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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30日上午，校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传达第十
九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和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与会成员认真学习
了习近平同志在会见第十九次全国
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精
神、刘延东同志的讲话和《中国共产
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
大家围绕如何学习贯彻第十九次全
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共
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

校党委书记姚成荣在会上指出，
第十九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和
《工作条例》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中央
对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和高校党建工
作的最新要求，要把学习好、贯彻好、
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学校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他强
调，一要深刻领会精神，把思想认识
统一到中央对高校党建的部署和要

求上来。在学习中要正确把握高校党
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牢牢把
握中央和省委对于加强高校党建工
作的新要求，准确把握围绕中心抓党
建的新部署。二要紧密联系学校实
际，进一步理清学校党建工作的思路
和重点。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
设，提高办学治校能力；要以贯彻落
实《工作条例》为抓手加强学校党建
工作，进一步明确党组织的职责任
务，健全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制度；要
以构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
程育人”工作机制为着力点，进一步
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要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工作，推进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三是当前要以支部为单
位，认真开展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工
作，要在谋划、研究 2011年的工作思
路时做好结合，要继续安排好对国家
及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等的专题学习。

学习会上，校党委副书记程胜松

重点就 1996 年印发和 2010 年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作了详细比较，具体分析
了新条例与旧条例对比十个方面的
变化。他提出，新条例体现了党的建
设对高校的新要求，是指导学校未来
一个时期党的工作的重要文件，必将
对推动高校党的工作科学化、民主
化、制度化，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贯彻执行、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
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副校长金
运成围绕“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在哪
里”“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两个
问题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认为面
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当前学校的党建
工作要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党建工
作会议精神和《工作条例》为契机，优
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
动方式、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推进学
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

中心组成员及学校各党总支（直
支）书记和党委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了学习会。 （新闻中心）

学校认真学习贯彻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浙江外国语学院
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专题会
议于 12月 30日至 31日召开。
会议专题审议了《浙江外国语
学院岗位设置及聘用管理试行
办法》。校领导和全体教代会代
表参加了会议。列席代表参加
了 30日下午的大会及讨论。

会上，校长鲁林岳就学校
岗位设置及聘用管理试行办法
的起草情况作了说明。
按照会议议程，全体代表

大会后，各代表团分组讨论审
议了《浙江外国语学院岗位设
置及聘用管理试行办法》。

会议认为，该《办法》符合
上级有关政策和学校实际情
况，可以付诸实施。大会以举手
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关于
〈浙江外国语学院岗位设置及
聘用管理试行办法〉的决议》。

(校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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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1 日，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主
任谢利根、副
主任王三炼来
我 校 指 导 工
作，为我校教
师作了“国家
社科基金及省
社科基金项目
申报”辅导报
告，并与我校
领导徐颂列、
洪岗、郑亚莉，
各学院分管科
研的院长、国
家社科基金及
省社科基金项
目申报人及其
他科研骨干教
师进行了交流
探讨。

谢利根主
任结合我校申
报书情况，围绕
“问题”“方法”
“资料”“技巧”
四方面进行了
指导。他指出，

课题选题时问题意识要强，要加
强现实关怀，在意义与价值的判
断中选择课题；研究方向应该更
加凝练集聚，研究方法上可以适
当学习借鉴其他学科，通过研究
方法的转换来增强创新能力；研
究资料要有所开拓，要重视田野
调查和实证研究；申报书撰写应
紧扣选题，要特别重视研究思路
和主要内容阐述的清晰性。王三
炼副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国家社
科规划课题和我省社科规划历
年申报及立项情况。

（科研处谢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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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0日晚，浙江外国语学院 2011年元旦晚会暨第一届社团文
化节闭幕式在校本部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程胜松，党委委员、校长助理
赵庆荣以及相关学院、部门负责人与同学们一起观看了晚会。师生们
满怀着迎接新年的喜悦，为晚会带来了优美婉约的民族舞蹈、经典婉转的
越剧演出、高雅优美的歌曲串烧、神秘精彩的魔术表演、新鲜靓丽的模特
show、地道搞笑的相声表演等精彩节目，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喝彩。晚会
上，校领导为获得 2010年度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风建
设班级、优秀社团和学校奖学金、陆侯燕英奖学金等荣誉的单位和个
人颁奖。 （校团委）

春满人间庆元旦 福临浙外扬新帆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决定，授予我校王治文老师与省内其
他 16位教师“浙江省功勋教师”荣誉称号。 （新闻中心）

王治文老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
授予省功勋教师荣誉称号

我校召开统战迎新恳谈会
本报讯 12月 29日下午，我校召开统战迎新恳

谈会。校党委书记姚成荣、党委副书记程胜松、副校长
郑亚莉、党委委员邱卫东等与我校省政协委员、各民
主党派成员亲切恳谈，大家就新形势下加强我校统一
战线工作、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等进行了交
流。姚成荣在与民主党派成员的交流中，充分肯定了
我校统战工作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肯定了各民主党派
为学校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希望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
设，努力探索创新工作思路，积极为学校建设特色鲜
明的普通本科高校建言献策。郑亚莉作为民建成员就
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等与民建成员进行了探讨。

（党委统战部）

学校走访慰问老党员
和生活困难党员

本报讯 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下，近期学校开展
了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活动。1月 13日，学
校召开生活困难学生党员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程胜松
在座谈时勉励受资助的学生党员要勇于面对困难，自强
自立，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带领广大同学创建优良学风，共同进步。同学们表
示，党和学校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今后一定好
好学习，努力向上，回报国家和社会。党委组织部负责人
还与其他相关部门领导一起走访慰问了解放前入党的
老党员和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党员。 （党委组织部）

校报五件作品获
浙江省高校校报好新闻奖

本报讯 12月 29日至 31日，浙江省高校校报研
究会 2010年年会在东阳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召开。会议表彰了获得“浙江新闻奖”和 2009年浙江
省高校校报好新闻奖的单位和个人。我校校报发表的
《教书育人是一种责任》等 5件作品分别获得浙江省
高校校报好新闻奖通讯、消息、版面和图片类的二、三
等奖。 （新闻中心）

难忘 2010
———学校年度新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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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的时候看完《当尼采哭
泣》时，感受到的是值得与疲惫。因
为在尼采的如诗的语言中沉寂，十
分享受，但思考揣测他的思想却是
无法企及的高度，令我立刻感受到
知识的匮乏。合上书的最后一页，
便再也不敢翻开去深究其中的奥
妙，一切都是懒惰使然。当《当尼采
哭泣》重新被记忆唤起的时候是文
艺心理课上观看了同名电影。它还
是闯进了我的脑海，逼我不得不去
打开记忆的阀门。惊奇的是，对于
这部影片并不像初识，更像是温
故，它就那么理所当然地在我脑海
中演绎着。

故事从一个步入中年的男子布
雷尔收到一封信开始。一个高雅甚至
带着些高傲的女子莎乐美把布雷尔
约到了咖啡馆。她请求他运用“谈话治疗”来治疗自己

的朋友尼采，在她眼中尼采是不可一世并有着自杀倾向的。但是
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并不稀罕接受所谓的心理治疗。不得已布雷尔
医生只好假装自己需要尼采的帮助，说出自己的困惑，寻求他的
帮助。于是，在一个月中，他俩相互治疗，最终他们终于能够勇敢
地正视那个真实的自己。

尼采说，当我说出“我无法忍受寂寞了”的那一刻，在
我自身的评量中，我下跌到了无法形容的深度———因为，
我舍弃了我心智的最高点。我所被指派的道路，要求我去
抗拒可能诱惑我离去的危险。“I just don’t want to die
alone”。这句话正是尼采不肯面对的。莎乐美的离开，使
尼采拒绝任何人走进他的内心。他的内心存在的只有
绝望，他坚信只有莎乐美可以读懂他，但是他却遭
到了她的拒绝，他在孤独中绝望，想在绝望中死亡。
但哲学家注定是要孤独一生的，没人能理解他高
喊着“上帝死了”，没人能理解他的超人哲学。

他的枷锁和布雷尔医生不同，布雷尔挣扎于
表面平静的婚姻和潜藏着的对女病人贝莎的性幻
想之间，他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冒险的刺激
总让人难以割舍。尼采把他带入了一个幻想的梦
境，最终使他明白自己内心所求。并不是说回到妻
儿身边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这是一个来自布
雷尔先生内心的声音。他追求那种得不到的刺激，
但在梦中看到妻离子散时，他才发现在他的心底
根深蒂固的东西。离开她们母子，他的心仿佛都被
抽空了。是尼采的指引让他看清了自己。

而尼采，他最终的泪，是因为他看清了自己的
孤独。但并不是布雷尔医生治愈了他的孤独。他的
孤独是源于无人了解他，也无人可以企及他所站立的
高峰。当他正视自己的孤独以后，他便更加自信了，从

此他就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和耶稣相提并论。
尼采和布雷尔是两种人，一个是超人式的，另一个

是凡人式的。但他们并不遥远，依旧可以是朋友，甚至一度
是如此的亲近。尼采说过，分割我们的只有一座小小的桥

梁，就在你差不多要踏上它的时候，我问你：你想要越过这座
桥，到我这里来吗？我想凡人都会犹豫退缩吧，就像布雷尔一
样多数人只要有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就满足
了。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又有多少个尼采这样的人，在桥的另
一边思考人思考人生呢。尼采仍然在孤独的等待中，他没有把
布雷尔引导到他的那一边，他知道布雷尔想要的生活，和自己
的大相径庭。他不想问一次你愿意过来么，因为他知道“你马
上就打退堂鼓了；而我再一次问你的时候，你依旧保持缄默”。
故事的结局是完美的，大家都开始正视自己的生活，懂得

以什么姿态面对人生。在我看来还是有些悲伤，因为站在桥梁
的另一头，尼采谁也没有等到，幸好他的心随他一起去了另一
头。
“自从那时起，高山与激流，还有一切疏远和分离我们的

东西，就被抛在我们之间，即使我们想要再聚首，我们再也办
不到了。但是，当你现在想起那座小桥时，你无言以对，并且迷
惑的暗自啜泣。”这是尼采的预言。尼采虽然是个孤独的前驱
者，但在历史的激荡中，又有多少人钦羡他的洒脱、他的智慧，
而暗自神伤，小声啜泣……

尼
采
在
桥
上
等
谁
？

“今日之责任，不
在他人，而全在我少
年。少年智则国智，少
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少年自由则国自
由，少年进步则国进
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
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
地球。”读过梁启超的《中国少年
说》，当时还能背几段。只是如今，我
已不再属于少年的范畴，时代的变
幻，社会的勃兴，思潮的流变，人心
的向往……在国际风云激荡的重要
结点和中国崛起发力的重要起点，
我已成长为一个青年，对少时诵读
过的诗文，也有了更深的体悟。

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同于爱国
救亡时代，拥有“中国世纪”光荣与
梦想的中国青年，注定不会平凡。我
们青年人的成长是和历史交织在一
起，脉络清晰，铮铮有声。伴随着阵
痛与博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
涌起，贫富悬殊、社会财富掌握在少
数权势者手中、底层精英难以通过
正规的途径上升从而过上有尊严的
生活……整个社会的正义天平发生
了倾斜。而当改革开放全面进入深
水区，“破”还是“立”？构建“和谐社
会”，谋求“科学发展”，长期以来土地
与农民的利害关系，城市化进程中的
城乡二元发展问题，中国经济整体布
局中的结构性瓶颈，老龄化社会与后
独生子女时代的两难境地……在这

样的现实语境下，今日的中国青年
必然无可回避，而当他发现自己所
处的圈子已经养活不了自己的理想
时，“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便成了
一门跌宕起伏的必修课。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纪
念五四运动 20周年时发表讲话指
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了什
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
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
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
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
队伍的前头。”同样，在北京大学建
校 11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在北
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鼓励青年
学生将爱国主义精神化为“以天下
为己任”的赤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信念，并把个人的成长进
步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
的时代洪流中去，矢志为实现远大
理想而不懈奋斗。

伟大导师的箴言让我们意识到
认清大局现实，认清自我位置的重
要性，也让我们深层次地思考“我在
哪里？能做什么？然后，怎么去做？”
我们小心翼翼地长大，以为自己做

不好，觉得自己不够优
秀，但《中国青年》的报
道 让 我 们 为 之 一
振———原来我们是“有
所作为，勇于担当”的
一代：“2009年，说是
青年突围的一年……
13 万大学生参军热

潮、大学生村官蔚为时尚、西部志愿
者计划方兴未艾、报考国家公务员
直逼百万、青年自主创业风起云涌，
不断书写人生传奇……我们还看到
更加开放、主动的中国青年以践行
社会公益责任、探寻时尚生活方式、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为主要内容，
“鸟巢一代”纷纭成长……”

对于辛亥精神，历来有多种表
述，比如爱国与进步、民主和科学，理
性精神、反帝反封建。也有人说，辛亥
精神是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
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全社
会幸福的统一体。战争年代，无数的
仁人志士，为了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解
放，为了国家的复兴和强盛，抛头颅，
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那
是何等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剧目。
当然，如今它们同样应该是我们青年
人心中之大旌纛。只不过，对于当代
青年来说，这些恒温的精神又有了全
新的内涵———青年的竞争力就是国
家的竞争力，国家的长足发展，需要
当代青年知识精英摈弃急功近利之
心，潜心多做学问，悉心服务于我们
的远大前程。

中国青年说
———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如果上一次的印记是一次蹑
手蹑脚的试探，那这一回则是

一回狠狠的全景游。我们回程时除
了湿漉漉的衣服增加了分量，那满
满的相片和欢乐也乘着机车缓缓
归来。

我似乎在苦恼该以何种方式
来一一呈现，生怕我的记忆中遗漏
其中的点滴。还是当此为最幼稚的
游记吧，完完整整地按着时间来。

第一站潮州冷热冰
冷热冰的上层是厚厚的冰，而

下面则是一些温热的汤圆、芋头、
红豆等等。我要了一份综合冰，很
大一碗。对于肠胃比较脆弱的我，
加之其甜味太腻，我略尝其一，就
不免有些反应。所以我把注意力投
至小店里满满的明星照上，最耀眼
的就是马英九先生的签名和照片
了。
看着板上的介绍得知，上世纪

４０年代，店主吴素玉的母亲陈
夏英在广东潮州卖糯米粥、圆仔汤
之类的熟食。由于料好实在，价钱
公道，很受人喜爱。到台湾后，陈夏
英经营的圆仔汤虽然生意还不错，
但一到夏天，因台湾天气太热，生
意就不好了。台湾的夏天特别长，
有的老主顾想在夏天吃圆仔汤，又
因天气热，圆仔汤太烫，客人就要
求掺一点冰。客人的这一要求，给
她带来了冷热冰的灵感，便做起了
冷热冰的生意，挂起了“潮州冷热

冰”的招牌。
第二站 后壁湖

热情的太阳在正当午变得更
加雀跃。所以当我们来到海边时，
零星点点的人增加了一份午后的
安静。

我掠起裤脚，脱掉所有的装备，
走在礁石旁，慢慢走入浅浅的海湾。
脚步与珊瑚礁的撞击十分真切。我
们很多时候都会感受夜晚沙滩边的
浪漫与闲适，却很少去体会午后礁
石岸边的闷热和安静。所以我很珍
惜它，在珊瑚礁旁，我想用身体去整
个地接触它。忽然眼前出现一行鲜
艳的橘色，是一行人在潜水，比我更
深更纯粹地触碰这片寂静。我羡慕
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想象着这
带着神秘的地带，慢慢的，似乎我也
望见了一片纯净……

第三站 南湾
在安静过后自然需要一份热

闹来充斥，那南湾沙滩的疯狂最适
合不过了。

我们来之前准备了一套衣服，
就是专门为它准备的。开始我还不
知道什么叫“玩水”。以为会是一般
的游水嬉戏，却不知道原来是电视
里放的“跳海自杀”的前奏。一步一
步走向海的深处，待浪潮将我们整
个人淹沒。更狠的是，我们会随时
联手抓住一个同伴，然后将他扔进
海里，让他感受那份呛喉的酸苦和
海水的咸涩。

一瞬间的苦楚正与
一下午的狂欢形成了反
差，从而变得更狂热。

第四站 鹅銮鼻
虽然已时近深夜，却在行程

中还有一站未完。不愿带着丝丝遗
憾而走，我们还是继续前行。

我们要去看星星，看满天的繁
星。

当我到了那片我看不到尽头
的草坪时，我愣住了。我感到一阵
狂喜却被草捆住了脚，一时间不知
道如何前行。

既然走不了，那就躺下吧。
我躺在带着露水的湿漉漉的

草上，青草味夹杂着细细的雨丝不
时地跑进我的嘴里，鼻子里，眼
睛里。星星，有的很远，有的很
近，我试着伸手去触碰，可它
却又逃远了。我似乎看到“小
王子”那纯真的笑容，他的
玫瑰或许就在那吧。

静谧中时或会有一
行行的海鸥飞过，给静
止的星空添了一份灵
动。他们是自由的，
而我也是自由，
在以天为盖地
为庐的大自
然 中 ，无
争与万物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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