星地、最美时光平常都接受校内同

学在内进行小组讨论、自习等。

• 特点：

◦ 毕竟是需要营业、人来人往咖啡厅，环境不可

能足够安静，若是小组讨论的话，倒是建议可

以在咖啡厅边吃边聊。

办公楼（环境大楼、光华楼、国关楼等）

• 开放时间：

◦ 环境大楼：8:00 - 23:00。

◦ 光华楼：7:00 - 22:30。

◦ 国关楼：周一至周五 7:30 - 21:30，周六至

周日 7:00 - 21:30。

• 设施情况：环境大楼部分地下会议室在无人使用

时开放用作自习室。光华楼、国关楼等有专门的

自习区。

• 特点：

◦ 环境大楼进出比较方便，刷卡就行。缺点是离

宿舍较远。此外在环境大楼自习的同学大部分

是本院的同学，可能会让自习变成闲聊，学习

效率低。

校外场所
• 肯德基：位于小西门对面，24 小时营业，俗称

“肯教”。比较适合刷夜，但是闲杂人等可能较

多，需要注意财物安全。现在“肯教”已停止营

业。

• 学校附近的咖啡厅理论上也是可以自习的，学习

环境、消费水平都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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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

购物

超市

• 全家（29 楼地下，24 小时营业）：物价相对较

高，持校园卡可以打折。

• 物美（五四体育中心，7:00 - 23:00）：靠近体

育场，运动累了的时候可以去买些饮料和零食。

• 麦叔的铺子（理教、一教、二教、三教，7:30 -

22:00）：位于教学楼内，在教学楼自习肚子饿的

时候可以去买些吃的。

• 物美（45甲地下，8:00 - 23:00）：可能是目前

校内物品相对最齐全的超市。

• 麦叔的铺子（45 甲地下，24 小时营业）：24 小

时营业。

• 家乐福（中关村店，南门向南约 1 km，8:00 -

22:30）：大型超市，商品种类齐全，价格相对较

低。提供外送服务。

水果

• 食堂。

• 山合谷（29楼地下，6:30 - 24:00）。

• 果宝果园（45甲地下，7:00 - 23:00）。

书店

• 北大书店（新太阳地下，9:00 - 21:00）：主营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各类书籍，此外教材中心

也搬到了这里，可以购买各类教材。

• 新华书店（29楼地下，8:30 - 17:30）。

• 博雅堂书店（45楼地下，9:00 - 22:30）：主营

各类教材。

• 前 言 后 记 共 享 书 店 （45 楼 地 下， 8:30 -

22:30）。

• 新华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店，小西门向南约

500 m，9:00 - 21:00）：书籍种类较齐全。

其他

• 紫日金利百货（29楼地下，8:00 - 23:00）：主

营各类生活用品、日用百货。

• 鲜花坊（29楼地下，8:30 - 22:00）：主营鲜花

礼品、包装、设计和绿植栽培等业务。

• 紫 日 金 利 文 体 专 卖 店 （45 楼 地 下， 8:00 -

23:00）：主营各类文具。

• 燕盛优品（45楼地下，9:00 - 22:00）：主营日

用品、办公用品。

• 北 京 大 学 纪 念 品 商 店 （新 太 阳 地 下， 9:00 -

18:30）：主营北京大学授权纪念品，凭校园卡可

享受九折优惠。

生活服务网点

银行（个人业务 9:00 - 17:00，ATM 24

小时服务）

• 中国农业银行（45甲东侧）。

• 中国工商银行（43楼北侧）。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43楼南侧）。

• 中国建设银行（北大资源楼东侧）。

• 中国银行（小西门向南约 50 m）。

ATM（24 小时服务，除银行网点外）

• 中国建设银行（三教东侧）。

•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新太

阳西南侧）。

• 北京银行（34楼西侧）。

快递／外卖

• 近邻宝（34楼东南侧，人工窗口 8:00 - 22:00，

自提柜 24小时服务）：提供寄件、取件服务，目

前大部分快递已经和近邻宝对接。

• 中 国 邮 政 收 发 室 （43 楼 西 南 侧， 9:00 -

17:00）：EMS 国际邮件可能需要在这里领取。

• 南门外：近邻宝进校前京东、天猫超市部分快递

需在南门外领取。

• 此外，顺丰可以直接送到环境大楼。

• 外卖基本可以覆盖宿舍楼、教学楼等地点，但环

境大楼比较难找，部分外卖小哥可能直接送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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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栅栏处或院楼东北侧的铁门处。

电信运营商

• 中国移动（45甲地下，10:00 - 18:00）。

• 中国联通（老生物楼北侧，周一至周五 9:00 -

16:00）。

• 中国电信（29楼地下，9:00 - 21:00）。

其他

打印／复印／扫描

• 图书馆（6:30 - 22:30，与图书馆开闭馆时间一

致，节假日开闭馆时间参考公告）：需安装联创

自助打印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即可在校园网环

境下直接发送到服务器。无需 U 盘等设备，避免

感染打印店病毒。此外可以保证印刷出来的效果

和显示效果保持一致。具体教程可参考北京大学

图书馆网站。

图书馆打印教程

• 云印小站（理教、二教内）：需在官方网站上注

册并直接将文件发送到服务器，然后到打印机打

印。

云印小站官网

• 未 名 快 印 （理 科 二 号 楼， 周 一 至 周 四 8:00 -

22:00，周五 8:00 - 18:30，周六至周日 8:30 -

18:30）。

• 益高佳印（29楼地下，8:00 - 23:00）。

• 铭 创 印 刷 （29 楼 地 下， 周 一 至 周 五 8:30 -

22:00，周六至周日 9:00 - 21:00）。

• 铭艺快印（45甲地下，8:00 - 23:00）。

• 印吧图文快印（45甲地下，9:00 - 22:30）。

洗衣

• 自助洗衣机（宿舍楼内）：目前宿舍楼内基本已

普及自助洗衣机，按说明操作即可。

• 未 名 专 业 洗 衣 中 心 （40 楼 北 侧， 8:00 -

22:30）。

• 清衣舍（45甲北侧，9:30 - 20:00）。

• 清泉校园洗衣（36楼东侧，9:00 - 21:00）。

充值缴费

• 水电暖充值收费（28楼地下，8:00 - 20:00）。

• 餐 卡 充 值 （28 楼 地 下， 周 一 至 周 五 8:00 -

14:00，周六至周日 10:30 - 14:00）。

• 餐卡其他业务（28楼地下，8:00 - 20:00）。

• 校园卡快速补办（新太阳，24小时服务）。

• 线上电费充值：参见第 61 页。

• 线上校园卡充值：

◦ 绑定的银行卡：校园卡服务大厅。

校园卡服务大厅

◦ 支付宝：首页→校园生活→一卡通（初次使用

需要绑定）。

◦ 微信：参见第 61 页。

其他

• 修车：47楼东侧修车摊位。此外北大车协也会举

办修车活动。

• 修 手 机： 翰 林 达 科 技 （45 甲 地 下， 9:00 -

21:00）。

• 修鞋：修鞋部（29楼地下，9:00 - 19:30）。

• 修眼镜：明亮视界眼镜（29楼地下）。

• 修衣服：缝纫部（29楼地下，9:00 - 20:00）。

• 修 头 发： 燕 园 美 发 （31 楼 西 侧， 8:3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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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iPKU1898）

北京大学公众号。发布北大权威信息，展示北大

校园生活，服务广大师生校友。

北京大学招生办（gotopku1898）

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公众号。及时获取最新招生

政策，深入了解北大学科设置与选才需求，倾听北大

学子一路求学经历，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圆梦北大路。

北大团委（beidatuanwei）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公众号。

北京大学学生会（pkustudentunion）

北京大学学生会公众号。向全校师生提供学生会

最新活动资讯。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pku_pa）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公众号。主要职能为研究生会

新闻，研究生会主办的各种活动及每日精选栏目发

布。

北京大学图书馆（pkulib）

北京大学图书馆公众号。提供图书馆展览、讲

座、征文等活动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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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信息门户（bdxxfw）

北京大学信息门户公众号。面向北京大学师生员

工，提供即时准确的校内综合信息服务。

燕园学子微助手（pkuyyxz）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公众号。

北京大学教务部（deanpku）

北京大学教务部公众号。提供课程介绍、交流项

目等资讯。

本科课程评估（beidapinggu）

北京大学本科课程评估公众号。提供课程评估、

教学调查、意见反馈等相关功能。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pkuhall）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公众号。高雅艺术推广

平台，演出资讯推送专区。第一时间获取活动开票信

息，了解讲堂动态，服务广大师生观众。

北大讲堂票务（bdjt_piao）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票务资讯平台。

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pkuvolunteer）

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公众号。发布志愿招募

信息和志愿活动新闻。

疫苗与健康（bjdxyybjk）

北京大学校医院保健科公众号。面向在校大学生

推送传染病防控常识、预防接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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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燕园（PKUSecurity）

北京大学保卫部公众号。推送安全服务信息，传

播校园安全知识。

餐饮中心（cyzxweixin）

北京大学餐饮中心公众号。帮助师生了解食堂信

息，传播饮食文化，用心搭建师生沟通交流平台。关

注餐饮服务指南、食堂经纬、新菜推荐，特色活动。

北京大学学生发展支持（PKU-SDS）

北京大学学生发展支持项目公众号。为北京大学

各年级学生提供学业辅导和生涯规划等方面的系统性

支持，为学生发展助力。

北大体育（bdty2014）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公众号。传播体育知识，营

造体育氛围。

燕园公寓服务中心学生自管会（pku-dorm）

燕园公寓服务中心学生自管会公众号。帮助每个

PKUer 更好地了解公寓生活动态，反馈意见建议，及

时了解活动信息，建立起属于公寓学生自己的社区文

化。

北京大学用电管理服务号（gh_02c785769e7b）

北京大学用电管理公众号。智能低电量报警提

醒、查询宿舍用电购电情况，及时充值缴费购电。

PKUCampusCard（gh_68e144d4c770）

北京大学校园卡管理公众号。提供校园卡充值及

相关业务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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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

姓名 办公室 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党委副书记 刘　卉 213室 54126 13810001559 huiliu@pku.edu.cn

团委书记 吕　丽 212室 51927 18010128825 lilylv@pku.edu.cn

专职辅导员 杨　森 212室 65504 18066630081 senyang@pku.edu.cn

2019级本科生班主任 邱兴华 506室 51285 15011345015 xhqiu@pku.edu.cn

2019级本科生辅导员

柳金明

（2018级博士生）
15222601299 jinmingliu9@pku.edu.cn

程振

（2018级硕士生）
17801052800 realtown@pku.edu.cn

2019级硕士生班主任 戴翰程 426室 67995 18811176152 dai.hancheng@pku.edu.cn

2019级博士生班主任
刘兆荣 204室 58784 13522213429 zrliu@pku.edu.cn

晏明全 327室 13811417950 yanmq@pku.edu.cn

行政人员

姓名 办公室 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占子玉

107室

综合办公室

54097 13811076564 zhanziyu@pku.edu.cn

康雅凝 58782 15210953318 kyaning@pku.edu.cn

季秀华 51480 13488694317 jixiuhua@pku.edu.cn

刘　军 54097 13381071610 liujun@pku.edu.cn

李　丽 51480 13911526287 happylily@pku.edu.cn

李　叶 415室 51925 18310996692 1097587692@pku.edu.cn

江　颍 104室

教务办公室

51929 13681339295 yingjang@pku.edu.cn

王荣婧 65134 15210593046 wangrongjing@pku.edu.cn

刘　卉
213室

党委人事办公室
54126 13810001559 huiliu@pku.edu.cn

吴竺轩
214室

校友办公室
13238102368 zhuxuanwu@pku.edu.cn

吕　丽 212室

团委学工办公室

51927 18010128825 lilylv@pku.edu.cn

杨　森 65504 18066630081 senyang@pku.edu.cn

龙朝霞 103室

财务办公室

58584 13683073902 longzx@pku.edu.cn

陆春贤 58584 lcxmy@pku.edu.cn

盛加全
B248室

（物业经理）
52422 1861189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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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办公室 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中控室 B114室 54405

物业前台 44260

学院在职教师

环境科学系及重点实验室

姓名 办公室 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蔡旭晖 304室 51924 13661224010 xhcai@pku.edu.cn

陈　琦 528室 50508 18515216556 qichenpku@pku.edu.cn

陈忠明 502室 59071 13681410268 zmchen@pku.edu.cn

陈仕意 231室 67524 18810880156 chenshiyi@pku.edu.cn

董华斌 526室 13810488199 hbdong@pku.edu.cn

宫继成 326室 53229 18600923276 jicheng.gong@pku.edu.cn

郭　松 531室 52417 13488694206 guosong@pku.edu.cn

胡建信 505室 56593 13601112523 jianxin@pku.edu.cn

胡　敏 503室 59880 13910680356 minhu@pku.edu.cn

黄　艺 405室 57867 13910691640 yhuang@pku.edu.cn

康　凌 228室 52461 13621040656 lkang@pku.edu.cn

李少萌 410室 52800 18959962912 shaomeng.li@pku.edu.cn

李　歆 431室 58382 18513586831 li_xin@pku.edu.cn

梁宝生 114室 67986 13501149171 bsliang@pku.edu.cn

林官明 225室 51939 13520980690 gmlin@pku.edu.cn

陆克定 527室 58118 13811621528 k.lu@pku.edu.cn

陆思华 227室 58195 13641356651 lshua@pku.edu.cn

刘兆荣 204室 58784 13522213429 zrliu@pku.edu.cn

刘建国 511室 59075 13671204091 jgliu@pku.edu.cn

刘　莹 423室 13581659925 yingliu@pku.edu.cn

刘颖君 210室 55728 13693218483 yingjun.liu@pku.edu.cn

邱兴华 506室 51285 15011345015 xhqiu@pku.edu.cn

尚　静 428室 56105 13020019921 shangjing@pku.edu.cn

邵　敏 403室 57973 13301357920 mshao@pku.edu.cn

宋　宇 303室 55343 13683619064 songyu@pku.edu.cn

唐孝炎 415室 51925 13801082795 xytang@pku.edu.cn

王雪松 211室 58784 13520246395 xswang@pku.edu.cn

温东辉 414室 51923 13701082155 dhwen@pku.edu.cn

吴为中 206室 59716 13552306808 wzwu@pku.edu.cn

吴志军 529室 54082 18201562138 zhijunwu@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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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办公室 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谢绍东 402室 55852 13910830079 sdxie@pku.edu.cn

谢曙光 429室 58599 13466576880 xiesg@pku.edu.cn

许伟光 226室 53746 18610842682 weiguangxu@pku.edu.cn

要茂盛 514室 67282 18610095983 yao@pku.edu.cn

叶春翔 329室 44707 18201201627 c.ye@pku.edu.cn

曾立民 512室 56333 18601213404 lmzeng@pku.edu.cn

张剑波 504室 55989 13661161078 jbzhang@pku.edu.cn

张远航 515室 56592 13701291095 yhzhang@pku.edu.cn

郑　玫 201室 52436 15201680138 mzheng@pku.edu.cn

朱　彤 501室 54789 13501176890 tzhu@pku.edu.cn

左　澎 231室 58556 13651100078 zuop@pku.edu.cn

环境工程系

姓名 办公室 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陈　倩 229室 58035 13810074195 qianchen@pku.edu.cn

韩　鹏 301室 59804 13601059529 hanpeng@iee.pku.edu.cn

籍国东 302室 58069 13691486986 jiguodong@pku.edu.cn

刘　文 115室 44799 15810726268 wen.liu@pku.edu.cn

刘　娟 427室 13552570528 juan.liu@pku.edu.cn

刘思彤 331室 58223 15210174461 liusitong@pku.edu.cn

李天宏 311室 53351 13601324905 litianhong@iee.pku.edu.cn

刘阳生 314室 51756 15810966280 yshliu@pku.edu.cn

李振山 313室 53962 13522671552 lizhenshan@pku.edu.cn

倪晋仁 315室 51185 13511076966 nijinren@iee.pku.edu.cn

孙卫玲 325室 56308 13910031932 wlsun@pku.edu.cn

童美萍 305室 56491 13552328786 tongmeiping@pku.edu.cn

王　婷 229室 58035 18618177260 wang_ting@pku.edu.cn

薛　安 203室 15810394438 xuean@pku.edu.cn

晏明全 327室 13811417950 yanmq@pku.edu.cn

叶正芳 306室 58608 13911048169 yezhengfang@iee.pku.edu.cn

赵华章 328室 58748 13681282670 zhaohuazhang@pku.edu.cn

赵智杰 205室 67014 13601013419 zjzhao@pku.edu.cn

环境管理系

姓名 办公室 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戴翰程 426室 67995 18811176152 dai.hancheng@pku.edu.cn

郭怀成 301室 51921 13501131859 hcguo@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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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办公室 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韩　凌 510室 55010 13810856471 hanling@pku.edu.cn

李文军 404室 58250 13701299089 wjlee@pku.edu.cn

刘　永 406室 53184 13641185005 yongliu@pku.edu.cn

马晓明 438室 55643 13510594118 xmma@pku.edu.cn

梅凤乔 411室 57832 13621278166 meifq@pku.edu.cn

王　奇 202室 56046 13701129387 qiwang@pku.edu.cn

徐建华 513室 58604 18500183373 jianhua.xu@pku.edu.cn

张世秋 401室 64974 13501226251 zhangshq@pku.edu.cn

学生骨干

单位 职务 姓名 年级 手机号码 邮箱地址

团委

常务副书记 刘牧时 2018级硕士生 18811460465 liums@pku.edu.cn

副书记

毋泽鹏 2018级硕士生 18813003811 zpwu@pku.edu.cn

姚　媛 2017级博士生 13121248460 yuanyao@pku.edu.cn

崔嘉楠 2016级博士生 13269359077 jncui1015@pku.edu.cn

马若绮 2017级硕士生 15921911557 ruoqi37@163.com

书记助理

李溪智 2018级硕士生 13260166931 1801214211@pku.edu.cn

罗文焜 2017级本科生 18810387021 1700013540@pku.edu.cn

周厚华 2017级本科生 18811381097 1700013515@pku.edu.cn

青协秘书长
丁　茜 2018级本科生 17340243896 587452309@qq.com

董志金 2018级本科生 15393951107 2581559482@qq.com

宣传部部长
赵　柳 2018级硕士生 18810969358 zhaoliu66@pku.edu.cn

刘　潞 2018级本科生 18810786552 807236028@qq.com

组织部部长
胡　晴 2018级硕士生 13811753617 1801214183@pku.edu.cn

肖逸龙 2018级本科生 13811582365 1800013538@pku.edu.cn

团校秘书长 石家豪 2018级本科生 17589660713 1800013523@pku.edu.cn

秘书处秘书长
程　杭 2018级硕士生 16601167259 1801214210@pku.edu.cn

徐茂冲 2017级本科生 13141320135 1700013524@pku.edu.cn

实践部部长 李　萌 2017级硕士生 18800171933 10962894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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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职务 姓名 年级 手机号码 邮箱地址

杨宇龙 2018级本科生 18518981496 1800013537@pku.edu.cn

学术科创部部长 张淑婕 2018级本科生 13097549771 1059122257@qq.com

学生会

常代表 袁沁妮 2016级本科生 15101012069 1600013532@pku.edu.cn

主席 吴　凯 2017级本科生 18146569602 1700013514@pku.edu.cn

副主席

马　丁 2017级本科生 13051173688 qhdmading@pku.edu.cn

刘能胜 2017级本科生 13051913288 1700013505@pku.edu.cn

张祥伟 2017级本科生 18810958108 1700013526@pku.edu.cn

宣传部部长
陈　婷 2018级本科生 18379965765 1800013508@pku.edu.cn

李正茂 2018级本科生 15099132167 906889639@qq.com

文艺部部长
万子超 2018级本科生 13146317755 1800013526@pku.edu.cn

钟沛文 2018级本科生 15279023887 1800013527@pku.edu.cn

学术部部长 林鹏昇 2018级本科生 13605056768 linps@pku.edu.cn

体育部部长
曹义彬 2018级本科生 13716550388 1070571198@qq.com

郁丁旸 2018级本科生 18862713366 790351175@qq.com

生活部部长 吉祥玉 2018级本科生 13146308822 1800013536@pku.edu.cn

外联部部长 蒋徐琳 2018级本科生 13718255032 1800013518@pku.edu.cn

秘书处秘书长 徐　妍 2018级本科生 18600342211 1800013525@pku.edu.cn

研究生会

常代表 陈佳霖 2017级硕士生 18701667091 yqzy12@163.com

主席 刘牧时 2018级硕士生 18811460465 liums@pku.edu.cn

副主席

李名镜 2018级硕士生 17888842411 mj_li@pku.edu.cn

徐　薇 2017级博士生 18813140983 756599231@qq.com

严　宇 2019级博士生 13520775288 yuyanbj@pku.edu.cn

联络部部长
陈冰雅 2018级硕士生 15650709791 1801214209@pku.edu.cn

李溪智 2018级硕士生 13260166931 1801214211@pku.edu.cn

学术部部长
潘炎鼎 2018级硕士生 13126559156 1801214194@pku.edu.cn

杨善卿 2018级博士生 16601051841 2481650398@qq.com

就业部部长
徐艺婵 2018级硕士生 18801409682 1801214212@pku.edu.cn

张贻婷 2018级硕士生 18261630618 1801214214@pku.edu.cn

文体部部长
郭佳宝 2019级博士生 18811312559 1500013525@pku.edu.cn

姜玫婕 2018级硕士生 18810276378 1801214216@pku.edu.cn

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

社长 马若绮 2017级硕士生 15921911557 ruoqi37@163.com

理事长 李溪智 2018级硕士生 13260166931 1801214211@pku.edu.cn

团支书 杨宇龙 2018级本科生 18518981496 1800013537@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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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常用电话

应急电话 11

校内查号台
62752114

62752060
校消防

62752119

62783996

燕园派出所
62751331

62558373
保卫部值班室 62751321

救护车 999 校医院急诊 62751919

电话障碍台 62752222 铁通电话维修
112

51532000

日常服务

修暖气 62755433 校电工队 62751556

教材中心

62752077

62752078

62752079

校零修

（水电暖木、钢窗玻璃）
62753319

校园环境

（校园服务中心）
62751561 校园服务中心运行办公室 62752020

综合服务

（会场绿植、花卉租

摆、条幅制作）

62753120 教室服务 62755281

报刊订阅投递 62751567 大浴室 62753116

畅春园浴室 62760726 百周年纪念讲堂
62768588

62752278

学生就业手续政策咨询

热线
62756357 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8008100186

4006507191

住宿相关

后勤招待所 62755755 中关新园
62752288

62752236

中关村酒店 62565577 北大资源宾馆

62757199

62750998

62750855

中科院一招 62565511

出行参考

28 楼订票室 62753455 中关新园司机班组电话 62752288转 70111

北京市出租车召车电话 96106 北京交通服务热线 96166

民航、火车订票

（清华东门外华业大厦

对面）

62783630

62784949

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旅

游客运分公司

（北京北旅时代旅游客运

分公司）

67276666

餐饮相关 中关新园和园主题餐厅
62752288转

70666/70668
农园食堂三层订餐 62767100

1.1. 参考资料：北京大学. 常用电话 [EB/OL]. [2019-07-11].参考资料：北京大学. 常用电话 [EB/OL]. [2019-07-11]. https://www.pku.edu.cn/visitors/cydh/index.htmhttps://www.pku.edu.cn/visitors/cyd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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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美食 62751048 艺园二层订餐 62767122

燕园泉水厂送水热线 62767007 清华紫光订水电话 62755909

燕京水站 62794646 丽华快餐 4008800400

日日达订奶 82621515 光明订奶 83171717

三元订奶 4006067288

北京市生活信息服

务常用电话

交通事故报警台 122 市政热线 66011988

交通伤害急救热线 68455655 交警违规投诉电话 68317307

市工商局消费者投诉热

线

（周一至周五 8:30 -

17:00）

12315 报时台 12117

反扒热线 64011327
全国铁路统一电话订票号

码

95105105

（外地订票需加拨出

发地区号）

全国铁路客服电话 12306 身份证快速办理 63490663

失物招领处 66176274 旅游救援

国内：66013028

境外：

008610-66013028

北京出租车投诉电话
68351150

68351570
北京市旅游投诉电话

96315

69744996

北京消费者协会电话 96315

主要活动场地

百周年纪念讲堂 62752278 五四多功能厅 62757740

英杰交流中心 62759807 图书馆北配殿 62751061

国关秋林报告厅 62751634 图书馆南配殿 62759145

70 环院直通车


	目录
	学院简介
	学院概况
	师资队伍
	领军人才
	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
	科研成果

	学习生活
	学长学姐经验谈
	不负韶华再出发
	走出舒适区
	勇敢出击，全力以赴
	道路漫长，充满奇迹
	未名泛舟，垂柳寻光

	学长学姐学术体验
	实验室，我们黄金时代的爱恋
	当我们在谈论实验室的时候
	还有一些话

	交流实习
	暑期赴美学术交流活动·佐治亚
	环境综合实习一·珠海
	环境综合实习二·塞罕坝


	学生活动
	团委
	总体工作
	青年志愿者协会
	宣传部
	组织部
	团校
	秘书处
	实践部
	学术科创部

	学生会
	总体工作
	常代表
	主席团
	宣传部
	文艺部
	学术部
	体育部
	生活部
	外联部
	秘书处

	研究生会
	总体工作
	常代表
	主席团
	联络部
	学术部
	就业部
	文体部

	学生社团
	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
	北京高校环境联盟

	运动队
	羽毛球队
	乒乓球队
	足球队
	男篮
	女篮
	男排
	女排


	燕园生活
	美食
	校内美食
	校外美食

	运动
	校内设施
	校外设施

	自习
	校内场所
	校外场所

	生活服务
	购物
	生活服务网点
	其他

	常用微信公众号

	联系方式
	学生工作
	行政人员
	学院在职教师
	环境科学系及重点实验室
	环境工程系
	环境管理系

	学生骨干
	北京大学常用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