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Zhejiang

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主办

International

浙内准字（GX）第 001 号

Studies

University

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生动实践新篇章
的使命担当。
会议指出, 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
、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忠”
，就
是以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忠诚之心、爱
戴之心、
拥护之心，
坚定不移沿着
“八
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用真挚
的感情、坚定的行动做到“两个维
护”
；
“ 实”
，就是“ 干在实 处、走在 前
列、勇立潮头”
，用实干和实绩彰显
“八八战略”的实践伟力，展示“重要
窗口”
建设的丰硕成果。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落实袁书记
讲话将神,要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 造“重要 窗口”，这 是我们 一
以贯之的主题、一贯到底的主线;忠
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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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党委传达学习袁家军在省委党校
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樊朝刚）9 月 11
日下午, 校党委书记宣勇主持召开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传达学习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
党校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精神。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学习会。
会议指出, 袁书记的讲话通篇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八八
战略”和“重要窗口 ”系列 战略部 署
和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省干部群众
发出了 忠实践 行“八 八战略 ”
、奋 力
打造“重要 窗口”的动员 令，充分 体
现了 对习近 平总书 记的忠 诚之心 、
爱戴之心、拥护之心，进一步彰显了
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道
路走下去、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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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
，必须结合新阶段新形势把省
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的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准确把握浙江的阶段性特征，
认真思考和回答新阶段对我们提出
的 10 大新课题; 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
、奋力 打造“ 重要窗 口”，需要 创
新思维、振奋精神；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
造“重要窗口”要努 力交出 10 张 高
分报表；打造一支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党员干
部队伍。
宣勇要求，全校上下要迅速传达
学习。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支部会议等形式，组织开展学习活
动，教育引导师生党员、干部深入贯
彻新理念、新要求，切实肩负起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的职责使命。要找准历史定位。
紧紧围绕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明确
的“重要窗口”10 个方面和 13 项重
大标志性成果，认真思考和回答时
代赋予的 10 大新课题，科学谋划学
校“十四五”发展规划，在浙江“三地
一窗口”建设中，做出浙外贡献。要
打造过硬队伍。努力打造一支与
“浙
外三地”建设相匹配的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着力
夯实基层基础，为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提供坚强
保障。
党校办 、学工 部、战 略处 、教 务
处、科研处、人事处、国际处、合作处
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学习会。

志通天下 浙外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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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祝晓瑜）近日，学校召开
暑期党政领导班子务虚会。会议围绕“对标
‘重要窗口’
新目标新定位，
聚焦
‘浙外三地’
建
设，
全面谋划
‘十四五’
”
的主题，
深入研究学校
新学期需重点推进的工作及“十四五”发展的
战略思路、
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校党委书记
宣勇主持会议并讲话。在校的校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
宣勇传达了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在
省委党校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
话精神。结合学习贯彻袁书记讲话精神和读
书会主题，他强调:一是战略规划一定要分析
清楚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思考清楚学校
所处的历史条件、
外部环境和
“十四五”
发展的
精髓要义，回答好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
二是处在这样的节点上，要适时提出学科建
设。要处理好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关系，
通过加
强学科建设、提升科研水平提供高质量课程，
为从教学型转型到教学研究型打好基础。三
是要着力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精准施策上
下功夫。要回答清楚学校的内涵是什么，
价值
何在；
要明确
“十四五”
重点领域有哪些学科，
组建什么样的学院，学科专业归属到哪里，采
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要围绕功能、依托组织
架构，
建设好人才队伍，
梳理搭建好研究平台，
提升校园硬件条件，强化科技支撑；要加强校
园意识形态；
要围绕重点发展领域建立社会合
作平台，
进一步强化国际合作。
校长洪岗要求，
要坚持战略定位和时代发
展相结合，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坚持全面规划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要进一步形
成共识，明确学校发展目标、重点发展领域和
核心指标；要做好学校发展规划、
各专项规划
和二级学院规划之间的衔接；
要进一步论证指
标，
细化举措。他从做好学科规划和科研机构
布局、
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
人事制度改革、
公共资源的管理与保障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同时，
对做好疫情防
控、
“十三五”
总结、
“十四五”
规划修改完善、
校
庆、
岗聘等下半年重点工作作了强调。
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紧紧围绕会议主题，
结合学校实际，分别从不同角度作了交流发
言。战略处、
学工部、
教务处、
科研处、
人事处、
国际处、合作处等部门负责人结合部门工作，汇报了“十四
五”
发展的目标定位、
核心指标、
重要任务和具体战略举措。
党校办负责人参加会议。通过务虚会的学习、
思考和交
流，
大家进一步凝聚了对于
“十四五”
发展的共识。

本报讯 10 月 10 日晚，
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0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操场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宣勇，
校长洪岗，
校党委副书记曹仁清，
校党委副书记赵文波，
校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邱卫东，
校党委委员、
副校长赵庆荣，
校党委委员、
副校长张环宙，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李安，
校党委委员、
副校长柴改英，
校党委委员、党
委组织部、
统战部部长，
党委宣传部部长徐勇出席典礼。赵文波主持典礼。
（详见 2 版）

对标“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 聚焦“浙外三地”
建设 全面谋划
“十四五”

浙外召开 2020 年暑期中层干部读书会
本报讯 （记者 李娟 杨秀中）击
鼓催征开新局，奋楫扬帆正当时。9
月 12 日，浙江外国语学院在厚德楼
102 报告厅召开 2020 年暑期中层干
部读书会。本次大会以
“对标
‘重要窗
口’新目标新定位，聚焦‘浙外三地’
建设，
全面谋划
‘十四五’
”
为主题。校
党委书记宣勇出席并讲话，校长洪岗
作工作总结和部署，在校的校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暑期，
尽管天气炎热，但很多部
门、很多教职工仍坚守在一线，尽心
尽责服务学校发展。”
宣勇代表学校
党委向广大教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宣勇在讲话中，传达了袁家军书
记 9 月 10 日在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
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并结合学校
“十四五”规划研制以及新学期工作
重点谈了三点意见：
一是清醒把握大势，紧紧抓住
“重要窗口”
建设中的浙外机遇。袁书
记在讲话中指出，
要坚定不移沿着习
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指引的路子走下
去，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
“重要窗口”
。他讲了五个方面：
一是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
要窗口”
，
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主题、一
贯到底的主线。二是忠实践行
“八八
战略”
、奋力打造
“重要窗口”
，
必须结
合新阶段新形势把省委十四届七次
全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三是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需要创新思维、振奋精神。四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忠实践行“八
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要努
力交出 10 张高分报表。五是打造一

支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
“重要窗口”
的浙江党员干部队伍。这
就是省委省政府未来发展的方略，我
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袁书记讲话精神
和暑期全省本科高校书记校 （院）长
读书会精神，把握
“重要窗口”
建设战
略机遇期，着眼长远，认真谋划好学
校
“十四五”
发展规划。
二是着力抓住关键。对标
“重要
窗口”新目标新定位，聚焦关键，
更好
地谋划好
“十四五”
发展，
是浙外人面
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要充分认识
我省建设“重要窗口”对高等教育的
新要求，
充分认识学校发展面临的新
挑战，做好三点工作：一是战略规划
一定要分析清楚我们所处的历史方
位。思考
“十四五”
规划的历史贡献，
以及规划中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战略
部署对未来的影响。二是处在这样的
节点上，
提出学科建设是适时地。
“十
四五”期间，我们要扎实推进学科建
设，
奋力打造适应
“浙外三地”
建设的
学科体系。三是要着力在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
精准施策上下功夫。我们
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明确功
能，建强健全组织保障和条件保障，
营造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是加强能力建设。中层干部是
学校事业的中坚力量，其治理能力关
系学校的事业发展。面对国内外大变
局对高等教育的新挑战、面对“重要
窗口”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面对学
校
“十四五”事业发展的新任务，
我们
要做到绝对忠诚；提升政治能力；锻
造过硬本领；大力弘扬奋斗精神、
斗
争精神、担当精神；大力弘扬务实清

廉的优良作风，不断加强干部自身能
力建设，
树立新形象、展现新担当、干
出新作为。
针对下半年的重点工作，
宣勇强
调，
聚焦“浙外三地”建设，
开启
“十四
五”
发展，
是一场新的
“赶考”
。各级领
导干部要带领全校教职员工进一步
提振精神，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和紧迫感，
只争朝夕、
砥砺奋进，扎实
做好新学期各项工作，为学校“十四
五”
发展奠定基础，
努力为浙江
“重要
窗口”
建设作出贡献。
会上，洪岗通报了上半年三项重
要工作情况，
并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全面推进
“实院强
系”
、
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四个方面对上
半年其他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
洪岗对学校上半年整体工作情
况表示肯定。对照年初工作要点，他
就下半年要继续抓好的工作进行了
部署。他强调，
下半年仍要坚持
“两手
硬、
两战赢”
的原则，全力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
做好秋季学期开学复课各项
工作，
全力抓好“十四五”
发展规划纲
要、专项规划和二级学院规划的研
制，明确未来发展蓝图，大力推进学
校事业发展。他指出，需要继续抓好
四项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要进一
步强化理论武装工作，强化宣传思想
和意识形态工作，
进一步推动高素质
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
加强统战群团工作，持续推进“清
廉浙外”
建设。在立德树人方面，
要持
续完善高水平人才培育体系，
持续完
善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体系，持续落实
高水平人才培育教学任务，持续打造

浙外特色校园文化。在实院强系方
面，要完成学校“十四五”规划研制，
完善校内治理体系，
深化校内综合改
革，着力提升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
着力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着力提升教
育国际化水平，着力加强高水平师资
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内控建设，持
续抓好内部审计工作，防范内部财务
风险。在办学条件方面，
要加快推进
校园建设，
进一步推进校园信息化建
设，持续建设幸福校园，做好迎接新
一轮“平安校园”建设的升级考评复
核工作。
洪岗指出，新学期大家要志不求
易、事不避难，勠力同心、锐意进取，
抓紧抓实抓好抓活各项工作，确保年
初确定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党委副书记赵文波就今年招生
录取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通报了招生
基本情况、
主要工作和存在问题。他
指出，今年招生录取工作成绩喜人，
招生质量再上新台阶。希望全体师生
群策群力，
抓短板，强担当，持续推动
生源质量提升。
战略处负责人作学校“十四五”
发展的重点战略及战略举措汇报。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干部围绕大
会主题和报告内容分六组进行了热
烈讨论，各小组进行了汇报发言。大
家结合工作充分交流学习体会，
就科
学谋划学校
“十四五”规划群策群力，
提出意见建议。
全体中层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新学期新征程,浙外人将以“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不破楼兰终
不还”
的拼劲开启新学期工作。

浙江外国语学院
65 周年校庆公告（第 1 号）
钱塘清嘉，
和山苍苍；
译馆方言，
荟萃一堂。金秋十
月，
浙江外国语学院将迎来建校 65 周年华诞。在此，
我
们谨向一直关心、
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
朋友、
海内外校友和全体师生员工，
致以衷心的感谢和
崇高的敬意！
弦歌不辍，
薪火相传；
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学校前
身为创建于 1955 年的浙江教育学院，
2010 年经教育
部批准改制更名为浙江外国语学院。改制更名以来，
学
校坚持特色发展，
坚持转型提升，
坚持提高质量，
促进学
校事业快速发展，较好地实现了由成人教育向普通高
校、
由师范教育为主向以外语为主的多科性应用型院校
的转型。2018 年，
学校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今日浙外，
正秉承“明德弘毅、博雅通达”的
校训精神，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推进内涵式发展，
着力建
设浙江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
服务浙江开放强
省的智囊高地、浙江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阵地，
努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知名外语
特色鲜明教育品质一流的应用型高校而不懈奋斗。
和山之麓，
书声琅琅；
致知力行，
继往开来。庆祝建
校 65 周年，既是展示学校办学成就、总结办学经验的
重要节点，
更是汇聚各方智慧、共谋事业发展的历史机
遇。学校将以
“传承、奋进”
为主题，坚持“隆重热烈、务
实节俭、
创新发展”
的活动原则，
举办校庆系列活动，
10
月为校庆月，
10 月 31 日为校庆日，浙外热忱欢迎社会
各界给予关心支持，同时诚挚期盼各级领导、各界贤达
和海内外校友欢聚学校，
同庆学校建校 65 周年！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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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通天下 浙外启航
浙外举行 2020 级新生开学典礼
本报讯 （记者 钱建盼 张文玉 张子
艺）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在学校 65 周年
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迎来了 2020 级
2200 余名新生。
10 月 10 日晚，
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0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操场隆重举行。校党委
书记宣勇，
校长洪岗，
校党委副书记曹仁清，
校党委副书记赵文波，
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邱卫东，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赵庆荣，
校党
委委员、
副校长张环宙，
校党委委员、副 校 长
李 安 ，校 党委 委 员、 副校 长 柴改 英，校
党 委 委员、
党委组织部、统战部部长，党委
宣传部部长 徐 勇出 席典 礼。赵文 波 主持
典 礼。
各学院、部门相关负责人、教授代表、
辅导员、
班主任、
全体新生参加典礼。
典礼分为“浙外启航”
“志通天下”
“浙
里有你”
三个篇章。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典
礼拉开序幕。洪岗对全体新生表达了欢迎

和祝福，并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
命”
为题寄语新生。结合
“明德弘毅、
博雅通
达”
的校训精神，
洪岗勉励新生：
希望同学们热爱祖国，
筑牢人生根基。
“明德”
二字，
首先要明大德，大德就是个体
对国家、
民族的情感、
使命感和责任感。在
未来的人生中，
希望大家常思爱国之情、
常
怀感恩之心、常做奉献之事，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
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
坚定人生方向。
“弘毅”
二字，
要求大家胸怀远大志向，
意在
实现志向的过程中，坚忍不拔、百折不挠。
他结合学校“和山立志”活动，希望同学们
树立崇高理想，
确立人生志向，
并把志向化
为行动，勇于在日常中坚守、在挑战中前
行、
在创新中突破。
希望同学们勤于学习，
厚重人生底色。
“博雅”二字，
对大家的学习提出了具体目
标和要求，
意在
“海纳百川、学贯中外”
。希

望大家不负韶华，
像爬山虎一样，
向着知识
殿堂不断向上攀登，
以“不变”的自主学习
应对“万变”
的未来世界。
希望同学们躬身实践，
丰富人生阅历。
“通达”二字，意指
“融会贯通，解决实际问
题”
。希望同学们在实践的磨砺中经风雨、
历挑战、壮筋骨、
长才干，促进自身全面发
展，
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
典礼上，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学
院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戴上校徽，
全
体新生正式加入浙外大家庭，与浙外一同
书写新时代的奋进之笔。
典礼举办了 2020 年退伍返校学生欢迎
仪式，
李安为退伍返校学生颁发荣誉证书。
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三年来，无数师生
受益匪浅，
获得成长。典礼播放了
“青年学
子学青年习近平”学习教育三周年精彩视
频集锦；展演了学生以学习教育三年来的

学习成果为素材、
自编自演的话剧《同学少
年》片段；
分享了师生学习教育成长经历及
感悟，
引起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激发了同
学们的爱国热情，激励着大家在未来的学
习和生活中乘风破浪、
扬帆启航！
全体新生在西语学院杨易铭同学的带
领下向祖国和学校庄严宣誓。在铿锵有力的
誓言中，
2020 级学子共赴前程、
未来可期。
伴随着动感十足的音乐，典礼进入第
三篇章。大学生艺术团、
校武术队、健美操
队、
体育舞蹈队、
嘻哈社团、民乐队、和山普
诵社、合唱团等轮番上阵，激情四射，活力
十足；刚柔并济的舞蹈，古韵十足的民乐，
阳光开朗的武术，
魅力十足的说唱，声情并
茂的多语种朗诵、悠扬的校歌合唱……精
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美不胜收、动人心弦，
在青春风采展示和欢声笑语中，
20 级学子
成为新浙外人。
典礼结束后，
新同学们斗志昂扬、
对新

宣勇等集中观看烈士纪念日直播
本报讯（记者 樊朝刚）缅怀革命先
烈，弘扬英雄精神。9 月 30 日是国家设
立的烈士纪念日。9 月 30 日上午，
烈士
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
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

式。上午 10 时，
校党委书记宣勇，在校
的领导班子成员和校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成员等集中观看了仪式直播。
直播结束后，宣勇说，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新时代
英雄精神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丰富养料，是国家魂、民族
魂、英雄魂的精髓所在。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学习新时
代英雄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把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转化为实际行动；全体教

师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使命，做到爱学生爱学
术；浙外学子要积极参与“青年学子学
青年习近平”学习教育，在学习中增强
政治认同，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
逐青春理想。

浙外举办新教师入职欢迎仪式暨资深教授聘任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 魏新宇）
秋季新学期，
迎来新同事。9
月 16 日，
学校在厚德楼 102
报告厅举行新教师入职欢迎
仪式暨资深教授聘任仪式。
校长洪岗出席并讲话。
副校长
李安参加仪式。
洪岗代表学校欢迎各位
优秀人才加盟。他表示浙外
是一所有着六十五年深厚办
学 底蕴 又 有青 春 活力 的 学
府。学校正处于
“十三五”
收
官、
“十四五”谋划的关键阶
段，学校吹响了深化综合改
革的新号角，踏上了国际化
内涵式发展的新征程，正朝
着全面实现“三地”建设目
标，建成国内知名外语特色
鲜明教育品质一流的应用型
高校昂首阔步前行，努力为
浙江建设
“重要窗口”
展现浙
外担当、
贡献浙外力量。
洪岗分别对教师和行政
教辅人员提出几点希望，希
望教师能够重德修身、不断
提高自我，以自身的人格魅
力塑造学生纯真完美心灵，
以自身的师表风范带动社会风气的改
善；希望大家积极进取，继续保持学习
劲头，走在科技和社会发展前沿，不断
提升业务水平，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
希望大家勇于改革创新，
改进教育教学
方式方法，让学生敢于创造、敢于出新，
在培育优秀人才的过程中成就更好的
自己。他说，
行政教辅人员是推动学校

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希望大家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立足本职，
爱岗敬业，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在做
好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洪岗向大家介绍了以资深教授身
份加入浙外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
校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烈
教授，
并为他颁发资深教授聘书。希望
新教师们珍惜机会，向资深榜样学习，
传承为师之道，
夯实治学之本。
李安介绍资深教授聘任、
青年导师
制相关情况。他说，
“资深教授”是学校
设立的教授最高荣誉岗位，既为引进学
术成就高、社会影响大的德高望重的专

家学者，
也是对为学校做出突
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的肯定和
奖励。青年导师制是学校为
帮助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青
年老师们尽快融入课堂、
站稳
讲台；尽快融入科研团队，
找
寻到自己的学术兴趣与研究
领域，
以
“一对一”
或
“一对二”
师徒结对的形式，通过备课、
听课、
磨课、
参与课题、
学术讲
座等方式，把资深教师在教
学、
科研等方面的经验传授给
青年教师。
周烈以学者、朋友、前辈
的身份，
对新教师加入浙外表
示欢迎。浙江省“三育人”
岗
位建功竞赛二等奖获得者、
教
育学院李春玲教授带领新入
职教师代表宣誓。新教师代
表、
学校特岗副教授刘奕男老
师发言。
2019-2020 学年，学校
入职教职工 53 位。其中，
48
位专任教师中，博士占 88%，
海外 留 学 归 国 人 员 占 比 近
30%。拜师仪式上，
学校为导
师颁发聘书。青年教师为导
师们准备了感谢信和礼物，导师也为青
年教师回礼。师徒同心，新老两代老师
将在“教书育人、学术创新”这一共同目
标上演绎为师者的厚德与仁爱。
2019-2020 学 年度 新 入职 教 师 、
导师，各用人学院、教务处、科研处、人
事处、教发中心负责人等 100 余人参
加仪式。

浙外圆满完成 2020 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刘文杰）2020 年，
面对更加激烈的生源竞争和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全校上下高度重视，学校相
关部门、各学院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
招生录取工作。
2020 年 ，我校 招生计划 为 2265
人，其中本科 1815 人，专科 150 人，专
升本 300 人；省内 1565 人，省外 700
人。我校实际录取新生 2276 人（专升本
增加了 11 人）。此外，
另录取华侨港澳
台生 4 人，
台湾学测生 26 人。
一、三位一体报名人数大幅增加，
考生综合素质持续提升
在 2019 年三位一体报名人数大幅
增加的基础上，
2020 年三位一体报名
总人数继续大幅增加，
报名人数达到了
4638 人 ，较 2019 年 的 3778 人 增 长
22.8%。报名确认总人数为 3805 人，
较
2019 年的 2866 人增长 32.7%。实际最
终录取 90 人。
三位一体考生综合素质较往年持
续提升。考生学考成绩和获奖情况整
体好于去年，翻译（英汉口译方向）、阿
拉伯语、西班牙语、小学教育（师范）四
个专业 入围面试分数 线分 别提 升了
13.3%、10%、12.5%和 25.9%。一段线
上 生 源 数 量 达 16 人 ， 较 去 年 增 长
6.7%。

二、省内一段录取率持续上升，生
源质量稳步提高
我校 2020 年在浙江省普通类招生
计划 1065 人，其中本科招生计划 975
人，专科招生计划 90 人；另外，艺术类
招生计划 200 人，其中本科招生计划
140 人，
专科招生计划 60 人。浙江省普
通类本科批次计划招生 875 人，
实际一
段 投 档 人 数 442 人 ， 一 段 投 档 率 为
50.51%，
较去年增长 3.0%；
艺术类一段
录取 184 人 （含本专 科），录取 率为
92%，其中艺术类本科一段录取率为
100%。
我校共有 33 个普通类专业 （含专
业方向）省内招生，
有 11 个专业在一段
线上完成录取，
其中新增一段录满专业
为汉语国际教育；艺术类专业中，除了
4 个本科专业在一段线上完成录取外，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科专业也在艺
术一段线上完成录取。
我校所有剩余计划（含专科）在二段
全部完成录取工作。其中本科专业最低
录取分数在省内高校排名 15；专科专业
最低录取分为 521 分，超过二段线 26
分，
录取位次号较 2019 年提升 9166 位。
三、省外生源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艺术类专业招生形势较好
除 港 澳 台 外 ， 我 校 在 15 个 外

省（自 治 区）招 收 本 科 生 700 人 ，其
中 普 通 本 科 673 人 ，艺 术 类 本 科 27
人 。 四 川 和 西 藏 为 一 批 招 生 ，其 余
13 个 省（自 治 区）为 二 批 招 生 。 外
省 总 计 有 562 人 分 数 在 一 批 线 上 ，
占 80 . 3 % 。其 中 普 通 本 科 有 541 人
在 一 批 线 上 ，占 比 80 . 4 % ；艺 术 类
本 科 21 人 在 一 批 线 上 ， 占 比
77 . 8 % 。
省外录取分数线文理科均达到一
批线以上的省份共有 8 个。8 个省份文
科录取最低分超过一批线，其中四川文
科录取平均分超一批线 30.9 分，福建
文科录取平均分超本科线 91.9 分，河
北文科录取平均分超本科线 113.3 分。
9 个省份理科录取最低分超过一批线，
其中四川 理科录取平 均分 超一 批线
53.8 分，福建理科录取平均分超本科线
130.4 分，河北理科录取平均分超本科
线 164.4 分。此外，山东实施新高考改
革，录取平均分超本科线 132.7 分以
上。
今 年 艺 术 类 专 业 除 在 浙 江 、江
苏 、安 徽 招 生 外 ，还 增 加 了 福 建 、江
西 、四 川三 个 省 份 招 生 ，艺 术 类 专 业
在新增省份首次招生即获考生认
可，实际 录取分远超 所在 省份 艺术
类省 控 线 。

四、考生持续保持良好的外语优
势，普通 本科考生外 语平 均分 达到
122 分
2020 年我校录取的所有普通本科
考生外语单科成绩平均分达 122 分（其
中省内 123 分，
省外 121 分）。除港澳台
外，
16 个省份中，
9 个省份录取的普通
类本科考 生外语单科 成绩 平均 分在
120 分至 130 分之间，
另有 3 个省份外
语单科成绩平均分超过 130 分。省内
71.8%的普通本 科考生 外语成绩 超过
120 分，
省外 65.2%的考生外语成绩超
过 120 分。单科最高分 145 分。
省内录取的英语类专业考生外语
单科平均分达 128.9 分，全英教学类专
业考生外语单科平均分达 125.5 分。省
外录取的英语类专业考生外语单科平
均分达 129.7 分，全英教学类专业考生
外语单科平均分达 127.5 分。
今年我校录取的所有新生共来自
17 个 民族 ，
95.3%考 生 为 汉族 ， 另 有
4.7%新生来自 16 个少数民族，为：白
族、布依族、藏族、穿青族、侗族、回族、
满族、
苗族、
羌族、畲族、土家族、维吾尔
族、
瑶族、
彝族、
仡佬族、
壮族等。
今年我校共录取考生 2276 人，
男生
545 人，
女 1731 人，
男女比例约为 1:3。
中共党员为 1 人，
中共预备党员 31 人。

生活充满期待。
“新的学校新的老师新的同学，
原本感
到陌生的环境，
经开学典礼后，热情与活力
逐渐融化迷茫的心，激励着我们在浙外起
航。”
“我计划在大学好好学英语，
辅修第二
外语，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为考研作准备。”
“我被话剧《同学少年》中展现的激昂
的爱国热情深深震撼，大学期间会好好把
握时间，
努力学习。计划加入学生组织，
在
实践中充实自己，
锻炼自己。”
“学校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弘
文馆，
学长学姐们认真学习的样子、
图书馆
安静大气的环境，让我对未来的学习生活
充满期待。”
十月的浙外伴着新鲜的力量启航，愿
大家秉持明德弘毅、
博雅通达的校训精神，
带着浙外人的使命和责任，
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

勤
俭
节
约
，
浙
外
人
在
行
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陈静萱）10
月 12 日中午，浙外
“光盘行动，我
来代言”
活动签名仪式在和香园餐
厅门口举行。校长洪岗出席仪式
并讲话。校党委副书记赵文波、
副
校长赵庆荣参加仪式。
仪式上，
洪岗结合习近平总书
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
示精神，
联系当前中国餐饮浪费现
状及今年全球新冠疫情，阐述了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性、
必要性，指出制止餐饮浪费，势在
必行。
洪岗指出，
学校积极倡导健康
饮食习惯，遏制铺张浪费之风；
不
断深化“光盘行动”
，坚持多措并
举，激励引导师生员工从自身做
起、
从点滴做起，
节约粮食、
反对浪
费。
洪岗希望大家切实把思想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
来，
深刻认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
重要意义，
将厉行节约、反对餐饮
浪费作为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重要
决策部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内容，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
切实把
“光盘行动”
落实到生活
的点滴行为中，
知行合一，
共做
“勤
俭节约”的践行者，增强自觉性和
主动性；
切实把制止浪费的理念从
餐饮领域扩展到学习、工作、生活
中节约习惯和环保意识的养成上，
把“光盘行动”
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以勤俭节约为荣、
以铺张浪费为耻，
增强带动力和影响力。
后勤公司党总支负责人从饮食管理、
宣传引导、
奖
励机制三方面对光盘行动的可持续性陈述了规划与展
望，
号召浙外学子加入
“光盘族”
，
一起对
“浪费”
说不。学
生代表、
校学生会干部郑浩鹏同学阐述了身为新时代弄
潮儿的历史使命与担当：
青年学生要做勤俭节约的行为
表率，
身体力行，
成为
“光盘行动”
的实践者、
推动者。
倡议结束后，
现场师生在签名墙上签名，共同书
写倡导
“光盘行动”
的坚定决心，
并参加
“你光盘，
我奖
励”
抽奖活动。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好，
既可以让我们认识
到光盘的重要性，
也让我们收获了满满的福利。大家
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了！”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更加注重勤俭节约美好
品德的养成，
积极承担青年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希望以后多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在同学们的好评中，
“ 光盘行动，我来代言”活动
签名仪式进入尾声，
但
“光盘行动”
从未结束。愿浙外
人能共同承担起
“光盘行动”的使命，
助力形成“勤俭
节约”
的校园文化，
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
校工会、后勤公司、学生处、
校团委、学生会负责
人，
各学院相关负责人，
师生代表参加仪式。

浙
外
举
行
﹃
光
盘
行
动
，
我
来
代
言
﹄
活
动
签
名
仪
式

廉政小故事
陶母退鱼的启示
南朝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中的贤媛篇中讲述
了陶母退鱼的故事。
原文写道，
陶公（陶侃）少时作鱼梁
吏，
尝以坩鮓饷母。
母封鮓付使，
反书责侃曰：
“汝为吏，
以官物见饷，
非唯不益，
乃增吾忧也。”
意思就是，
陶公
（陶侃）年轻时作鱼梁吏，
有一次，
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
罐腌制好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
又原封不动退回
给他，
并写信给他说：
“你身为县吏，
用公家的物品送给
我，
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
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
”
这件
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她以此举教育儿子为官要
廉洁奉公、
不牟取私利。陶侃遵从母训，
后来领军出征，
凡有战利品，
都分给士卒，
自己不留一点私货。
陶侃是东晋时期的名将，
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过
赫赫战功，
他治下的荆州曾能做到路不拾遗。陶侃能
取得这样的成就，
得益于母亲的训诫。陶侃母湛氏是
个勤俭耐劳、贤惠明理的人。陶侃父亲去世后，陶家
生活窘困，湛氏常靠纺纱织布得来的钱供给陶侃，让
他结交比自己优秀的人，
以增长学问和见识。湛氏对
儿子的生活管束甚严。陶母教子的事迹对后世影响
很大，
唐朝官吏舒元舆路过陶母墓时，
想到历来教子，
母亲常偏于恩慈而威严不足，所以孩子不服管教，
容
易滋生骄气，而陶母与孟母一样，采取恩威并用的方
法，
使家训获得成功。后人赞誉道，世之为母者如湛
氏之能教其子，
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
有不理哉？
（投稿人 李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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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浙外，我们来啦！
经历了特殊的疫情，
延期的高考，
2020 年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10 月 9 日，
迎着秋日
的晨光，
2200 余名 20 级的新 ZISUers，收拾
好行囊，从全国各地赶来，满怀着憧憬与希望
奔向浙外！相聚在浙外！

在浙外，
有暖心关怀的师长

这是小萌新们通过小蓝棚时，
浙外对他们
的第一句问候。
“36.5 度，
欢迎进校！”
保安叔叔们的认真检测，让小萌新们倍感
安心。
“我来帮你！”
“跟着我走吧！”
“来，
钥匙给你，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阿
姨。”
学长学姐、宿舍阿姨们的热情关怀，让小
萌新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为迎接新生的到来，学校在雅仪 4、
5、
6和
雅正 5 寝室楼下配备了全新的人脸识别系统。
新生们只需放置身份证、正视摄像头，就能立
即识别入住。出示浙外蓝码、
测量体温、
人脸识
别入住，
疫情防控，
我们一刻也不懈怠！

报到当天，校党委书记宣勇、校长洪岗等
部分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来到校门口、
通志大
道等地，
详细了解新生报到、疫情防控、
安全保
障、
志愿服务等情况；
走访雅仪苑、
雅正苑等宿
舍楼，
看望新同学，
带去学校的关心和问候。大
道两侧、
宿舍楼内尽是温馨与欢笑。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浙外啊！”
“来学校后
在浙外，
是否适应，有何感受?”
“学的什么专业，喜欢
吗？”
“大学有什么目标？”
……宿舍内，
宣勇实地
有各具特色的迎接
查看新生住宿条件，亲切询问新生来校前后情
况、
学习生活状态，
并为新生赠送了防疫物资、
各学院在通志大道两侧设置了迎新接待
书籍等，勉励新生早日适应大学生活，努力学
点，
开展了各具特色的迎新活动。英文学院推
习，
立志成才。宣勇还邀请同学们共同见证学校
出《和山立志 立志英才》本，以倒计时方式鼓
65 周年校庆，
主动参与学校的发展建设，
“因为
励新生和山立志、英才逐梦。东语学院为新生
你们的到来，
浙外越来越美，
越来越有活力！”
定制了私人专属小礼包：外语姓名卡、专业文
“同学们，
你们来自哪里？”
“是一个人过来
化小手礼、
班级课表等。西语学院、
中文学院用
还是父母送到学校？”
“大学阶段有什么计划？” 特色服饰为新生展示多元文化的风采，
成为校
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经旅学院连续多年推出
走访过程中，洪岗亲切地询问新生们是否适应
大学校园生活，食堂的饭菜是否可口。他看到 “一对一”志愿服务，给予新生最温馨的关怀。
同学们独立布置了舒适整洁的寝室环境，嘱咐
教育学院手绘的儿童画背景板和特色标语让
大家拍下照片发给父母，
让家人放心。同时，
他
人倍感亲切。跨境电商、
科技学院的老师化身
细心叮嘱初出家门的新生增强安全意识，对未 “卡哇伊”
大头娃娃，
在校园与新生同迎珍贵的
知信息要有自我防范意识，
遇到不清楚的事宜 “入学第一刻”
。艺术学院的微信对话框签名板
及时和学院老师联系沟通；做好人生规划，
开
记录新生的期待和祝福，
现场才艺展演更是引
启全新大学生活。
人注目。
学校领导亲切的问候和殷切的嘱托，让新
在浙外，
生们倍感温暖与鼓舞。他们表达了自己对大学
生活的构想，希望能不断超越自我，
在浙外度
有独一无二的你
过充实且有意义的大学时光。
迎新现场如火如荼、
热闹非凡，
快跟我们一
在浙外，
起来看看，
这浩浩汤汤的迎新队伍中都有谁吧！
我愿不远千里奔向浙外！
有安全温暖的陪伴
新生中有不少远道而来的同学，他们跨越
万水千山奔赴至此，相聚在浙外，开启人生的
“叮！扫码成功，
允许进校。”

新篇章。
“我第一次离开家，
到这么远的地方上
学，
相信自己能很快适应大学生活。”
“老师和
学长学姐们都很热情，虽然离家很远，但浙外
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我怀抱温暖展望新阶段！
学校在钉钉的报到系统中设有线上绿色
通道，
为有需要的同学办理学费缓交和困难资
助申请。进入校门就有志愿者一对一陪同办理
登记，
将新生一路送至寝室。
“有学长学姐们陪
我走流程，
搬行李，
真的感到很温暖。”
“浙外是
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明年我也要报名当志愿
者。”
细致入微的帮助与关怀，
彰显着浙外
“以
生为本”
的理念，
让新生备受感动。
我恋恋不舍告别我的孩子！
由于防控疫情的要求，
家长无法同往年一
样陪孩子们进入校园。不少家长在校门口再三
叮嘱，
一直目送孩子进入校园。“第一次住校，
怕他自己照顾不好自己，总要多叮嘱几句的，
不过看到有志愿者帮忙，
我就放心很多了。”
我喜笑颜开迎接小萌新！
身穿马甲的志愿者早早准备就绪，
以最饱
满的热情迎接小萌新们。接站愿者们，让远道
而来的新生一入杭州便感受到来自浙外的热
情。校园里的志愿者引导新生们注册、
入住，
帮
助他们搬运行李，
带领他们熟悉校园环境......让
新生们迅速融入浙外大家庭。
“新 ZISUers，
欢
迎你呀！”
我奔走现场记录
“零字班”
！
报到现场还有这样一组身影，
他们奔走在
校园的各个角落，
用文字、图片和影像记录下
这些难忘的瞬间，
为大家呈现最全面、直观的
报到现场，
他们就是活跃在校园新闻一线的职
业记者、
摄影大师……
大 学 生 活 就 这 样 在 忙 碌 中 开 启 啦 ，新
ZISUers，
欢迎你们！
“少年引回风，
振翅击长空”
，感谢萌新们
为浙外注入了新的活力，
希望你们在人生的新
阶段，
不惧风雨、砥砺前行，
与浙外一起在传承
中奋进未来！
记者：
劳嘉欢、
韦燕
图片：赵振宇、魏子涵、胡昕研、方明、林大洋、
谢金龙

浙外人，在校训里找自己
带着对未知的憧憬与期待，
2020 级新
生们来到了浙外。当他们踏进校门，
站在通
志大道的那一刻，
大学生活就已扬帆起航。
当看到由新生照片拼字而成的欢迎展板
时，当听到开学典礼上校长对校训精神的
解读时，
他们说……
“努力学习和实践，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 英文 5 班 沈秋月
—20
在学校的校训展板上看到自己的照片
时，感觉到心里很温暖，同时也很有归属
感。因为这让我真真切切地认为自己是学
校的一份子，也不经意间拉近了自己与学
校的距离，让我在以后在求知路上充满自
信心！
校训
“明德弘毅，
博雅通达”
“明德”
，
是
要彰显美好德行，
“弘毅”是要怀有伟大的
志向，
坚定自己的意志，
“博雅”
是要使自己
学识渊博纯正，
“通达”是要使自己的知识
能够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成一番事业。洪校
长的讲话十分形象地诠释了校训的内涵。
我从中感受到了洪校长对我们美好的期
望，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和实践，踏实做人，
勇于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做新时代的
弄潮儿！
“学做人永远比学习知识更加重要。”
—20
—— 日语 1 班 宣继豪
在校训展板上看到自己的时候觉得很
亲切。我今年刚刚退伍回来，
这让我真切的
感受到了自己是浙外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
份子，是诸多浙外学子中的一员。同时我也
认为这是对我两年军旅生活的肯定和一段
崭新学习生涯的开始。
校训中
“明德”
二字让我感触颇深，
“明
德”就是培养道德，
学习做人。十年树木百

达”
，
身为浙外人，
我们将在此涵养学识，
努
力做到博古通今，感通中外，心胸宽广，
见
解通达。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
我将铭记八
字箴言，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砥砺
奋进。
“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努力。”
—— 会计 1 班 吕坤
—20
当在校训展板上找到自己的照片时，
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非常开心
我的照片能够出现在上面，也非常开心自
己终于成为了一名浙外学子。
校训中“博雅通达”
的意思是，学识渊
博，
博古通今。这跟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的
“坚持认真学习，
厚重人生底色”
是一样的。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努力，不辜负学校
的期望。

年树人，
学做人永远比学习知识更加重要。
这决定了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将成为
一生的信念。
“弘毅”
则是要求我们怀有远
大的志向，不能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学校
的
“象牙塔”
当中，
而是要放眼世界，从宏观
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件事，并为自己的理想
而奋斗！
“留下自己最美的足迹。”
—20
—— 法语 2 班 覃景妍
看到自己照片出现在展板上的那一刻
突然有了归属感，
很荣幸成为浙外的一员。
既然在这个大家庭里能有自己的位置，那
我一定要尽自己所能为浙外做点什么。通
过自己的努力来到这里，就要留下自己最
美的足迹。
我理解的校训就是要明确培养自己的

美好品德并且在学习生活、
为人处世中秉持
下去，作为一名浙外学子，
不仅要了解中华
文化，
还要以包容的态度去学习和接受外国
文化，
求同存异，
开阔视野，
这就做到了博雅
通达。
“把校训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砥砺奋进。”
—20
—— 汉教 1 班 高婧一
看到自己的照片时心情十分 激动喜
悦，同时也有一点恍惚。我突然意识到我
已经成为了浙外的一份子。从此以后，我
需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为浙外建设做出
自己的贡献。
“明德”
，
需要我们坚持正义，
恪守道德
之本。古人有云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
道远”，
“弘毅”
之所以出现在校训中是要求
浙外学子不惧挑战，迎难而上。“博雅通

“我们都应勤于追梦，
勇于追梦。”
—— 小教 3 班 陈舒雅
—20
看到自己照片的那一刻拥有的是比收
到录取通知书更强烈的真实感，我真真切切
地成为了一名浙外学子，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校训是浙外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的高
度凝练，校长希望校训能成为我们浙外人
共同的价值追求。我想单独谈谈
“弘毅”
二
字，
“弘毅”是指抱负远大，意志坚强，校长
通过
“弘毅”
二字希望我们浙外学子有远大
的志向、坚定的意志。所以在未来的学习生
活中，
我们都应勤于追梦，
勇于追梦。
“成为更闪闪发光的自己。”
—20
—— 应电 1 班 陈奕霖
在校训展板上看到自己照片的那一刻，
就觉得自己真正是浙外的一份子了。学校还
有很多比我优秀的同学，
所以我也要通过几

年大学的努力，
成为更闪闪发光的自己。
校训中的
“明德”
二字，
就是明大德，
关
心国家大事，强调具有社会责任感；而“弘
毅”就是心存崇高志向，内心有明确目标；
“博雅”是努力获得更多知识，丰富自己；
“通达”是更多地进行社会实践，成为国家
需要的人才。往后四年，
我会时刻用校训精
神勉励自己，努力学习、追求上进，不负青
春，
不负梦想！
“这 份对 艺 术的 热情 将会 陪 伴每 一 位 追
梦人 。”
—— 美师 1 班包奕雯
—20
看到校训展板上自己的照片时，我感
受到了来自浙外大家庭的温暖。高中三年
的汗水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圆满的回报，
能成为浙外的一员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在
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中，
我会更加努力，为浙
外这个大家庭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明德”二字出自于《大学》，
“ 大学之
道，
在明明德。”
意在将自己的美好品德弘
扬光大，让浙外的精神深入每个人心中。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这是“弘
毅”
的由来，
也是校长先生勉励我们要意志
坚定、
志存高远。作为一名美术生，
经历了
高强度的美术专业训练和紧张 的高考备
考，这是每一个艺考生必不可少的努力和
坚定。这一份对艺术的热情将会陪伴每一
位追梦人，
让浙外的校训精神熠熠闪光。
“明德弘毅，
博雅通达”
这八个字，以特
别的方式与 20 级新生融合在一起，
校训精
神也将融入他们的成长中。一千个人有一
千种解读，
从而也能滋生一千种力量。
愿你们有所启发、
有所收获，
在这段全
新的人生旅途中，
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图文由校全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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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新在浙外的第一天
美好与理想皆至
金秋十月, 天高气爽，在这个丰收的季节
里，
我们终于迎来了新生们！在开学正式上课
的第一天，新生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期待呢？
跟随着记者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开学第一课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小和山的大地
上，
属于新生们的第一天开始啦。开学第一课，
他们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吴怡 2020 级英文翻译 2 班
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课是心理健康教育，
章
老师是一个很幽默的老师，整堂课特别开心，
我一直认为博士毕业生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
的，哈哈哈，但是他的有趣和亲切改变了我的
想法，
我想我已经慢慢喜欢上浙外啦！
鲍诗佳 2020 级德语 1 班
老师尽量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课堂，每个
人都有发声的机会，所以大家学习的热情很
高，
整个课程都比较活跃！大学的上课方式也
特别新颖。
贾劲松 2020 级旅管 3 班
我上的第一节课是印老师的《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这节课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学与
高中的学习方式不同。这节课让我认识到了自
己的不足，
激发了我学习的热情。
吕坤 2020 级会计 1 班
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数学课，内容相对简
单，
老师也很平易近人，
感觉良好！但第二节的
英语课有点难……也是因为自己的英语基础
较弱，同学们都很认真，这都更加激励我好好
学习英语！期待晚上的课程！
王亚荟 2020 汉师 2 班
面对未知的学业和课堂，
第一天上课激动
又紧张。大学课堂和中学很不一样，学习氛围
一点都不压抑，
而是非常自由的，相信在这里
一定能锻炼自己、
活跃思维、
开阔视野，
收获全
新的自己！
许一然 2020 级小教 4 班
收获颇多，美术老师很亲切，感觉美术世
界的大门向我敞开了，我爱水彩，会考虑大二
继续学习！

看来萌新们活力满满，
都在开学第一课学
到了不少。往后的课堂，
相信你们会不忘初心，
在浙外获得知识的滋润，
更好地成长！

浙外生活新感受
将行囊收拾好, 在浙外一切都是新的起
点，初次与大学生活接触，萌新们有什么特别
的感受呢？
李博羽 2020 级汉教 1 班
风 景很 好、很漂 亮 ！学 校 学习 氛围 也 很
好 ！ 操 场 有 晨 跑 夜 跑 的 人 ，给 我 的 感 觉 就
是每 个 人都 能找 到 适合 自己 节 奏的 生活 和
学 习 方 式 ，有 学 习 氛 围 ，也 有 烟 火 气 息 ，总
体很 舒 服！
高文博 2020 级汉师 1 班
食堂的饭菜多样，味道不错，食堂的阿姨
十分热情，
就像在家里吃饭一样温馨～
陈雨 2020 级艺术与科技 2 班
在生活方面，我和室友相处融洽，互相帮
助，
班里的同学也和善友爱。在浙外生活学习
很开心。

最美好的期待
陈雨 2020 级艺术与科技 2 班
今天是我在浙外正式上课的第一天，给我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浙外的老师都十分热情，
上
课的氛围十分轻松活泼，
有不懂的内容老师也
会认真解答，特別喜欢这种课堂氛围。

怀抱着最初的信念，相信你们一定有着，
对大学生活无尽的向往，来听听萌新们，对大
学的、
对自己的期待吧！

吴怡 2020 级英文翻译 2 班
我很喜欢今天老师形容他的大学是
“单调
的充实”
，
我不期望它有多么精彩，
但我希望自
己能认真地过每一天就好。
曹铭欢 2020 级土语 1 班
希望 get 很多新技能，让四年的大学时光
多姿多彩～
贾劲松 2020 级旅管 3 班
希望自己不虚度光阴，
多读书，
少玩游戏。
好好学习，
拿到奖学金。变得更开朗、
更自信。
张金晓 2020 级电商 1 班
我希望在大学期间能有一个漂亮的学业
成绩，
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活动，不断提升实力，
为自己的人生简历增光添彩。未来，我计划读
研深造。
陈雨 2020 级艺术与科技 2 班
希望在大学的时候把专业知识学好，多去
参加社会实践，
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丰富自己。
看完萌新们的感想才知道，
原来新生开学
第一天的感受这么五味杂陈～在浙外上的第
一节课，或开心，或感动……还有在浙外吃的
第一顿饭，
认识的第一个朋友……都是萌新们
最珍贵的回忆呐！
我们要继续保留初次上课对知识的兴奋
感，
不仅学到知识、
更要玩转课堂！同时慢慢去
掌握大学生活的节奏，课后也要积极实践，让
自己全面发展！
（记者 邹彬 摄影 林大洋）

院标院训的故事

厚德敏行 践履惟新

要跨境电商学院尧科技学院院标院训展示
要要

厚德敏行 践履惟新
几只小松鼠在望院 B 一楼的长廊上欢
蹦，晨光照着合欢花愈发清新可爱，一片活
泼明丽的景象。明德厅里，
同学们正入神地
看着书，
冰裂纹的木窗让人心旷神怡。举目
环视，
就能看到跨境电商学院、科技学院的
文化走廊里，浙外蓝的院标院名醒目地挂
在墙上，与旁边的红字“永远跟党走”相得
益彰。
跨境电商学院、科技学院院标主题突
出，
充满国际范儿。浙外蓝的标准色彰显学

本报编委会主任：
赵文波

校特色，正如学院“专业 + 外语”的培养方
案。院标顶部图书馆是代表性建筑，展示学
校学习氛围和对学科基础的重视。盾形、
电子轨 道云、飘扬绸 带（绶带）、橄榄 枝分
别对应学院名称中的“科学技术”
“ 电子”
“商务”
“ 跨境”，表现了 科教兴 国、互 联网
+、丝绸之路、和平友好等内容。在院标中，
我们可以读出学院对特色化人才培养的目
标和定位，以及对学子在时代发展中有所
作为的期望。
除了创新而寓意深远的院标，院训“厚
德敏行、
践履惟新”
，
也诉说着跨境电商人的
追求。治学先治人，
凡事德为先。
“厚德”
意
为有大德，指师生要心胸宽广，尊重他人，
以崇高的道德、广博的学识立身处世。
“敏
行”意为勉力修身，展示学院学子果敢、坚
定 、无畏 的特质 和较强的 执行力 ，体现 学
院高效的作风和严谨的学风。
“践履惟新”
是对治学的要求。“践履”，即理论必须与
实 践相结 合，提 倡身体力 行，在 实践中 检
验真理，达到知行合一。同时，也勉励学子
做事要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高楼大
厦平地起，
打好基础是关键”
。
“惟新”意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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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科学发展，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
做
到与时俱进，
才能
“勇立潮头”
，
为浙江“重要
窗口”
建设添砖加瓦。
院标院训是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院面向全校师生、
校友征集了近 20 件作
品，
并在
“校友返校日”
邀请校友和师生代表
组织评选。最后，
学院领导班子结合师生的
意见和建议，
多次打磨后才最终定稿。在近
三个月的设计定稿过程中，
有一个细节引人
注目。院标设计大赛的第一名是 2016 级电
商专业的葛圣添同学。当得知自己作品获得
学院认可时，
他还为
“学院标设计师”这个身
份激动万分。而今，
他已应征入伍，
成为了一
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院训精神也将激励师
生开拓创新、
好学务本。
院标不只是一个图标，
院训更不是一句
空话。学院在新生入学迎展板上放上院标，
让学子们感受学院的朝气与活力。同时，在
开学典礼上，专门设置环节，解读“院训院
标”
。另外，
学院在新生中进行了新一轮的意
见征集，让院标院训精神植根于师生心灵，
构筑师生的精神家园。
（记者 唐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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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5 日

The time zips by! Frankly speaking, I still remember clearly that one day during the two-month holiday
afte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 couldn't help
jumping out of my bed with tears of joy. Yes, I received the letter of admission from my ideal university--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hich
features numerous minority languages. Out of curiosity to know more about the school, I browsed its official website in advance before the new semester started, looking forward to embracing a new world waiting
for me. Up to now, it has been almost one year since I
stepped into the school. Let me tell you the significant
stories between my university and me.
Well, I was born in the north-- Shandong
Province and grew up in the north.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I’
m accustomed to everything of the north of
course including my accent, which bothered me for a
long time, for the reason that we had English phonetic
classes aiming to correct students' pronunciation and
facilitate our oral abilities. While, my accent, without
exception, made a monkey out of me at the beginning.
Therefore, in order to stri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
turned to my phonetic teacher for assistance. On hearing about my passion for English speech and debate,
my teacher Alan Low asked me if I had a willingness to
join the school's speech and debate team. Well, to
some extent, I'm kind of person who will never give
up th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myself, hence, I
promised to join the team without hesitation.
How fortunate and far-sighted I am to stay in such
a treasure atmosphere. Among all the team's training,
the most basic regulation to be observed is that we
have to get to the fixed classroom at 6:50 am every
Monday, Tuesday and Wednesday to strengthen our
pronunciation capability. This practice allows us to
gather in the same place and dedicate ourselves to
morning reading exercise. In those mornings, the only
thing you can hear in the classroom is the sound of
reading. In addition, it's hard for you to get distracted
on that effective occasion. As the old saying goes, "
Constant dripping wears away a stone." Quantitative
changes lead to qualitative changes. Aft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accumulation, my pronunciation level enhanced a lot. Apart from morning reading exercise,
Alan also arranged speech, debate classes and even
logic classes that the school don't have to exercise ou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can pronounce a word correctly, the great difficulty confronting me is that I can't organize my words and
speak them out fluently. From the initial intermittent
sentences to recent fluent speaking, ZISU' speech and
debate team's cultiv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all the
progress. To our delight and excitement, in recent
years, ZISU has obtained numerous good results in
debate and speech competi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Being so honored to share my story with you here,
I must show my great gratitude to the English Press
Corp of our school’
s Media Center, which gives me
the chance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write down this
passage. During the first few days of the first semester
in college, my only impression of ZISU was that all
kinds of clubs were recruiting new members. Looking
at the colorful activities on the leaflet, I was touched
by ZISUers’youth and vitality. As I had been dreaming
to be a journalist to interview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nd publish news reporting on newspaper and
websites, I chose to join the English Press Corp. Being
a member of this club for about one year, I find that it
brings me more than I have expected. To be honest, at
first, I was unconfident, as I was a little bit shy and
had the courage to interview foreigners in English and
didn’
t how to write a good news reporting. Fortunately, every interview was done by team work. With
my partners’help and encouragement, I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fident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gradually.
Proudly, every task was done excellently by our cooperation, and my confidence and ability got improved a
lot. To be specific, for one thing, not as shy as before,
now I eager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my oral English. For another,
by writing a lot of news reporting, my writing skills
get improved as well.
Now I can say in certain that I am so fortunate to
be a member of the two clubs above. With the company
of these two clubs, I learn a lot academic knowledge
and become more knowledgeable in many fields. I become more confident and outgoing. I gain many good
friends and teachers.
This is my story not so much with the debate team
or English press crop as ZISU. Life at ZISU is more than
just class.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excellent clubs.
From a simpl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to a outstanding university student, and even a social man in
the future, I am made in ZISU.
（记者 王澜 马小童 指导老师 冯扬 陈晶莉）

浙江外国语学院报编辑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