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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为学校“十三
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学校召开第二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
本 报 讯（记 者 毕
莹）4 月 15 日，
浙江外国
语学院第二届教职工代
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芳草
苑二楼多功能厅召开。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
学校工作报告，审议并
通过了学校财务工作报
告、校工会工作报告、校
二届二次教代会提案办
理情况报告和大会决议
等。校党委副书记、
工会
主席骆伯巍主持大会。
开幕式前，大会召
开了预备会议，通过了
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名
单和大会议程。
在开幕式暨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校长洪岗
向大会作学校工作报
告。洪岗从优势特色专
业建设扎实开展；优势
特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
进；师资队伍素质进一
步提升；国际合作与交
流进一步拓展；社会服
务工作取得新成效；校园文化育人功能进一步彰显；体制机制创新有所突破；
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等方面对过去一年学校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全
面回顾和总结。
洪岗说，学校依然处在结构的深度调整期、
特色的培育形成期、质量的攻
坚爬坡期，我们要正确认识校情、把握校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省长对
学校的重要批示精神，着力增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的能力，着力凸显学科专业的标志性特色，着力激发学校内生动力和活力，
在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格局中乘势而上，进一步推进学校教育事业再上新的
台阶。
洪岗指出，今年，我们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要聚焦“大外语”
，
加强特色专业建设；
二要凝练学科标志性特色，
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三要以启
动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四要打造社会
服务品牌，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五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凸显校园文化育
人功能；六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不断注入办学动力活力；七要坚持统筹协
调，
提高办学设施条件保障水平。
会议期间，
各代表团分组讨论学校工作报告和学校财务工作、工会工作、
提案工作等报告。
代表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切实履行职责，
充分
发扬民主，认真讨论议题，
就学校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
主席团会议上，大会主席团认真听取并讨论了各代表团所提意见和建
议，
要求相关单位予以重视，认真梳理，仔细分析，
进一步完善各工作报告。主
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了大会决议草案。
4 月 15 日下午，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胜利闭幕。校党委书记姚成
荣在闭幕式上作重要讲话。
姚成荣指出，本次“双代会”是在学校编制实施“十三五”发展规划、推进
校内综合改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进一步认清了形势、
统
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这是一次发扬民主、
团结和谐、凝聚智慧的大会，
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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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推动学校进一步彰显特色、
提升质量。
姚成荣强调，今年是“十三五”发展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
大。做好今年学校工作，一要精准发力，准确把握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和
工作重点。要始终保持发展的战略定力，围绕学校办学定位，坚定不移地
朝着“外语特色鲜明、教育品质一流”的知名本科高校迈进。要聚焦国际化
特色高校建设，紧扣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的各项指标，扬我所长、补我所
短，全面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
力提高教育质量。坚持以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紧密结合为导向，主动对接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
化学科专业结构。要着力深化推进综合改革，这是办出特色、提高质量的
动力所在。
二要振奋精神，
进一步强化教职工担当意识。要继续解放思想，
大力弘扬创
新精神。全体教职工要有敢想敢闯的勇气和锐气。要进一步强化岗位意识、
履职
能力和担当精神。在工作中，
我们要立足自身岗位，
认真履职尽责，
推动学校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要真抓实干，推动年度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要圆满完成校长报告中提
出的工作目标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抓工作落实的能力和水平。结
合在全体党员中扎实开展的
“两学一做”专题教育，
要切实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全校教职员工，共同打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
生态。要建立健全抓工作落实的责任体系、责任机制、考评机制，努力营造崇
尚实干的良好氛围
大会号召，全体教职员工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以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夏宝
龙 、省长李强对学校 所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化 改革、厚 植优 势、彰 显特
色、提升质量，为早日全面建成外语特色鲜明、教育品质一流的知名本科
高校而奋斗。

中国的国际领导作用与 G20 峰会
庞中英教授做客浙江人文大讲堂浙外分讲堂第 12 讲
“今年 9 月的杭州将成为
本报讯（记者 毕莹）
世界政治的中心，全球活动的中心，世界上最重
要国家的领导人齐聚杭州，这是 2016 年中国外
交里最重要的事。通过这次峰会也使杭州跻身为
世界级城市。”3 月 31 日，我校文三路校区小礼
堂内座无虚席，当代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庞中英做客浙江人文大
讲堂 2016 年首讲、浙外分讲堂第 12 讲。他以
“中国国际领导作用与 G20 峰会”为题作了一场
深刻而精彩的讲座。校党委副书记赵伐主持讲
座。
讲座开始前，赵伐代表学校聘请庞中英为我
校客座教授，并颁发了聘任证书。庞中英表示，非
常高兴能够成为浙外的一员，希望日后能为学校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讲座中，庞中英从“什么是 G20”
“ 为什么
G20”
“ G20 向何处去”
“ 中国与 G20：过去、现在
与未来”等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解了中
国 的 国 际 领 导 作 用 与 G20 峰 会 之 间 的 必 然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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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庞中英说，中国需要与“驾驶员”谈谈，保证
庞中英认为，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变化，中国的 “乘客”的利益。
外交需要巨大转变。G20 峰会在杭州召开，中国成
庞中英认为，G20 峰会要为世界提供中国方
为 20 国集团主席国，代表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案。20 国集团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同时
尤其是中国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 20 国集团也要与时俱进，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
的阶段。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也正是这个标志 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到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所
性的事件使杭州再一次走向全球活动的中心。
以杭州峰会有望成为 20 国集团转型的新起点。
“‘领导’在国际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讲座后，庞中英教授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
‘国际领导’也是重要的国际权力之一。在特定 烈地互动。
的 历 史 时 期 ，中 国 提 出 了‘ 韬 光 养 晦 ’即‘ 不 带
赵伐在主持讲座时指出，今天的听众大部分
头’的外交政策。但是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 是我校即将为 G20 峰会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们，通
世界格局在变化，中国的外交发展到今天也发 过之前的培训同学们已经对 G20 有了一定的了
生了很大的变化，
‘ 不带头’的提法也要做出相 解，庞教授的讲座则使同学们从国际治理的高度
应的调整。中国决定承办 20 国集团峰会也是调 对 G20 有了更宏观更深刻地认知，希望同学们认
整的一个表现。”庞中英作了个形象的比喻，
“ 在 真学习深刻体会为更好地服务 G20 奠定坚实的理
某些问题上，以前的中国就好像是一个‘乘客’， 论基础。
接受‘驾驶员’的领导。但此时的中国作为名 副
相关部门负责人、G20 志愿者、中国特色社会
其实的世界大国，不能再只听‘驾驶员’的，因为 主义研究社团成员及杭州市民等 400 余人聆听了
‘ 驾 驶员 ’ 想 去的 地 方 不 一 定是 中 国 想 去 的地 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饶磊）4 月 6 日，以省综
治办副主任张卫星为组长的浙江省高校等
级平安校园建设考评组一行 8 人来我校检
查考评。考评组通过听取学校汇报、实地查
看、学生问卷调查、突发事件处置模拟演练
和台账资料检查等五个环节对我校平安校
园建设情况进行了检查。姚成荣、洪岗、赵
伐、赵庆荣、沈钢等校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他
校等级平安校园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
汇报会和反馈会。
汇报会上，校党委书记姚成荣对考评组
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校党政班子高
度重视平安校园建设，在省市主管部门的指
导和帮助下，克服置换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
题，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防控体系，完善
预警机制，提高应急能力等措施，平安校园
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学校快速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环境。他希望考评组多提宝贵意
见，并强调专家组对我校平安校园建设工作
的考评是对我校开展此项工作以来一个全
方位的检验，也为我校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
会，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推动全校安全工作
迈出新步伐，为学校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加安
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副校长赵庆荣从组织领导体系、校园防
控体系、校园预警机制建设、应急处置机制
建设、保障措施、实际成效、特色创新等七个
方面对我校等级平安校园建设情况进行了
汇报。
汇报会后考评组专家分组对我校文三
路校区和小和山校区的相关设施进行了实
地察看，观看了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模拟演
练，并详细查阅了我校等级平安校园建设工
作台账。
反馈会上，张卫星代表考评组对我校的
平安校园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我
校在发展的阵痛期中，通过狠抓制度建设和
落实等措施较好地弥补了硬件不足的短板，
确保了全校的安全稳定。经过一天的检查，
专家组一致认为：学校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平
安校园建设，各项制度健全，体系严密，保障
有力，工作落实到位，安全稳定排查定期进
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强、学生对安全
稳定满意度高等特点。同时考评组还就在制
度建设、安全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并代表省政法委专门就高校服务保障
G20 工作进行了传达部署。
校长洪岗对考评组的悉心指导表示感
谢。他表示，考评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非常
到位，学校将一如既往地把平安校园建设
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会后将根据专
家组的指导意见，对存在的问题，逐条限时
落实整改。学校也将以此次等级平安校园
考评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平安校园
建设成果，切实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带领
广大教职员工在平安稳定的基础上振奋精
神，凝聚力量，不断推进学校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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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公布的
“2015 年‘国培计划’参训学员网络匿
名评估结果”显示，我校教师培训学院
承担的教师工作坊高端研修项目和一
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均
名列前茅。
我校英语辩论队获第十九届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华
东赛区一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2013 级英语专业邵优然、陈烨同学获
最佳辩手。
我校获省第十三届学生定向比
赛道德风尚奖，任文龙、刘力源、宋健
等多名同学荣获佳绩。
我校西语学院 2014 级学生余
婷婷、胡琪琪分别获首届浙江省意大
利语演讲比赛一等奖和三等奖。

【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像外交官一样优雅
喜迎 G20，
当好东道主，做优雅浙外人
本报讯（记者 毕莹）你知道什么样的坐姿最优雅吗？你知
道外事礼仪中什么样的装束最得体吗？你知道在照相礼仪中正
确的站位吗？……这些在待人接物中可以使你显得更优雅得
体、
更知书达理的礼仪知识都呈现在昨天下午的礼仪培训中。4
月 7 日下午，小和山校区的追梦堂里济济一堂，他们个个神情
认真，
仔细聆听，
眼神里仿佛都流露着“要把自己的形象变得更
美好”的渴望。
知名国际礼仪形象导师、优礼杭州人首席礼仪导师王珊做
客德雅讲堂第十五讲，以“像外交官一样优雅”为主题，为我校
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而又富有实践意义的礼仪知识讲座。校党
委副书记赵伐主持讲座。
“要使你的形象看上去更美好更优雅，你只需要做好
‘55/38/7’
。”
王珊说，这是国际通用的黄金形象法则，
即一个人
留给外界的形象，55%来自于一个人的长相和妆容、
38%来自
于一个人的仪态 （即坐站行走的肢体语言）、7%来自于一个人
的谈话内容。
“我们并不能轻易大幅度改变自己的容貌，
也很难
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自己的内涵和学识，但是可以通过技能训
练使我们的仪态更美好更高贵，也就是说做好这‘38%’
，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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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学子

个人都能达到的。”
讲座现场，
王珊与听众进行了有趣的互动。她邀请了 8 位
同学到台上示范坐、站、
行走和行鞠躬礼的动作。经过王珊老师
的指导，参与互动同学们的基本形态都得到了一定地改善。
王珊说，礼仪可能和自由自在没有一点关系，或许只有“拿
着点儿”
“慢点儿”
才能使我们的仪态看上去更优雅。所以我们
要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礼仪规范练就成自己的行为习惯，比如
说从左侧入座、
只坐 1/2 的座位、
坐时身体略微前倾，这些看上
去让人更谦逊更有精神的“小动作”是我们平时就应该注意和
习得的礼仪行为习惯。
“平等”
“尊重”是最基本的国际外交外事礼仪原则。王珊
说，所以我们在接待外宾时，要做到“相互尊重，自尊自爱”
“守
时，
不涉及隐私”
“傲慢或者自卑则都不可取”。此外，她还对外
事接待中的“问候礼仪”
“会见礼仪”
“会谈礼仪”和“照相礼仪”
进行了介绍和说明。
王珊说，注重个人礼仪形象，既提升了自己的职业形象，又
维护了集体和城市的形象，
优礼讲仪的杭州人应该是我们最骄
傲的城市名片。对于浙外的师生来说，
除了在 G20 峰会中更大
方得体地为来自全球的政界和商界的大咖们提供志愿服务外，
还可以借助学校的语言优势尝试将国外有关礼仪知识的书籍
翻译成中文，这将是学校对我国礼仪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讲座结束后，现场听众就“礼仪的标准”
“礼仪与生活的关
系”
“西方礼仪与中国传统礼仪的融合”等问题与王珊进行了热
烈地交流。
赵伐在主持讲座时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礼仪密不可
分，
礼仪的本质就是尊重。我们既要遵守礼仪规矩又要给人以
舒适感，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换位思考，不给他人
添麻烦，更不要忘形。他希望同学们能够深刻领会积极践行今
天所学的礼仪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的礼仪修养，充分展示我校
学子
“重责任、守诚信、
讲礼仪”的风采。
相关部门负责人与 G20 志愿者等师生代表 600 余人一聆
听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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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事儿
伙
伴
成
了
好
朋
友

近年来，赴美带薪实习项目 （Summer Work & Travel
USA Program，简称 SWT）越来越受到我校学生的关注和追
捧。去年暑假，阮梦云、王丽佳、
叶振宇、
何亦淑和方佳等 5 位同
学分别前往美国不同的城市参加带薪实习。他们的实习“好玩”
吗？他们的体验和收获又能为今年赴美实习的同学提供什么样
的帮助？快与本报记者一起分享他们在美国的那些事儿吧！
在工作中成长
第一次独自身处异国他乡，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每一次
工作体验都是成长的见证。2013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王丽佳
在华盛顿州兼任了餐厅服务员和酒店清洁工两份工作。由于人
流量大，口音的千差万别，点单服务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为了做好工作，王丽佳要求自己做到“三勤”即嘴勤、手勤、脚
勤：
在接电话订单时，清晰地了解顾客的需求，用笔记下顾客要
求，
并及时与派单员交接清楚。任职期间，
曾经的
“乖乖女”
王丽
佳学会了独立办理社会保障卡，开设银行账户，解决住宿食宿
等等。千差万别的口音，
也让她的听力和口语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
而她的努力也得到顾客大加赞赏。一位老爷爷在末尾结账
之际，
给她在账单上写下这样的一句话语——
—“Nice job!”。

在
美
国
实
习
期
间
，
王
丽
佳
很
快
就
和
她
的
工
作

宇告诉记者，
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
在这里也会遇到平时课堂上
没见过的单词和说法，
还会遇到由于来自不同地方而存在的不同
发音等问题，
因此，
我们赴美实习一定要想办法提高自身语言交
际能力。SWT 可以为日后的就业和职业生涯规划增加筹码，
让
同学们积累社会经验，增强自我保护、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能
力，
从而提升自已的国际竞争力。2012 级商务英语专业的何亦淑
表示，
实习后，
她觉得自己的视野开阔了，
提前体验到毕业后工作
的各种酸甜苦辣，
而且自己对未来更有信心了。她真正地感受到：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真的要比课堂上学得更多学得更深
刻。
“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活动特别棒，吃了在 Thanksgiving
Day 和 Halloween 吃的本土食物，第一次结识了美国的朋
友，
又通过他们认识很多人。和一群台湾的小伙伴在 Panera 开
张第一天聚餐，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我们在同一个蓝天下遇
见，那就是缘分，是青春让我们在一起了。”谈到实习收获，
2014 级英语专业的阮梦云如是说。
（本报记者：任娴 鲍徐敏 盛瑶瑶 周迪 杨玲峰）

在生活中成熟
刚到美国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在饮食上的不
习惯。2013 级会计专业的方佳说，
由于不适应美国油腻的食物
和汉堡薯条这些快餐食品，
刚来美国自己整整饿了两天。除了
饮食，
生活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差异，美国人习惯晚睡晚起，并且
时常相约聚餐，
喜欢彻夜长谈，
这让她有点难以适应。
好在空余时间，大家约在一起体验美国文化。派对聚会，海
滩游泳，美剧里出现的高楼、街景都真实地出现在眼前。方佳和
朋友们游览了派克市场、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太空针塔和奇
胡利玻璃花园等。赞叹之余，她还大胆地与当地人互动起来。在
纽约城市广场，她把国内的饰品、毛笔字作品和杭州的明信片
一一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吃得香，玩得嗨，一不小心
还成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小使者，
真棒！”方佳笑着说到。
在学习中成功
SWT 是一次英语学习大餐。2014 级商务英语专业的叶振

实习期间，叶振宇参加了美国田纳西州大学国际交流
项目主办的 Homestay International Summer Camp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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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我的求学生涯，
往事湍湍涌上心头。我本
科就读于浙大教育学系，后因院系调整到了浙师院
读书，毕业留校教了六年书。1959 年起在中国人民
大学读了 3 年研究生，最后心念故土，于 1962 年回
到杭大潜心钻研教书，一晃就是 30 年的光阴。1984
年，我被组织调配到杭州师范学院担任党委书记，
1987 年来到浙江教育学院任院长。蓦然回首，这一
生，可谓是四十年如一日，一辈子教书育人搞教育。
读书时不喜欢历史，但服从组织的分配，毕业后
留校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
改教中国革命史。这让
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不得有须臾的懈怠。虽
然起步迟，但我坚信勤能补拙。那时学习条件艰苦，
又没有教材，我虚心向老教师请教，钻研理论和浏览
史料，常常秉烛达旦，
以求打好执教的基础。
1956 年，我还是助教，被派赴新建的杭州师专
独立开讲中国革命史课程。有一次在健身房，给几百
号人用扩音器上课。课上到一半，突然断电，我拼命
地扯着嗓子坚持。或许是平日里欢喜唱歌，
练过美声
的缘故，声音方可传得很远，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
务。
“这个年轻的‘讲师’
课上得真好！”当时某个调干
生的这句话，让我有了前进的动力。其后，60 年代我
担任杭大政治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参与了
教学改革，不囿于教材体系，而是将关键理论、历史
事件罗列出来，组成系列专题，理论联系实际地讲
授。讲课改革得到省委宣传部的认可，不少兄弟高校
的同仁也都赶来观摩。
上好一堂课，
要下深功夫，而吃透教材是重中之
重。教师要广泛收集历史资料，深入专研理论著作，
融合多方知识编撰讲稿，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
风格。每一次上课前，我都会揣度这堂课还有无可补
充的感性材料，如可借鉴的文学作品，亦或是描写战
争英雄的历史情境，将其融会贯通至教材中。上政治
课讲党史，必须一登上讲台就精力充沛，信心十足。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我所秉持的教书理念，教育
学生爱国爱党爱人民。讲述斗争取得胜利时，
要使学
生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讲述英雄牺牲时就要使学生
心有悲痛，
有愿意继承遗志的情怀。这就是我所追求
的党史教育的感染力。上政治课，不只是对知识的传
授与文本的揭示，
更是对人自身道德素养的熏陶。因
此，我一直坚持将德育放在首要位置，注重学生的道
德品质培养，
使学生成为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人。半
年下来，学生们在入党申请书上纷纷写到，听了我的
课深受启发，坚决要求入党。我认为，这该是我最大
的收获。
文化大革命后期，招收工农兵学员缺少中共党
史的教材，因此杭大决定成立中共党史教学编写组。
以编写教材为原点，服务于教育，从而提升教学质量。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编
写党史，收集材料是第一步。编写时“论从史出”，概述原材料，有根有据，实事求
是。追溯历史源流，不一味贬低或赞美，使事实诉诸笔端。在省委书记特批下，我
们花了一到两年时间到省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查阅资料。但档案馆的条件不容
乐观，两个长板凳加一个靠背椅和硬皮书当作枕头就是午睡的条件，而一年多
时间每天一直用铅笔书写，中指也形成了厚厚的茧，颇为痛楚。但我们一直坚持
古人所言，做学问“板凳要坐十年冷”，不坐冷板凳是出不了成绩的。经过两年奋
斗，在 1978 年形成三十万字的初稿，即后来成书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
(第一卷)，初稿获得一致好评，并组织了一次全国有 80 余所高校和研究单位参
加的学术讨论会。会议成立了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筹备联络组。1979 年底在武
汉召开了联络组会议，我被推选为筹建组组长，
并于寒假赴京从事筹备工作。1980
年 7 月中共党史学会正式成立，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连任两届。后又
参加编写了第二卷。一、二两卷都荣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一等奖。之后
我又担任副主编并部分执笔了高等学校的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
《当代
中国史》等，其中《中国国民党史》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虽只写到 49 年，但却
以开创性的眼光发掘历史，
是大陆时事和台湾史实的相互参证。
由于书稿和会议的影响，教育部委托杭大举办中共党史进修班。名额分配给
全国高校。我主持并主讲，在此基础上，
教育部批准了我们的硕士点。这里，
我还想
起了一件事：办班原来不知道有讲课费，结束时忽然收到了每节课 1.5 元的讲课
费。我提出抽取一部分给教研室的其他教师和行政人员，获得了讲课教师的同意。
与他人分享劳动成果，后来此事竟然为我高级职称评比提供了便利。不计较个人
的蝇头小利，
与人和谐相处，关心别人，
这是为人之道。
在杭大带研究生期间，
我正值担任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利
用此契机，
我让研究生去旁听，
安排他们去访问胡华、
缪楚黄、彭明等名家。我希望
学生可以从名家各有所长的研究方法及其风格中，开拓思路，放开眼界，博采众
长。我的育人观即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成果，并创造机会让学生结识优秀教授。让学
生专心研究，
静下心来做学问。把学生带得青出于蓝胜于蓝，是我的第一责任。事
实证明，当教师不能自认为高人一等，应把学生培养为超过你的人，这才是你的成
绩。做学问和政治工作，
最要紧的就是胸怀。当学生进步了，
或是学生入党了，
这是
我两个最开心的事。
调任杭师院党委书记后，为了顺应国际化思潮，
大力培养学生的音乐细胞。我
决心申请将音乐科升格为音乐系，
以招音乐本科生为契机，
来吸引优秀的人才。我
计划筹备花 30 万元人民币去德国进购一架钢琴。至于外汇资金的审批，我先是特
此邀请当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来校观看音乐系学生的演出彩排。当看到他
们频频点头，称赞音乐系水平不错时，我抓住时机，立马从包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
申请报告。这招棋下得有惊无险，
出奇制胜。我想这是留住人才，
促进学生提高音
乐素养，走向国际化的幸福“预谋”
吧。
在教育学院当校长时，有一年去上海参加会议时，会议安排我们入住锦江饭
店。我嫌太贵，
舍不得多花国家的钱，中途退房，住进了车站旁的小旅馆。可是为人
节俭的我坚信，
钱要花的适得其所。80 年代时，
有个青年教师要参加在国宾馆举行
的国际会议，但是按规定助教达不到入住标准。得知此事后，我立即特事特批，以
此来创造机会提升青年教师的素养。同样，为培养骨干教师和吸引优秀人才，
我们
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在职研究生学习，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凡考试成绩合格的可
以回校报销学杂费等。青年骨干教师潜力无穷，他们的崛起带动了学校发展。
退休后，为了留住一些历史文献，防止宝贵的资料流失，我忍痛割爱将六柜子
的全部书捐出去了。其中，将文化大革命中收集的文革资料全部捐给省委中共党
史研究室；将机密性高一些的专业型的书捐给本校社科部；将大部分捐给绍兴文
理学院，为家乡做贡献。还有一部分书捐给了中学母校。将一些通俗易懂、
老少皆
宜的革命故事书则捐给老家村图书馆。
回顾自己的教书育人过程，我深刻感受到，要当好教师，必需具备一定的教育
学和心理学知识。因此，在学校建设过程中，我提出要对来校任教的非师范毕业生
应额外补读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为此，各设置了 10 个专题。根据自身教学经
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懂得“察言观色”。通过观察学生听课的神态，
学会或
及时刹车，或补充一些材料。有时遇到难点，或必需记住的的理论观点，要放慢速
度让学生记下笔记。而本科生需要掌握学习更多的知识，学以致用以备打下坚实
的基础。谈及文科和理科，搞语文的同学需要向理科生学习，将理科生活跃思维的
优势贯彻到写作中，将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相结合。此外，师范生需要有端庄从
容的仪表，
能说一口流利规范的普通话，
能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同时，
美术、
音乐等
艺术素养也不容忽视，力求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教师与学生也是互惠双
赢的双方。教师应该与学生多接触，开拓思路，找到可研究的课题。学生与教师多
接触，以获取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花有叶而红，
叶衬花而绿。师生互动，犹比红花绿
叶，两相互补，方可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带动学校长远发展。
（口述 / 姚鸿瑞 整理 / 陈莹莹）
作者为我校终身荣誉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7 至 1991 年任我校校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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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喜迎 G20， 携手共建多语言课堂
“
（你好）！”
“
（你好）！”采荷二小五年级多语种社
团班中的孩子们扑闪着大眼睛，认真地学着我校韩语
外教李明姬老师的发音用韩语打招呼。在这一声相互
问好中，我校与采荷二校合作的多语种课堂拉开了序
幕。
为迎接 G20，服务杭州的城市发展，并且拓展我校
留学生的第三课堂，我校积极开拓了多种实习实践与
体验平台，大力鼓励和支持我校外教和留学生走近课
堂，传播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多语种社团课程主要
由所在小学安排，我校在与之合作时给予师资和课程
支持。来自韩国、俄罗斯、墨西哥和法国的我校师生将
两两分组承担授课任务，在教孩子们学习外语的同时
介绍 G20 国家的风土人情。

韩语课堂 精彩纷呈

地拥抱着我对我说
（我爱你）的时候，我感到
特别温暖。”
最让李明姬老师感动的一件事是班上有一个同
学因为生病不能来上课，最后一节课下课时他匆匆赶
到教室，哭喊着抱住李老师，非常激动：
“老师，今天我
有事不能参加你的课，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我非常喜
欢你的课。老师，
我爱你！我会继续学习韩国语的！”
李老师的韩国语课堂不仅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连采荷二小的老师们都激起了莫大兴趣，希望李老师
能为教师们开设韩语班。

俄语课堂 满载而归
来自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交换生安德烈是本
次俄语课堂的老师。性格腼腆的他在第一次站上讲台
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
“ 我们国家的小学是采用小
班化教育的，一个班级总共只有二三十个学生，而当
我看到班上有四五十个孩子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
可不可以下次再教，我还没有做好准备面对这么多的
孩子。”
安德烈略带不安的表情，
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紧
张。
“但是周围人的鼓励让我有了勇气，他们一直说我
可以，于是我硬着头皮上了课，没想到一堂课下来效
果也不错，这让我感到幸运。”9 岁的安德烈之前从未
有过走进课堂教学的经验，第一次尝试面对的便是一
群中国孩子，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精心备课
后，他在课堂上教学生们一些简单的俄语字母和数
字，孩子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课后学生们问我一
些问题，我尽量在脑海中搜寻很多中文或英文词汇来
解释，但看到他们是一幅茫然的样子，有些孩子很害
羞就不继续问了，
”停顿了会儿，安德烈露出了开心的
—用口语加上肢体语
笑容：
“ 最后我想出一个方法——
言去表达我的意思，并且鼓励他们多问问题，最后孩
子们都懂了并且也提了很多问题。”
对安德烈来说，
这次的教学活动挑战虽大，但收获

了很多。
“尤其是在下课时当一个小孩跑到你面前用俄
语对你说了一句
‘再见’
的时候，
那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感
觉”
，
他微笑着说到。安德烈对他的教学成果非常满意，
他觉得中国的孩子很有语言天赋，
有些孩子在发俄语的
音时完全没有口音，
让他感到很惊喜。他也很庆幸能成
为这个活动的参与者，
因为这次活动锻炼了他的汉语水
平和教学能力，
特别是一节课后班上的全部的小朋友可
以流利地用俄语向他问好、
致谢、
告别时，
他感觉自己成
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使者。而谈及对中国学生的感受，
他感慨：
“我非常喜欢中国学生，
他们很聪明，
而且在课
堂上有非常好的纪律，
一直会安静、
认真地听讲，
我非常
喜欢他们。”

目前多语言课堂的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来自
法国和墨西哥的留学生沙利文和筱茵虽然还未走进课
堂教授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但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
“我是这样设想的，”
墨西哥留学生筱茵心中早已
有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
“我的三节课中最核心的部分
是要教会孩子们西语的字母表，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
如何发音。但是在课堂的开始，
我会先和他们打招呼，
说一些最基本的问候语以及介绍自己。我还设计了一
个互动环节——
—将他们的名字翻译成为西班牙语——
—
他们肯定非常感兴趣并且通过这个可以体会到西语的
语言特色。最后，我将教授所有他们感兴趣的单词以及
想知道的句子。”
法国留学生沙利文亦是如此，早已蓄势待发。问及
想到即将去给中国孩子授课是否会紧张时，沙利文满
满的自信：
“我相信一定会是自己预想的结果。”而提及
关于参加这次活动的原因，沙利文称：
“迎接 G20，我
们也想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并且还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自己国家的文化。”奔着这样的目标去策划教学内容，
去努力实践，相信结果肯定如沙利文预期的美好。
多语种 课堂 走进小 学，孩子
们在学习异域语言的同 时，感受
到了相应国家的文化，而 我 校的
留学生与外教也在这样的机会
中锻炼了自己，实 现了 价值，成
就了梦想。两方也在这座文化桥
梁中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喜迎 G20，携 手 共 建 多 语 种
课堂，让杭 州面 向世界 的同 时，
也让域外的多元声音、世 界的 多
元文化在杭州相 碰撞 、相交 融、
相吸收。 （本报记者 吴金萍）

俄罗斯 留 学 生 安德 烈 在 教 6 年 级 学生 如 何 说 俄 语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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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stitutional Partner:University of Colima
By Genoveva Amador Fierros

The University of Colima (UCOL) is a Mexican public university with several campuses
across the state of Colima, bordering the Pacific
Ocean. It was created on September 16, 1940 by
the President Lázaro Cárdenas as People's University of Colima, and intended to serve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Michoacán, Jalisco,
and Colima. The University's library system
holds over 93,127 volumes.
On December 8th, 2014,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ZISU) and UCOL signed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agreement
with the objective to offer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have a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during one or two semesters under the frame of academic basi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host university in immigration procedures, place for living
and the use of university’
s facilities on campus.
For UCOL this partnership has been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 options for Colima
students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intercultural
and global competence in a prestigious institution. The cultural learning that China provides to
our students is enough to say their experience

worth in this exchange program, and it is still
strengthen with the valuable education and
great support given by ZISU. it is being one of
the most fruitful academic relationship not only
for the number of students benefit from both
sides until now but for the speed in which we
have built confidence in each other institution.
During 2015, 6 ZISU Students have come to the
University of Colima and three students from UCOL have gone to ZISU, to study at least during
a semester. Both institutions have demonstrated
enough experience to rece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o share the aim to contribute to a
mutual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countries through the
student’s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Chinese students and especially those coming from ZISU to UCOL have excelled by being
kind, disciplined and organized, committed to
its goal of study and want to learn always more.
They have been also collaborative with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of UCOL and have
showed avail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our“Intercultural dialogues”. Definitely, ZISU students

以“兴趣”
为支点
撬动创业之路

法语西语 整装待发

韩国外教李明姬第一次和学生见面，握手
并教他们说韩语的“你好”
李明姬老师的韩国语课堂内容丰富，深受学生喜
爱。为在短短三节课时间内安排出一套连贯、
生动，
并
且能让学生真正有所收获的韩语课堂，李老师可谓煞
费苦心。她在准备阶段苦思冥想，首先罗列出大量她
想传授给学生的韩语语言文化知识，反复思量后筛去
一些不必要和来不及讲解的内容，将剩下的精粹部分
用严密的逻辑串联起来。这样一来，李老师的教学内
容安排清晰明了又紧凑，每堂课之间内容不仅相互联
系还层层递进。“我的第一堂课主要是介绍韩国和韩
国语，以及教读一些比较简单的韩语。因为考虑到学
生从零基础接触韩语会不太适应，我想到了让韩语发
音先以相近的英语来呈现的方法教授学生，这么一
来，学生的接受成果非常不错。”韩老师脸上挂着笑，
为自己想到的方法起到了满意的效果而开心。“介绍
韩国文化以及教授数字 1~10 的读法被安排在第二堂
课 ，” 李 老 师 说 ：
“最后一节课我开启实战演练模
式——
—让大家一起跟学、表演跆拳道，而后利用韩语
作简单的自我介绍。”三堂课下来，
收到的效果可谓超
出预期，孩子们能在课余流利地用韩语打招呼，说再
见等等，这让李明姬老师很欣慰，但也有遗憾的地方：
“授课时间实在太少了，我还有好多东西想教给她
们。”
李老师表示惋惜。
来自韩国的李老师是一个外形明丽，性格可爱开
朗的老师，她在中国教授韩国语已经 5 年多了，并且
一如既往喜欢着、坚持着教学这件事，只要有机会，她
可以时刻准备着去任何地方教授。
“教学是一种交流，
是一种双向的感动，当我看到孩子们下课时毫不吝啬

青春同路人

are making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ur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because not only our students learn from China through them but they
also build friendship that could be lasting ones.
Yanyan Zhu, is a ZISU student who left deep
impress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Colima not only
for her committed to their studies but also for
her interest in play the guitar. She visited“Paracho”, a little town in the state of Michoacán in
México, famous for its artisans who make the
best guitars in the country, and said she wanted
to ask for making her own guitar. Yanyan is a
very proactive student.
ZISU is such kind of institutional partner,
which one would have wanted to meet long time
before. We both are prepared to give our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not only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but also including a second degree for them, as a result of some kind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both institutions. I am
aware this is an ambitious but realistic idea that
ZISU and UCOL could develop for the future.
(Head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of UCOL)

Wonder Feel 团队成员赴绍兴实地考察
供货商
“创客”正成为时代的热词，而当下的大学生正
蓬勃成长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来自 2013 级实验
班（国际化应用人才培养）的王琰同学，创建了浙外
首 个 跨 境 电 商 团 队“Wonder Feel”，专 营 国 内 外 商
品买卖。在她的带领下，团 队不断取得突破 ，并于
入 2015 年 12 月 17 日驻我校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内
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兴趣是最好的动力。2015 年暑假，王琰本是抱
着增长才干，积累经验的想法参加跨境电商培训
的，阴差阳错，正是这一培训让她感受到了跨境电
商的趣味性，唤醒了她内心对创业的渴望，使她踏
上了跨境电商的自主创业之路。
现在是
“互联网 +”
的时代，王琰在兴趣的促使下，做了大量的市场调
研，确定了自己的创业方向，并与同学开始了大胆
的尝试。“起初，我还犹豫不决，不知从何着手，更
别说找到创业的切入点了。但是一旦找到了方向，
就会发现这份工作和自己曾经做过一样，做起来
非常地顺手。这应该与平时学的专业知识，
生活中
积累的经验，特别是自己对创业浓浓的兴趣有很
大的关系吧。”
谈到创业的动力，
王琰如是说。
创业要迎难而上。作为一个创业新手，
缺乏对
市场的敏锐度以及对商业管理的认识，创业还是
走了不少弯路。王琰告诉记者，一开始她以为在后
台 PO 商品介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就对商品
进行了简略地描述。后来才发现，国外购物网站的
后台对产品的描述要求非常高。因为一时的大意
可能丧失销售机会时，
她还是有点失落的。但她并
没放弃，而是马上振作起来，争分夺秒地去查找和
搜索相关专业术语，向学校专业老师请教，组织团
队翻译和更新产品说明书，通过调查问卷了解产
品最新信息等。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琰的努力终于
得到了顾客的青睐，而这件事也让她深刻体会到，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理所当然地做决定，深思熟虑
才能出奇制胜。
一个创业团队的主要工作是思考、决策、尝
试、执行和总结。让王琰骄傲的是，在她的复合型
团队里，每个成员都能独当一面，又能精诚合作。
王琰说，如何分配任务，保持执行的节奏，保证团
队的士气，这里需要花费很多心思。当初为了买到
合适的竹炭纤维产品，团队开了一下午的会，成员
们对竹炭纤维产品的销售的各个环节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根据最终形成的意见和成员的专长，团队
及时地进行了分工协作。有的成员负责分析竹炭
纤维制品在 eBay 速卖通等电商的销量情况，有的
实地调查竹炭纤维材料的市场行情，有的则与供
应商讨价还价，有的晚上直接睡到在公司以方便
工作，有个为了地道地翻译说明书，硬是把福步外
贸论坛里关于竹炭纤维所有的帖子都看了一遍，
笔记记了整整 5 张 A4 纸……每一次的尝试，都是
团队执行力的印证。正是由于大家的协作与执着，
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王琰说，一个好的创业团
队，往往包含了一个执着的你、一个你爱的事业和
一堆爱你的专业伙伴。
王琰对创业有着独到的见解。
“我们年轻有朝
气，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那
就成功了一半。”王琰鼓励有创业想法的学子勇于
追梦。一旦决定创业，就要拿出百分之百的热情。
没有火焰般激情的创业是很难成功的，没有全身
心投入的创业会被“市场经济”所吞没。大学生创
业中并不缺乏成功者。成功者往往是那些根据自
身爱好找准了自我定位，经历了创业最初的冲动，
经受了种种挫折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从而走向冷
静和成熟，对创业和成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的
人。
（本报记者 李瑶瑶）

Wonder Feel 团队成员赴杭州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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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岁月的影子

文 / 雷婷

—读
—— 《偷影子的人》

当我 一头扎 进图 书馆时，那是 种什 么 样的 感 觉
呢？——
— 有了自由的感觉！
—题记
——

文 / 鲍徐敏

用高中的方法读大学如坠云里雾里在闲暇的时光挥霍在游戏
和玩乐上多少有些空虚，后来偶然发现暗藏前人喜怒哀乐的图书
馆可以消磨青春时的迷惘。我便一头扎了进去，那是种什么感觉
呢？——
—有了自由的感觉，我可以尽情奔跑在斑斓星空之下，草
地软绒绒的；我也可以伏在地上，看一朵艳丽的毒蘑菇开出花朵；
我听见江潮磅礴起落，那是生命的壮阔……我所好奇的、所不知
的都可以在书中找出答案，找到缘由。在安静和孤独之间寻找到自
己的位置，那是书籍赋予的归属感，而思考在沉寂中让人的心灵获
得自由。
和读书不一样，写作的路途确然奔波，
“你会写”和“你在写”绝
对是两码事儿。心中构筑起恢弘富丽的城堡，而笔下却只能描绘成
废墟，多少次遗憾于天赋不足，心中闪过的句子难以捕捉，但有多少
次自我否认就有多少次重新振作。我仍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个采访
任务——
—采访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奖获得者汪越。当时的我是胆怯
的、
羞涩的，
对从未尝试过的采访充满好奇与担忧。但过程出乎意料
地通畅，她的讲述为我推开她大学生活的大门，我如同贫穷的农人
吃惊地在金碧辉煌的城堡中游荡。——
—原来大学还可以这样过！我
为其勤奋努力拍手叫好，又为其遭遇到的困难挫折扼腕叹息。她用
平淡的语气缓缓叙述她的故事，如同一条流淌的河水，我是条游鱼
缠绕于她喜怒哀乐的水草之中。
那个写作的晚上，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噼里啪啦的打字声和着
寝室里高低起伏的呼吸声响起，是这个夜晚最生动的伴奏。当这篇
几经删改的文章最终变成铅字在灰黑色的报纸上被印刷传阅的时
候，我才意识到，阅读和写作对我的重要性，前者让我个性成熟成
长，后者让我一腔思绪得以斥诸笔端。我抚摸被印在报纸上的我的
名字，
一遍一遍地看自己写的文章，
每一个字。当放弃一件事情需要
比坚持下更大的决心，那正说明我们非干不可。
入校两年来，我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网络平台上发表了数万
字，
也曾在一些写作比赛中获过奖。但我知道，真正值得在意的并不
是这类被量化了的数据，而是一些我不曾注意到的东西。在我采访
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优秀人物以其个人品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思
维模式和处事方式，指引了我前进的路，在不知不觉中激励我持续
的努力与坚持——
—因为我是写作者，所以我比一般读者认识到的更
加深入、更加深刻。换句话说，如果这篇文章连自己都打动不了又如
何去打动我的读者呢？对写作的执着又鼓励我进行大量高效的阅
读，我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与无助，对于阅读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多
么想紧紧握住那双拨开历史风尘的手，看清智慧与真理。幸运的是
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产生的深厚友谊告诉我，我不曾孤独。
曾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进入校档案室查阅资料。看到二十年
前学校出的报纸，发黄泛旧，却被装订好保存在岁月的档案箱里，
以供后来者翻阅，纪念逝去的美好与精彩。这首诗的作者可能早
已儿女成群了，那篇报道的作者又在何处默默生活？他们会否还
记得年轻的自己以文字为印章，在青春的画册中按下了一个鲜红
的印。那些写这些文字的手都苍老了、枯萎了，而这些文字却一直
年轻、单纯、反叛，正是思想与写作的神奇魅力。我嗅着空气中灰
尘的味道，心异常踏实而坚定。这些文字铺就我即将踏上的路途。

生活就像一锅浓浓的高汤，把酸甜苦辣的作料都一股脑地炖成
同种风味，说不清楚这里留下了些什么。成长这件事情就好像是在
高压锅中不停地被发酵，被冒着泡，即使你想拼命地记住些美丽的
回忆，可是随着风儿一吹，好不容易出现的气味也就飘散了。“但其
实，人生最棒的回忆就在当下，在眼前，而且这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
时光。”马克·李维在《偷影子的人》中如是写道，
“生命中某些珍贵的
片段，其实都来自于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个作家就是用最清淡的语
言文字来构建一篇平凡又有味的故事，讲述着那个留住孩子童心的
影子。
《偷影子的人》呈现的是一个孩子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老是被同
班同学欺负的瘦弱男孩，不经意间却发现自己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他可以偷别人的影子，因此可以看见他人心事，听见别人不愿说出
口的秘密。于是他开始为每一个孤独的影子点上一盏暖暖的小灯，
照亮生命的光芒。渐渐地，那个拿着风筝在海边奔跑的小男孩长大
了，告别了自己居住的小城市，告别了度假村里遇到的小女孩，也把
真正的自己留在了过去，尘封了起来。人生总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翻转，一切运行地很糟。但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改变了事情的
发展。妈妈的离世使他又重拾了自己的影子，在阁楼上重新走进了
自己。或许这一切都来得太晚，
就只能梦想着，
能否有一时片刻重新
变回寄居在父母屋檐下的孩子，能抱抱他们，不害羞地告诉他们，我
们爱他们，为了让自己安心而紧紧依偎在他们身边。
子欲养，而亲不待。神甫做着弥撒，男孩听着他讲道：
“人们从来
不会失去他们的双亲，即便过世之后，
他们还是与你同在。那些对你
们怀有感情，并且把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你们，好让你们替他们活下
去，会永远活在你们心中，不会消失。”以前习以为常的场景再也不
会出现了，再也无法整理插在花瓶中的含羞草；再也不能在夏天戴
上草帽；再也不能在秋天披上一条克什米尔披肩……任思绪飘到了
这里，我想自己感觉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单。岁月偷走了自己最为
珍视的人，留下的是那些普通到再也不能普通的细枝末节，往往是
这些回忆才最伤人肺腑。
不要再等待了，
等待才是这个世界最无情的杀手。我想，
这本书
用孩子的视角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也许你现在还在等待亲人主动
打来的电话，何不在一个下午敲响熟悉的大门呢？也许你现在还在
等待朋友的拜访，
何不在好天气里亲自送上一封书信呢？也许你现
在还在等待满意的出行计划，何不背上行囊搭上一列开往春天的火
车？你在不知自觉的等待中，岁月也在悄然无息地侵蚀着父母的容
颜，掠夺你的记忆，挖空你的青春，直至让你卸下所有的装备，忘记
了所有的念想。
留住岁月的影子，它从来不会变老。只要有光的地方，它就会默
默地出现，陪伴着你悠长的巷子口，把你送进那个温馨的人口，自己
却默默地隐于漆黑之中。只要你转过头看看，
蹲下来拥抱它一下，
它
就会告诉你很多关于亲情友情的小秘密，带着它们，我想在即便是
在一段平淡如水的日子里，也会慢慢地变得丰盈起来，散发出点点
幽光，让你和更好的自己握手言和。

向日葵的朝气衬得后面的学校新
文化形象标识越发庄严，
“明德弘毅、博
雅通达”八字校训向世人展示了浙外人
的处世原则与求知精神。行政楼矗立在
校碑石后面，灰白色的墙静静地诉说着
它的历史：数十年风雨砥砺，
薪火相传。
Juxtaposed with the lively
sunflowers, the university monument behind seems ever more
solemn. The university motto
“Virtue, Perseverance, Erudition,
Practicality” engraved in i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de of conduct and ceaseless quest for
knowledge showcased by staff and
students in ZISU. Sitting behind the
monument is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whose grey walls symbolize
the university’s time-honored history: for decades, it has weathered
one storm after another, and passed
on knowledge, skills and spirit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杨蕾 摄

我眼中的《边城》
文 / 盛瑶瑶

《边城》讲述了民国初年，位于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
—
茶峒，有位颇有名望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
傩送同时爱上渡口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的故事。老船夫怕翠
翠重蹈其母亲因婚姻而不幸殉情身亡的覆辙，对她的婚事十
分上心。翠翠邂逅了二老，心生爱慕之情，却羞于表露。后又
与大老相识，大老喜欢上了翠翠，于 是，顺顺托杨马兵来向
老船夫说媒，翠翠十分恼怒。王团总派人向二老说媒，并愿
以新碾房作陪嫁，但二老只要“渡船”。大老得知弟弟 爱翠
翠，郁闷不乐，遂乘船外出经商，不幸毙命。二老得知消息后
不愿提亲离家出走。老船夫怅然伤怀，劳累过度，在一个夜
晚于是诀别。翠翠依然守候在渡船上，长年为人摆渡，等待着
二老归来。
《边城》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老船夫，在他身上，我看到了
一种男性的伟大，
“凡百委屈不可以包含，凡百苦难莫不可以
忍受，凡百罪恶莫不可以宽容”
。大老、
二老、
顺顺怪他，
就连翠
翠也不清楚他。他一肚子的委屈，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躺下
了，留下了一大堆的心事，我估计他是死不瞑目的。他生前又
是那么的善良、朴实、倔强。渡头为公家所有，故渡船不必出
钱，有人过意不去抓了一把钱掷在船板上，他一一拾起塞进那
人手心里去，只求心安理得。他深爱孙女，为孙女的幸福操碎
了心，他身上那份摆脱不掉的沉重、孤寂和寂寞又与谁诉说
呢？老船夫的一生看似平淡，但却又是那么令人记忆深刻，难
以忘怀。
小说的主人公翠翠，我喜欢她的简单、善良，虽有点小孩
子脾气但又是那么的体恤人，善解人意。她会因爷爷回来晚了
而生气，但只要爷爷带了“好东西”，她会马上高兴起来。面对
一份清纯美好的爱情，她的内心是既复杂又矛盾的，她梦见自
己“摘了一把虎耳草”，说明她内心是渴望与傩送的爱情的，但
是她又羞于表露。或者说情窦初开的她，本身都还没有意识到
所谓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她对爱情有一份朦胧的向往和一
种讲不明白的感受。沈从文细腻的描绘出了翠翠的内心世界，
为我们展现了自然之中成长的女孩朦胧的哀与乐。阅读时，每
当看到傩送与翠翠相遇的场景，我多么希望翠翠可以再勇敢
一点，但是总是因为她的“躲避”而错过，不免让人叹息。但或
许这才符合在茶峒生长的翠翠最本真的形象。也许，
故事的美
丽就在这遗憾中。
某位学者说，
《边城》 描述的爱情大概是实际与诗情之间
的关系。大老的择偶标准是
“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
好”，
天保的性格是实际的。而二老的性格是诗意的，
在如诗如
画的小山城长大的纯情少女喜欢诗意的二老，想必也是可以
理解的。“爱情是一出永远唱不完的悲剧”
，因种种原因，有情
人未能终成眷属，实际与诗意之间，哪一个才是最好的归宿，
我们都不得而知。也许，
就像张爱玲所说“娶了红玫瑰，
久而久
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
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
的一粒朱砂痣”
，谁又能说得清，道得明呢？故事的结尾说“这
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但是，
到了冬
天，那个坍圮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我相信那个让她在睡梦
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会渡着他的船回到她的
身边，这才不枉她一生对诗意执着的追求！

图 / 雷涵喻 文 / 林含恣

关于《大鱼》
文 / 黄莹莹
生活或许是平淡的，但绝不是寡味的。
—题记
——
有人说这是一部奇幻版的《阿甘》，的确，故事励志，但绝不同
于阿甘的身残志坚；有人说这是一部和《美丽人生》一样歌颂父爱
的，我同意将它与《美丽人生》相提并论，但绝不仅仅是父爱，更是
生活；有人说更适合男孩看，因为男孩才能懂，我同意该给男孩
看，但并不是男孩才能懂，而是通常情况下女孩更加能够善解人
意，这或许是天赋的一部分，
正如影片中威尔的母亲和妻子。
这是一部很适合夜晚的电影，
一开场就如同进入了一个童话故事，
叙事平淡但总能有出乎意料的情节，幻想与现实交织，矛盾与理解交
替，
最终升华为铭记与传承，
于是父亲的故事被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心很脆弱，你得学会去哄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告诉你
的心“平安无事”。激励人心的力量自然是少不了的，但是它不直
白，不透明，它用一个个传奇的故事给你温暖与力量，或许一开始
你会不解，你甚至不明白这么荒诞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正如影
片中的儿子威尔一般不解更加不屑，但是你终会被它打动。
“你不
需要相信它，只需要去信仰它”
，谈到信仰，大多数人会想到《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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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奇幻漂流》，然而这部电影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去相信说明是
有意识的，有退路的，然而信仰，
是无条件的，能够给你力量。
前几年流行过一个词——
—人艰不拆，
出自一句歌词“人生已经
如此的艰难，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影响，我
们总是批判中国人说话含蓄，掩盖事实，强调实事求是，让一切在
阳光之下，于是“我就是说话有点直”的人更多地涌现出来，我们却
忘了，有时候含蓄是一种善意。坦诚、直率当然是好的，
但“说话直”
不是你随意揭人伤疤、伤害别人的托词。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生活或
许都是平淡的，
这并不值得指责，
每个平淡生活中的人也都有做一
个“英雄之梦”的权利，给生活插上想象的翅膀，生活就如童话一
般，
那代表着青春、
激情与梦想。然而影片中的儿子一开始并不理
解父亲，他一次又一次因为父亲讲述的虚幻的故事而与父亲产生
争执，他眼中的父亲虚荣、满嘴谎言，他一次又一次将这一点揭露
出来，一次又一次伤害着父亲。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
当父亲神采奕奕地讲述故事的时候，
母亲总是微笑着注视着父亲，
在故事中也一直“纵容”着父亲对于自己是一条大鱼的幻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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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加入这个家族的威尔的妻子，当她听到故事时也是一副兴趣
盎然的模样，看着年老的父亲就如同孩子一般。童话、传奇、故事将
不完美的世界变得温暖。有的时候，真相并不重要，
温暖人心的力
量、
令人愉悦的力量更加可贵，除了幸福，
人生还在追求什么呢？
“原来温柔，是彻底地懂了”
，经历是为了懂得，为了人们相互
之间感同身受与理解沟通，
懂得使人变得包容，变得柔软。没有谁
是无所不能的神，
但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自己。
威尔最后为父亲建造了一个传奇的结局，令人激动的不仅仅
是威尔终于理解了父亲，还因为他接过了父亲传递给他的精神力
量，
不再排斥想象，不再排斥梦幻，
不再排斥一个趣味盎然的人生。
“你可曾听过一个笑话，因为听过太多次而忘记了它为何好
笑？但是，当你再听一次的时候，突然之间，
它又变成全新的。于是，
你想起来你最初为什么喜欢上它。”
经历过现实洗涤的童真往往具有更加温暖人心的力量，一如
穿过黑暗的那束光芒。找回最初的那个自己吧，直面现实的种种，
然后孩子气地建造一所生活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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