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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
宣勇强调袁全校上下要深入学习尧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不断深化对当前重大理论尧重大问题的认识袁将十九大精神贯彻到我校的校内综合改革
中去袁贯彻到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去袁为实现野十三五冶发展目标袁全面推进我校各项事
业发展不懈努力
本报讯渊记者 宗和）近日，学校
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邀请
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现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常委、教科文卫
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胡坚
来校宣讲。校党委书记宣勇主持宣
讲会。校长洪岗等校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出席。
宣讲会上，胡坚简要介绍了十
九大报告的成稿经过。之后分七个
部分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解读：
一是 学习党 的 十九 大精 神 要学 什
么。要从八个方面入手，即要确立
“四个自信”
，要充分了解十九大的
主题，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要担当起共产党人的历史
使命，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入
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着力理
解八项战略部署，要全面贯彻从严
治党。二是要全面认识十八大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就，准确把握新的历
全面深化
史方位。分别从经济建设、
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
设、
人民生活、生态文明、
强军兴军、
“一国两制”
和全方面外交等多个领
域进行阐述，并着重介绍了目前我
国主要矛盾的变化。三是全面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四个
伟大”的历史使命，即实现伟大梦
想、
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和
推进伟大事业；要成为能够“做梦”
讲好
的人，
要能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讲好浙江故事。四是全面
中国故事，
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理
解其科学内涵和基本方略，深入理
和“十四个坚持”
。五
解
“八个明确”
是要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三
征程。要充分理解新征程的背景、
步走战略目标、
“两个一百年”和三
个重要时间节点，
即 2020 年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203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 2050 年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六是要全面认识着力做
好八项工作。抓住经济发展的历史
机遇期，
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
度体系；
坚定文化自信；
改善民生水
平；
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强军之
；
坚持和平发展
路；
坚持“一国两制”
从严
道路等。七是要加强党的建设，
治党，
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胡坚最后结合浙外
办学特点指出，全校师生需要全面
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成
就，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要承担起高等教育和社会服
务的重任。要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将浙外的学科专业特色与当前
三大历史发展机遇：互联网、文化、
“一带一路”倡议等紧密结合，走好
浙外特色发展之路，为浙江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应有之力。
宣勇在主持中指出，胡坚以深
厚的理论修养、幽默生动的表述和
精彩的语言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解
读了十九大报告。既有相当的理论
对党
高度，
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员干部深刻理解、学好十九大精神
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宣
深刻领会
讲，
大家一定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重大
想，
不断深化对当前重大理论、
问题的认识，将十九大精神贯彻到
我校的校内综合改革中去，贯彻到
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去，为实现“十
三五”
发展目标，全面推进我校各项
事业发展不懈努力。
学校全体中层干部、支部书记
等参加会议。

学校举行第二届廉政文化节闭幕式暨廉政书画作品展
本报讯 （记者 宗和）12 月 29
日，学校举行第二届廉政文化节闭
幕式暨廉政书画作品展。本届廉政
文化节的主题为“讲修养·讲道德·
。校党委书记宣勇
讲诚信·讲廉耻”
为闭幕式泼墨书写“不要人夸颜色
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
校党委副书记
赵伐出席并致辞，校纪委书记陆爱
华主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打造具有浙外特色的廉政
文化品牌，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廉
政文化氛围，学校举办了第二届廉
政文化节系列活动。本届廉政文化
节由宣传部、
纪检办主办，
各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以及各二级学院（部）协办，面向全
形式多样，
校师生开展了内容丰富，
“六
富有创新的系列活动。文化节由
个一”的校级活动：一堂廉政党课、
一次廉政读书会、
一部廉政影视剧、
一次廉政政策宣讲、一次廉政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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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一次廉政书画展等；
以及各部
门、学院（部）和直属单位自行组织
法制浙江的讨论会，
廉
的清廉浙江、
廉
政文化进寝室，
讲述廉政小故事、
政影视剧展播等组成。各项活动特
色鲜明、
贴近生活，
师生参与热情极
高，
覆盖面广，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教
育效果。
赵伐在闭幕式上强调，廉政文
化是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在高校传
播廉政文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功在校园，
利在社会”
。本届廉政文
化节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事先谋
划，
活动开展有序；
二是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三是品牌意识强，注
重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四是师
生广泛参与，
教育效果好。
赵伐强调，本届廉政文化节即
将落下帷幕，但是廉政教育不能浅
尝辄止，
需要不停地继续下去。在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希望大家做好以
下三点：一是要将本次廉政文化节
的核心 内 涵与 贯彻 党 的十 九大 精

本报讯（记者 宗和冤近日，省委宣传部
公布了
“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
专门发文，
一句话”主题宣传活动中成绩突出单位名
单。全省共有 45 个单位荣获
“成绩突出单
位”
称号，
3 个高校在列，
我校是其中之一。
2017 年 3 月以来，我省在全国首创开
展
“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
系列主
题宣传活动，
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
以小故
事讲大道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情，推动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深入人心，受到了广大党员群众的热
烈欢迎。
活动一经推出，学校紧密结合上级文
件要求和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持续推进“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
平”学习教育，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了“对我
“我最喜
成长影响最大的习总书记的故事”
爱习总书记的一句话”
征集撰写、
微语音视
频制作推送、宣讲竞赛、座谈会等系列活
“青年学子学青
动。活动要求参赛学生结合
密切联系自身思想、
年习近平”学习教育，
学习、生活情况，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视
角，谈感受，讲故事，
进行演讲，开展座谈，
诠释个人对于习总书记经典论述的认知与
理解。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青
年最富有朝气、
最富有梦想，
青年兴则国家
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
“中国梦是我们的，
更
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
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活
动开展内容充实、思想深刻、情感真挚，在
全校引起强烈反响和思想共鸣，有效推进
了
“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
学习教育。

神、开展学校的中心工作以及各部
门业务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认清
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常态
新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严明
纪律，
共同维护好浙外政治生态，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仅要
有要求，
更要有温度；
二是要让廉政
教育常规化和品牌化，继续加强廉
政教育，
树立品牌意识，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和工作内容，将廉政文化之
风吹遍校园，吹进浙外每位师生的
心中，
确保廉政文化教育取得实效；
三是要保持警钟常鸣，所有党员干
部要增强廉洁意识，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道德防线，切实用本届廉政
文化节 的教 育内 容 来严 格要 求 自
清廉的元
己，
营造和谐、
文明、欢乐、
旦节日气氛。
陆爱华指出，
2017 年，我们全
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十三五规划”
，推
神，
深入实施学校
进学校反腐倡廉工作。各单位要在
现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把廉政作
风融入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保
持学习和工作氛围风清气正。
陆爱华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希望各单
位通过廉政文化节系列活动，不断
拓展廉政教育方式，弘扬校园廉政
文化，
着力增强廉政文化吸引力、
感
染力和影响力，使广大师生能够切
实感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学校将
继续以廉政文化节为抓手，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
培育廉政文化品牌，
努
力打造“清廉浙外”
。
随后，大家一起观看了廉政书
画作品展及廉政警示教育展。相关
作品展由纪检办、团委和艺术学院
布展，展出了高校廉政警示教育作
品 12 幅，
及来自各学院的书画作品
60 余幅，力求使廉政文化浸润师生
心灵，
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负责人和师生代表参
加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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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2017 年中层领导班子与
12 月 19 日，
领导干部换届工作动员大会，正式启动换届工作。
校党委书记宣勇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校长洪岗
等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宣勇在讲话中肯定了本届中层领导班子与领导
干部三年来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影
他指出，
中层干部换届是关乎学校事业发展全局、
响长远的重要任务，
是全体教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做好这次换届工作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干部选任管
理要求的重要实践，
是深化校内综合改革的重要内
凝聚共识，充分认识换届
容，
全体干部要提升站位，
工作的重要性。
宣勇强调，
要把握方向，
严格程序，
为学校科学
结
发展选好用好干部。
一是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
合上半年省委巡视“回头看”
和选人用人工作专项检
查，
进一步突出“好干部”
标准选人用人导向。
二是要
继续把民主、
竞争、
择优原则贯彻到本次换届工作的
全过程。进一步落实广大教职工对干部选任工作的
坚持选任方案与相关政
知情权、
监督权等各项权利，
组织考察等
策公开，
应聘报名、
资格审查、
民主推荐、
各项过程公平，保证选任结果公正。三要是坚持规
范、
科学的选拔任用程序。要坚持
“三不原则”
“三不
、
讨论”
，
坚持
“凡提四必”
，
坚决防止
“带病提拔”
。
宣勇还就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严肃纪律等方
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统一思想，
高度重视。各二
级党组织和各单位、
全校党员、
干部及广大教职员工
要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干部换届工作。二是增强党
性，
顾全大局。全体干部要从学校工作全局出发，
正
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
确保部门日常工作的正常
加强监督。严格执行
“九个严
运转。三是严肃纪律，
等换届纪律要求，
营造风清气正的换
禁、
九个一律”
届环境。
校党委副书记骆伯巍对此次中层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换届工作实施方案作了具体说明。
近期退下来的校级领导、
中层干部、
正高级专业
技术人员、
民主党派负责人、
教代会执委会成员、校
级部分党代表及校级以上各级党代表、
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等参加了会议。
渊组织部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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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勇出席“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研究”课题开题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 宗和）12 月 23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北京
课题第一
召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研究”
次开题报告会。校党委书记，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宣勇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为评议专家对课题开题点评指导。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战略部
也是完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
提升高等教育决策
署和明确要求，
水平、
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和迫切
要求。刘延东、
陈宝生等领导同志都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推进高
等教育研究新型智库建设寄予殷切期望，
提出了明确要求。学会
立足新型智库建设，启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实践
问题研究”
。研究聚焦七大专题，
分别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七名副
会长领衔负责。杜玉波会长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与会专家认真听
一致认为，
“ 中国
取了三个课题的开题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研究”
具有全局性、关键性、前瞻性、
迫切性，意义重大，需求强烈；并对
课题题目、
研究重点难点、
方式方法、
研究计划等从各自的角度给
予了中肯的建议。

洪岗作“优雅的英伦风：
交际行为的‘潜规则’”专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胡琦）12 月 21 日，国际理解教育系列讲座
第十一讲开讲，
校长洪岗教授应邀作了一场题为“优雅的英伦风：
交际行为的潜规则”
的礼仪文化专题讲座。
讲座以视频片段开场，直观展示了英国社交中的礼仪规则。
公共场合行为、
交流方式、
交往礼仪、
洪岗从英国人的服饰文化、
洪
餐椅文化等方面入手，
详细介绍了英国社会的交际礼仪。随后，
岗深入剖析了英国社会文化中重要的元素——
—英式幽默，
从历史
文化渊源角度阐释了英式幽默的来源、
分类及具体表现，并通过
对比展现英式幽默与美式幽默的不同之处。讲座不时穿插视频及
图片，
为同学们带来直观的礼仪文化体验。洪岗从贵族文化和精
帮大家解开优雅英伦风的
神中挖掘出英国绅士文化的历史渊源，
洪岗寄语我
演变之谜，
揭示英国文化观念及价值准则。讲座最后，
校学生努力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雅绅士和淑女。

著名汉学家白亚仁来校讲学
12 月 21 日袁一年一度的教职工才艺展演活动拉开帷幕遥 校党委书记宣勇尧校长洪岗
等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出席活动遥 展演的主题是野新时代窑新面貌冶袁各二级工会用精心编
排的节目展现了浙外多元尧高雅尧现代的校园文化袁带来了合唱尧钢琴独奏尧诗朗诵尧音乐
剧尧中东鼓尧太极拳尧中华响扇舞尧中外文歌舞等形式丰富尧内涵深刻的节目袁展现了新时代
教职工的良好精神风貌遥
图为一等奖获得单位西语学院的教师才艺展示野伯爵夫人的舞会渊音乐剧冤冶遥
渊图文由校全媒体中心提供冤

本报讯 （通讯员 沈雨歆） 近日，著名汉学家 ALLAN H
BARR（白亚仁）教授在我校为师生开展了题为“从蒲松龄到余
华：近五十年中国小说在英美的翻译与传播”
的讲座。讲座中，
白
亚仁系统回顾了中国小说在英美的翻译历史变迁，阐述了自己对
古典文学翻译的见解，
并结合师生的提问，
畅谈自己对当代文学
翻译的体会。
白亚仁是牛津大学中文博士、美国波莫那学院现任教授，
曾
出版原创书籍与多本译作，
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深刻而独到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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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传遍浙外校园：

动情的讲述尧充实的内容尧真诚的互
动噎噎虽已是数九寒天袁但浙外校园处处
掀起一股股宣讲十九大尧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遥

宣讲

贯彻

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部署会
上，
校党委书记宣勇传达了中共浙江省委
书记车俊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关于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讲话
精神，详细传达了十九大会议概况、十九
大报告的形成过程和基本框架、
《党章》的
修改情况、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中央“两
委”人事安排等内容，重点传达了车俊书
记对全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提出的要求。
部署会对我校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工
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对宣讲指导思想、宣
讲重点、
宣讲方式等做出具体要求。部署
会强调，
要根据中共中央、省委和教育部、
学习宣传贯
省委教育工委等的部署要求，
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要结合学校正在开
学习教育，
展的“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
通过组织开展相关学习宣传贯彻活动，
全
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弄通上下功夫、
思想，
在学懂上下功夫、
在做实上下功夫，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窗外冬雨淅沥，屋内暖意融融。１2
月 ２9 日，中层干部们早早到场，准备聆
听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现浙江
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
省人大常委会常委、
任、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主任胡坚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报告。胡坚以
“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
为主题，
结合现实案例和个人思考，对十
九大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地讲解。他
简要介绍了十九大报告的成稿经过，分七
个部分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解读，并结
合我校办学特点，提出了关于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意见和建议。
这是一次有深度有温度的宣讲，透彻
深入的宣讲、鲜活生动的解读，让人深受
倍受鼓舞。这场宣讲会既
震撼、
深受教育、
也是对学校学习宣传
是一次专题辅导会，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再动员再部署。全
校党员干部深感要按照“学懂、弄通、
做
实”的要求，拿出切实的行动，
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落实在实际工作中，
以推动学
校又快又好发展。
1 月 2 日，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办公室
主任吕清民来校作了题为
“深入学习领会
的辅导报告。吕清
十九大的精髓和要义”
民从解读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 5 年中

入手，
引出十九大召开
的
“重要时间节点”
的重要性及划时代、里程碑意义，进而指
出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吕清民结合自身学习十九大报告的
四点感悟，
详细解读了重点把握十九大报
告中的四个
“新”
，
并通过自己针对十九大
报告深入的学习、
深刻的理解和精准的把
握，结合自身学习、工作、生活的体悟，全
面系统梳理了十九大精神的精髓和要义。
本次专题学习会，
既是学校机关党总支两
又是机
个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集体学习会，
关党总支面向支部书记解读十九大报告
的宣讲会。
这些宣讲会是我校深入开展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的一个缩影。宣讲
紧扣十九大精神精髓，用有针对性、生动
性和实效性的宣讲，讲解接地气，对今后
能够帮助我们以
工作开展具有指导意义，
更高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解决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

宣讲

学习

连日来,各部门认真组织好面向师生
的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在总支大
会、党课、专业课堂、学生寝室等持续展
开,使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广大师生产生共
鸣,入脑入心。
为了对全院师生进行宣讲 全覆盖 ,
英文学院针对不同对象、
不同群体采取党
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口袋书、
白皮书以及歌
曲传唱、十九大报告英译等多种方式,增
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号召力,让师
生听得懂、
能领会、
可落实。学院将党政领
导讲党课和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结
合。学院党总支相关负责人面向全体学生
党员上了一场生动的党课，
党课围绕青年
学生责任与使命的主题展开，
结合十九大
鼓励青年党员
报告中对青年一代的希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
伟大时代中，把握大好机遇，努力成为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西语学院党总支组织全院教职工集体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导大家深刻领会
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时代、
新思想、
新目标、
确保学习不走样。各支部工
新征程的论述，
开展民主生活会，
将党的十九大精
作实际，
神深入落实到日常管理和教学工作中。学
院党总支还为全体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和学生干部准备了生动的党课，从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指导思想和战
略安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
几方面工作部署等展开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会。教工党员李磊荣老师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的俄
文翻译工作，返校后他为学院全体学生做
了关于十九大外文翻译的相关宣讲。李老

师详述了十九大报告的文本结构和主要内
容，
使学生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深度、
厚度
和广度有了新的认识。
中文学院结合工作实际，
面向师生党
员开展宣讲活动。各支部书记结合三会一
课，面向本支部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
就
十九大内容进行专题宣讲，
并与大家座谈
见微
分享学习体会。精心筹办
“不忘初心，
知著”学生党支部微党课大赛，每个支部
推选 3-5 个优秀微党课案例进行现场讲
课，
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走近师生。结
合离退休教师自身特点，在离退休老同志
引导离退休教师在学
座谈会上进行宣讲，
校各项事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结合
将党
“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学习教育，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引向深入，
积极申请了
党建专项研究课题，举办了“青年学子学
青年习近平”
学习教育宣讲会、
“学青年习
主题讲故事大赛。学
近平 讲知青好故事”
“学习宣
院还选派了优秀辅导员周礼参加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浙江省高校
优秀辅导员
‘校园巡讲’
”
活动。
教育学院结合专业特点，以上率下，
统分结合，层层深入，认真组织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开展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组建强有力的宣讲队伍是基础和保
成
障。为此，
教育学院层层组建宣讲团队，
立以学院党总支负责人、支部书记、专业
教师等组成的专业宣讲团。从学院党总支
到党支部再到团支部，
从学院党政领导到
教职员工再到全体学生，从理论学习到校
学院从各个层
园文化活动再到主题班会，
面、
各个环节认真学习并积极组织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宣讲活动，扩大宣讲覆盖
面。各类宣讲对十九大报告主要内容进行
了解读，
阐述了理论、
讲出了要点，使广大
师生对十九大精神内涵有了深刻的认识。
学院还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
先后制作黑板报 19 期，将党的十九
主题，
把党
大精神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表达出来，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为确保宣讲效果，
科技学院成立了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
在全院开展全覆盖
宣讲，
形成了课内课外、
校内校外、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体系。“廉洁
修身，做合格党员”学生党员廉政文化教
育、
“ 感受红船初心，牢记时代使命”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实践活动、
“ 学习十九大
精神，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
“红歌嘹亮 唱响青春，喜迎党的十九大”
红歌大赛……学院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融入到精彩纷呈的学生活动中。此外，
学院还将新媒体融入宣讲，积极利用学院
宣传栏、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进行线上线
下宣传学习十九大精神。
“先锋引领”
微信
公众号逢周一、
周三、
周五推送，
目前已推
送 19 期有关十九大学习的内容，在师生
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 150 人
唱音乐会上，
组成的合唱团亲情演唱了作品 《党啊，亲
爱的妈妈》等精彩歌曲，歌声演绎着浙江
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历程，
彰显着中国共
“同学们好，我是谭玉娇”
，在铿锵有
产党在革命道路上的大无畏精神，
赢得现
力的介绍声中，里约残奥会女子 67kg 级
场观众一阵阵喝彩声和掌声。
举重冠军、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谭玉
娇走进我校，
为东语学院学生上了一堂鲜
这只是艺术学院丰富多彩的宣讲活
活的思政课。
动的一个场景。除理论宣讲外，艺术学院
尝试用文艺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学
谭玉娇向同学们讲述了自己的成长
院紧密结合专业，围绕音动、书画两个落
经历、分享了走向世界冠军的心路历程。
脚点，通过
“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
学习
她说道：
“从我 13 岁下定决心走上举重道
路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将来一定要成为奥
教育书画大赛、喜迎党的十九大剪纸作品
运冠军……当我站在领奖台上，五星红旗
展、
音动红歌、清廉志青年行等特色活动
载体，寓宣讲于日常和专业学习中。学生
升起的时候，我的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
她的分享字字沁心、
句
听老师用专业术语聊大道理，
说学生关心
我大喊我做到了。”
的热点问题，大家表示，喜欢听、能听懂、
句真情，
同学们无不被她苦难而辉煌的人
可领会、
能实践。
生经历所打动，
纷纷表示要学习她顽强拼
十九大精神“三进”工作（
“进课 堂”
搏的意志和奋勇争先的精神。奥运冠军进
）是当前和今后一
校园活动是东语学院持续推进
“青年学子
“进教材”
“ 进师生头脑”
学青年习近平”
学习教育和学习宣传贯彻
个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中心任务，
确保课堂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学院还将党
社科部积极做好相关宣讲工作，
教学中宣讲十九大精神不走样、
不跑偏。
政领导讲党课和学习十九大精神紧密结
面对面、互动式是社科部宣讲的特
合，先后由总支书记为教工党员讲党课、
色。社科部教师按从
“小切口”入手
“大主
总支副书记为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题”
，
把宣讲的“大主题”
分解成
“微话题”
，
讲党课，向广大师生宣讲十九大精神内
“大道理”
，推动党
涵。
然后通过
“小故事”讲述
理解在
“学习十九大精神，就是要读原著、
学
的十九大精神走进课堂。宣讲中，
深入，
思想在升华。在不同的思政课堂上，
原文、
悟原理，使之成为十九大后的第一
宣讲伊始，
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不仅畅谈了学习十
堂党课、
第一堂政治必修课。”
九大精神的初步体会，还就学习中的一些
商学院党总支负责人便对学懂弄通做实
十九大精神提出要求。
问题向老师请教。社科部教师结合党的十
在商学院的文化长廊里，到处可以
九大报告原文和生动的案例，做了清晰的
看到学生们在学习讨论的身影，从习总
解答，
帮助师生更深入地学习、领悟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内涵。“深入浅出的讲解使
书记对青年的嘱托到同学们关心的乡村
我深刻意识到，
作为迈入新时代的青年一
振兴战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代，
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
成长为有理想、
时代到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大报告深深
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为实现中
地吸引了商鹰学子。为了让学习贯彻党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英文学院
的十九大精神活动深入开展，商学院创
新宣讲方式，先后在“商学院之声”微信
15 翻译 2 班学生刘君妃说。
是
平台、
学院官网发布“十九大精神专题报
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道”20 多篇，运用图解、视频、H5 等手段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校的首要政治任
务。各类宣讲解读了十九大报告文本，介
吸引青年人的关注，同时开展“喜迎十九
绍了十九大主题和主要成果，
用翔实的数
大书画摄影比赛”
“ 我最喜爱习大大的一
据、鲜活的事实阐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句话”网络作品征集、微党课大赛等，在
广大青年中形成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为全校师生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线上线下紧密结
精神指明了方向。
广大师生表示，
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合的多种形式，创造一批青年学子听得
坚定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懂、能领会的宣讲活动。
亲爱的党啊，
你就象妈妈
想信念，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
“党啊党啊，
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
一样把我培养大，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
——
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
学文化……”
在
“一心向党”
—浙江省喜
青春梦想，
迎党的十九大暨庆祝建党 96 周年交响合
写人生华章。
渊记者 宗和冤

讲者

听者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 新征程 新篇章

校领导给全校团学干部
作廉洁自律主题讲座

校领导出席全国外语外贸院校
人事工作协作年会

校领导参加中国高校外语
慕课联盟成立大会

为进一步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
营造风清气正的校
近日，校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陆爱华
园氛围，
加强团学干部的廉洁自律教育，
“学生干部如何廉洁自律”
的讲座。
给全校 200 余名团学干部作了题为
和
“学生干部如何进行廉洁修身”两个部
讲座分为
“学生干部廉洁问题”
并针对问题
分。陆爱华从学生干部中存在的廉洁问题入手，
分析了现象原因，
从学生个人和学校层面提出了解决办法。
陆爱华指出，
学生应加强理想信念，从
“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
学习教
育中汲取精神力量，
加强“四个品质”的培养，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权力观、
地位观、
利益观、
消费观、
金钱观；
学生干部要敬畏法律制度，
学
并养成遵守法律法规的好习惯；
学生干部要
习法律法规知识、
树立守法意识，
的观念。陆爱华表
从小事做起，
从创建优良学风做起，
树立
“诚信是立身之本”
示，学校会加强指导、
管理，
与学生干部一起依法制定一套规范合理的管理制
度，建立长效机制，
并在学生干部的选任、工作及考核的全过程中贯彻执行。
当陆爱华讲到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时，
学生们用热烈持久的
掌声，
表达了内心的激动与共鸣。
据悉，
校团委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共青团改
充分发挥团学干
革及学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团学干部队伍建设，
部的榜样作用为目标，在 12 月份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勇做时代弄潮儿”
为主题的团学干部培训班。本次廉洁自律讲座是学校团学干部培训班的重要
内容。
渊团委供稿冤

12 月 20 日至 22 日，全国外语外贸院校人事工作协作会 2017 年年
会在上海举行。副校长曹仁清一行与来自全国 14 所外语外贸院校的 70
余名代表参加了年会。
本届年会主题为
“围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聚焦国家和地区发
展战略，
整体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实现外语外贸院校的内涵发展、科学发
展”
。曹仁清参加了校领导组讨论，
就
“双一流”
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引进、新
形势下的人才头衔与待遇、
职称制度改革、
高水平骨干教师团队建设、
教师
发展中心特色建设等议题同与会兄弟院校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人
事处负责人参加了师资建设组、
教师发展中心组的交流和研讨。
会议期间，曹仁清一行还参观考察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卓越学院，对该
学院
“多语种 +”
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定位、
特色和课程版块进行了深入
交流。
本届年会还签署了《外语外贸院校人才工作联盟公约》，
就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达成共识，
提出各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
践行人才是支撑高校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逐步建立行业自
构建科学规范、
开放包容、
运行高效的高校人才工
律机制和沟通协商机制，
作体系，
营造有利于人才全面成长和学校长远发展的良好局面。
人事处相关负责人一同参加了年会。
渊人事处供稿冤

12 月 23 日，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倡议发起、全国多所外语类
院校及具备外语优势学科的各类院校联合组建的中国高校外语
慕课联盟（China MOOCs for Foreign Studies）在京成立。我校
校长洪岗被聘为联盟副理事长。副校长张
成为该联盟理事单位，
环宙带队参加了此次大会。
大会当天举行了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筹备会暨常务理事
会会议，
选举了联盟理事长、
副理事长与理事单位，
并讨论了联盟
章程的具体内容。我校周烈教授被聘为联盟专家委员会成员。随
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宣读了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
机构名单。联盟首届常务理事会由 15 所外语院校和 4 所综合性
大学外语院系代表组成。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外语教育信
息化发展进入深化应用、
融合创新的新阶段。各高校将通过线上
平台共享教育资源，
共建课程体系，
推动教学创新，
促进教育现代
化在我国高等外语教育领域的深入发展。
会议当天还举办了两场专题报告、
一场圆桌论坛以及四所院
校的交流分享。与会专家围绕中国慕课的建设及可持续性发展、
“一带一路”
倡议下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并就各自院校的慕课建设进行了经验分享和深入分析。人民日
报、
新华社、
中国新闻社、中国教育电视台、央视网等新闻媒体对
会议进行了报道。
渊教务处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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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在
近日袁共青团中央尧全国学联联合发文
表彰 2017 年全国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单位尧优秀团队尧优秀个人遥 我校教育学院
组织的赴安吉追寻习总书记足迹小分队俞
洁尧徐颖同学撰写的叶先锋力量要要
要余村党
员干部曳作品荣获 2017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
野三下乡冶暑期社会实践野千校千项冶成果
奖遥 这支由十位小学教育专业的女生组成
的社会实践团队还获得校社会实践优秀团
队尧优秀论文尧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遥
虽初见队长徐颖，但是记者对她并不
也
陌生。徐颖是 15 级小学教育专业学生，
是 G20 杭州峰会优秀志愿者、校三好学
生、校“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朗读者大
赛一等奖获得者。谈及组建赴安吉社会实
践的初衷，这个爽朗的姑娘说：
“学校正持
续深入推进‘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
学习
教育，当校团委公布‘追寻习总书记足迹’
社会实践专项的申报通知时，我就想着要
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在实践中进一步体悟
和学习青年习近平的优秀品质。”
徐颖了解
到，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在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论断，
于是她以“追
寻习近平浙江足迹·安吉余村篇”为主题，
申报“追寻习总书记足迹”社会实践专项。
通过招聘面试，
团队还吸纳了 15 小教的刘
黄秀萍，
嘉敏、
蔡晨晗、
陈瑜、
俞洁、吕悦、
16
小教的王思博、
余玥慧、
谢霞淼等成员。10
个多才多艺的女生对这次的社会实践充满
了期待。
从校园到社会，从书本到实践，小分
队成员发现社会实践并非预想中那么简
单。“在实践调研中，我们发现自身对于
‘两山’科学论断以及美丽乡村的建设的
相关政策解读不深，这使得我们的调研无
小分
法深入。”
黄秀萍说。面对实际困难，
队成员没有沮丧退缩。在第一天的团队会

议上，大家对一天的工作情况分别作了总
结，
把遇到的问题列出来，一起分析问题，
找资料、
分析资料。这天晚上的会议虽然
进行到凌晨 2 点，
但是所有人都觉得思路
更加开阔了。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小分队根据每天
的任务安排，开始分组实地考察、走访村
民、
政府访谈。通过政府访谈、
安吉档案馆，
实地考察矿山遗址公园，大家真实地了解
到曾因采石矿等原因导致严重污染的余村
是如何走上绿色发展之路。通过走访生态
致富的原采石矿的村民，大家更真切地了
的理
解到村民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解和支持。
王思博在实践日记中写道：
“ 习总书
记在延川梁家河做了七年的知青，他与村
民同 吃同住 ，打 淤地 坝、修 公 路、建沼 气
……每一件事都展现出他爱国为民的家
国情怀。他在余村提出的‘两山’科学论
断，
指引着余村人民开创了发展新路。这
又是他爱国为民的生动体现。作为一名小
学教育专业的学生，我不禁想，我应该如
果学习实践青年习近平爱国为民的家国
情怀呢？那就先定一个目标：
学好专业，在
实践中提升自己，毕业后回到家乡做一名
学生喜爱的好老师！”蔡晨晗给自己家乡
的村支书写了一封信，
信中讲述了她看到
村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述说了
在余村调研的心得，
并提出了村子如何发
展绿色经济的一些建议。她说：
“在余村的
感受太深刻了，社会实践的时候我就想给
村支书写一封信。真希望我们村也能走上
生态致富的道路。”
成员们对余村的建设发展越发深入了
解。
“在走访调研的过程中，
我们由衷地敬
佩余村的优秀党员干部，他们的带头作用
有效地推进了余村的探索和建设。”俞洁
说。发展生态经济首要的事情就是停止开

采矿山，
关闭水泥厂。这在当时遭到了很多
村民的质疑与反对，因为这会使他们失去
工作，
失去经济来源。
“在走访村长俞小平
时，
我们了解到，
2005 年，
村子里的集体账
户上还有几百万，
到了 2008、
2009 年的时
候，
账户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当时过年都发
不出工资给村干部。而且村民还误以为钱
是被干部们拿去吃了喝了，
怨声载道。在这
样艰难的情况下，村里的优秀党员干部们
做好带
依然顶住巨大压力，
他们带头宣传，
头示范，
帮助村民解决生活问题，
鼓励他们
创业、
办厂，
坚持带领着整个余村向生态经
济发展。”
徐颖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谈及党员
“ 习近平总书记在
的先锋模范作用，她说：
十九大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

教师风采

日前袁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叶我是体
育教师曳栏目一行专程来到杭州采访我校
体育教师代表吴炜副教授袁展示了吴老师
所取得的优异教学成绩与艰苦卓绝的体
育精神遥 此次采访宣传不仅对我校体育教
师所取得的教学成果进行集中展示袁同时
深度报道了我校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
育教育遥

修身立本

如何突破武术教学中单一技能的教
授模式，
挖掘武术对塑造学生品德修养的
作用，是吴炜老师多年来一直研究的课
题。
“未先习武先习礼”是吴炜老师多年
来坚持的理念。作为一名民族传统体育教
育的实践者，
吴老师每个学期的第一课并
而是要学习抱拳礼。
“右手握
非学习武术，
拳左掌伸直相抱”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蕴含
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右手拳代表尚武，左
手掌代表崇德，五个手指代表德、智、体、
美、劳，
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行抱拳礼的
时候，大拇指第一个指关节扣着虎口，表
示谦虚、
谨慎、
不骄傲自大；左掌盖右拳表
示五湖四海是一家，团结尊敬，以武会友。
崇文尚德是吴老师育人一贯坚持的原则
和方法，也是她最为关注和看重的方面。
见到老师一定要叫“老师好”是她对于每
个学生提出的要求。
每次上完课以后，吴炜老师总会花上
几分钟时间来清理场馆的垃圾。“也许很
多人会觉得事不关己，下意识地忽略这些
细节，但在我课堂，我会要求学生看到垃
体育课不
圾就随手清理。”
对吴老师来说，
应仅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而应该从知识
技能逐渐迁移到做人上来，这正是对她
“尚武崇德，
修身立本”教学理念的最好诠
释。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吴老师对十
九大报告中这句话记忆犹新。从学生时代
与武术结缘到如今精通武术，
三十载光阴
流逝，
她从青春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传道授
业的老师，岁月变迁，
年岁盛衰，
武术始终
武术也终将贯穿她生命
是她不变的初心，
但只有坚
的始终。
“学武术无疑是辛苦的，
持以后才能发现武术带给你的价值。”在
吴炜老师看来，武术教育可以在对外汉语
的教学中产生积极的作用。通过学习民族
传统体育，外国学生可以对中国文化有更
加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从而促进民族传统
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许多学生都在不
在吴老师的影响下，
觉中养成了坚毅果敢的性格。曾经有一个
学生腿受了伤，吴老师都让他在家好好休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我在安吉余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苦事、累事，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事，党员
干部就带头干。中国梦需要每个人的努
力。我是一名师范生，我希望自己在这条
道路上一直秉持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
精神，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俞洁大一时便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
书，
“余村党员克服困难，争做表率的行动
感动了我，让我更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学期，我被推优了，我离党组织又近了
一步，我要更刻苦努力，学习青年习近平
‘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爱国为民的家国
情怀，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吃苦耐劳的
，
全方面提高自身素质，争取以
优秀品格’
后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留

吴炜院让学生爱上民族传统体育

尚武崇德

中成长成才

竟然拄着拐
息，
不用急于训练，
但他不肯，
杖在场馆里一圈圈地转，
腿一恢复就投入
了训练。他后来骑行西藏时在拉萨给吴老
师寄了一张明信片，说他曾经多次想放
弃，
但武术对他精神上的磨砺让他最终完
成了这次洗礼。
吴老师用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推动了我校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从无到有，
再到如今成为我校引以为豪的一大特色。
最初由于学校面积小，
一直无法开展选项
课，直到即将搬至新校区时，学校才开始
筹划体育选项课的相关事宜。为了促进其
他语种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增强
民族自豪感，
学校决定以民族传统体育教
育为特色，重点发展太极拳等项目，并采
用教考分离的方式来提升教学质量，同时
给予考试获得 80 分以上的学生申请涉外
传统武术教练员的资格证书的机会。学校
还设有民族传统体育社团、武术队、龙舟
队等，
为想进一步了解学习的学生提供更
为广阔的平台。自 2008 年负责校武术队
和民族传统武术社团的指导工作以来，
吴
老师带领武术团队在第七届浙江国际传
第八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
统武术比赛、
赛、
第十四届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武术比
赛、
台湾世界杯国际武术比赛等各大赛事
一共取得 39 块金牌的辉煌战绩；除了校
外比赛，
吴炜师带领的“多国部队”在校内
迎新晚会、中外文化节、体育文化节上也
是频频亮相，
并随校巡演团走进西非三国
一展中华武术风采。
孔子学院，

严中有爱

教学相长

严格也是一种爱，在不强求、尊重学
生的意愿和选择的基础上，做到‘宽进严
严格要
出’
。武术队的训练上面毫不懈怠，
求；武术的身体训练其实就是“外练一口
气，内练筋骨皮”
，基本功的掌握很重要，
“武术
需要不断地坚持训练，吴老师提到：
对柔韧性的要求比较高，柔韧性好，动作
做的漂亮。”
她的
“撕韧带”
式的
才做的开，

教法，
让学生又爱又怕。
上课时，她是令人尊敬的老师；课下
的她是关心学生的
“吴妈妈”
。为人师表，
“吴妈妈”
不仅倾听
从未忘记育人的责任。
还会主动了解他们的学习
学生们的倾诉，
生活状态，每次训练结束，她都会抽时间
和学生谈心，她认为，沟通是拉近与学生
心灵距离的最好方式。“我所能做的也就
是给予学生思想上的指导，不论是学习上
的，还是生活上的，又或者是未来就业方
向上的，当他们有困惑和遇到麻烦的时
候，就不自觉地会和他们近距离地交流，
开导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吴妈妈很有耐心，
对我们很热情，我
需要什么她都会尽力帮助我，就像我的朋
友一样。”
一位外籍学生这样评价道。尽管
动作不会做、做不好，吴老师总是带着外
籍学生一起去参加武术比赛，这一看似很
小的举措却给了许多来我校留学的外籍
学生一种归属感，无形中展现了中华文化
的博大与包容。许多她曾经教过的学生如
今仍时常去看她，并与她分享一些生活上
的趣事。不能亲自前来看望她的学生也会
通过明信片，向她表达关心和感激之情。
“学生的成长就是我最大的成功。只要他
们能在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上有更好的发
展，
我就满足了。”
吴炜老师说道。
不同时期的她，对于武术教育有着不
同的理解。吴老师感慨道：年轻的时候觉
得是武术使我走上体育的道路，
从体育院
武术成为她终生
校到大学老师一路走来，
的一个职业。以往的她会把更多的关注点
放在“术”的研究上面，思考怎么样才能达
到更好的技艺；
而年龄的不断增长和人生
阅历的丰富，使她关注到武术其承载的厚
重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像
“武德”
更为珍贵
和不易。
喜欢运动，热爱体育的吴老师，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也会打打球来锻炼身体；
除了运动，
她还喜欢学习《论语》
《大学》等
经典解读，
去了解传统武术背后的文化内
涵。
渊记者 周高凌冤

在走访中，队员们还遇到了村民李俊
秀，
十几年来，
他一直坚持用剪报的形式记
录余村的历史，并无偿捐给村中的文化大
礼堂 10 本报纸剪辑。蔡晨晗说：
“这位老人
的坚持和对集体的爱真的挺打动人的。从
并且不停
小到大，
我就梦想成为一名老师，
地为之奋斗。虽然身边的一些师范专业的
同学因为各种原因，现在重新规划自己的
就业方向，但是我却觉得自己要更努力的
提升自己的能力，把更多的美好带给我以
后的学生。”
“学习‘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从来不
是一句空话。”余玥慧说。短短六天的实
践，每天的行程都满满当当。在 7 月炎炎
的烈日下，
大家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余村的
矿山遗址。中暑了就原地休息一下，稍微
舒服一些就继调研。来不及吃饭，
大家就
吃点泡面将就。队里的吕悦身体不舒服留
但是她主动把好几个录音文
在驻地休息，
，
件整理成文字稿。每天晚上的“圆桌会”
哪怕再累，大家都会坐下来一起分享、整
理当天采访的资料，每个人作小结，再细
化第二天的行程和任务。为了保证调研进
度，大家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
七点又准时集体出发。每一个人都坚持认
真完成自己的工作，又彼此相互扶持。这
次社会实践，小分队辗转十几个地方，访
问三十余人，形成 27000 余字的调研论
文。小分队撰写的《先锋力量——
—余村党
员干部》被刊登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先锋力
“全国深化改革行知
量版，同时收录在 《
录”
200 篇》中。
团队在安吉的行程暂告一段落了，但
是这十个女生的逐梦之旅还在继续。正如
谢霞淼所说，
“很幸运，我能参与到这个团
队。这样的体验是我从未有过的，
这其中的
收获也将激励着我向着自己的梦想坚定地
走下去。”
渊记者 薛亚男冤

学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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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学校国际文化交流不断拓展，
校内留学生数量逐渐增
生活。
中外学生互
多。
来自全球各地的留学生与我们中国学生一起学习、
相学习，
交流文化，
增进友谊，
校园国际化氛围日趋浓厚。来自哈萨克斯
坦留学生李维告诉记者，
她的浙外生活别样精彩。
第一次见李维是在留学生教室，
她提早到了约定的地点，
175cm 的
高个子，
脸上挂着甜美的微笑，
乍一看，
和中国学生差不多。但一开口，
这
个哈萨克斯坦姑娘流利的中文便让早早地打好了英语腹稿的记者十分
吃惊。
与中国本科生一起学习。谈起
李维是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
到浙外留学
她流利的中文，
原来她在来浙外之前，
已经学习了一年中文，
现在李维日
后，
又强化学习了一年。
“中文还是挺难学的，
但特别有趣。”
常中文交流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专业课（中文）上还是会遇到难懂的专业
术语。课后，
这个爱学习的姑娘就会主动去图书馆查阅俄语版资料和书
籍。李维欣然表示，
在中文学习上，
她还有两个好老师。
“一个是我的中文
另外一个就是妈妈，
因为
老师严伟剑老师，
他总会耐心地解答她的疑惑；
也是我中文的启蒙老师。”
有这两位
“老师”
的
她从事跟中文相关的工作，
帮助，
让她对专业学习信心满满。
“我最喜欢的是法律课！”
李维兴奋地表示，
“教法律的胡阳老师会在
课堂上和我们一起模拟法庭、
辩论，
特别有意思。”
胡老师也是她最喜欢
的老师，
胡老师流利的英语，
幽默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亲切有爱的态度，
让她感受到了浙外老师的关爱与温暖。
回想来这里留学的初衷，
李维坦率地回答说：
“因为她的朋友推荐了
食堂的菜
浙外。”
来到浙外后，
她发现，
学校很美，
留学生的宿舍很温馨，
及时帮助他们解
品也比较丰富，
关键是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关心留学生，
决学习、
生活上遇到的困难，
让她感觉到很温暖。
她在浙外也有了更多的
好朋友，
既有中国的，
也有其他国家的。课余，
李维和同学们一起做作业、
一起跳舞，
有时候也会去球场来场足球比赛。原来这位漂亮的哈萨克斯
参加了省
塔姑娘也很多才多艺，
来浙外第一年就在国际学院的推荐下，
首秀中文歌曲。她笑言，
“那次经历真的是自我挑
里的“梦行浙江”
活动，
第二年，
李维在
战，
多亏学校老师的鼓励和帮助，
总算是圆满完成表演。”
“梦行浙江”的舞台上表演了精彩的民族舞蹈。舞蹈是李维最擅长的才
艺，
她现在在一个街舞工作室担任兼职老师。
假期的时候，
李维也会和朋友结伴游玩。浙外地处杭城，
使她有更多
的时间了解这座美丽
的国际化城市，也越
来越喜欢在这里的生
活。聊起第一次去西
湖的经历，她回味无
穷，
“国际学院的老师
给我们安排不同的西
湖景点，到目的地后
会有不同的任务，比
如跳绳 100 下，和陌
生人合影等，很有意
思。
”
李维也会经常和
她的 host family 一
起过假期，过年的时
候 ， 和 host family
一起包饺子，感受中
国年。
现在的李维已经
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
活。
记者问她，
如果再
让她选择一次，会去
哪里留学？她开心地
表示“我还是会选杭
州，
来浙外”
！而且她
也希望毕业后，能在
杭州继续发展，开启
新的梦想之旅。
渊记者 曾玳琪 朱荧婷冤

【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人文浙外

】

2017 年 12 月 30 日

编者按院2017 年袁是值得浙外人铭记的一年遥 这一年袁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袁对高等教育
提出了新的要求袁也为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遥 我们共同感受袁校内综合改革步伐更坚实曰我们共同见证袁野以
评促建冶让学校办学整体水平再上新的台阶曰我们共同期待袁野十三五冶规划实施给浙外梦想注入新活力遥
展望 2018袁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呢钥 本报征集了部分师生的 2018 年野新年心愿冶进行刊登遥 不妨看看大家的心
愿袁想想自己的新年愿望吧浴 时光不老袁梦想永在遥 2018袁我们满怀信心袁踏实前行遥

如
果
可昨
昨
以昨
专
，
教访
省
师第
这五
届
个师
德
职先
业进
个
人
，
我李
想春
玲
做教
授
一
辈
子

干净的棉服尧干练的马尾袁交谈中总是带着温柔的微笑袁
初见面时袁 很难想象这位如邻家姐姐的李春玲老师已经在三
尺讲台耕耘了 27 年遥今年袁她荣获了野浙江省第五届师德先进
个人冶荣誉称号遥

从学生到老师袁不同角色的她一直保持着向上向善的姿态
受父亲的影响，李春玲从小就向往教师这份职业。1986
从此与
年，
她成为西南师范大学第一届教育管理专业的学生，
师范教育结下了深厚的缘份。毕业时，
成绩优异的她被分配到
一所高校工作。
“那时候我 28 岁，
却要给四、
五十岁经验丰富的
谈起
全省教育局长培训班授课，
心里真的充满了压力和恐慌。”
刚到学校工作时的经历，
李春玲如是说，
“但是，
只有去想该怎
她丢下出生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杭州
么办，
才可以解决问题。”
在教育局一年的工作中，
跑遍了西
市西湖区教育局挂职锻炼，
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
熟悉教育行政事
湖区所有的中小学校，
务，
指导教育局的科研工作等等。当她再次站到教育局长培训
班的讲台时，
自信和沉着让她赢得认可和赞誉。
在求知和育人的征途上，
李春玲一直不曾停下脚步。37
岁时，
李春玲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博
士研究生，
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了兼顾学业和工
作，她开始了“飞人”模式，周一到周五在华东师范大学看书
听课写作，
周六、周日到全省各地上函授课程。一叠叠厚厚的
她
车票见证了她整整三年的奔波和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
如期博士毕业，
实力晋升教授职称。为了适应学校国际化发
展的需求，
47 岁的李春玲通过了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英语考
她
试，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浙江省地方合作项目的资助，
又一次背起行囊，开始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访学生涯。
带着一年学习的成果，她踏上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的新岗
位，
开始一段努力工作、
奉献自己的新人生。

亦师亦友袁她让学生们感受着爱和温暖

李春玲始终兢兢业业服务于教学第一线。作为浙江省知
名的中小学校长培训专家，她从事中小学校长与教师培训的
教学与管理工作达 20 年。先后担任过长三角小学骨干校长
培训、省
“5522”名校长培训、
省“素质提升工程”
“ 领雁工程”
等各类校长培训近 100 余个班级的组班老师，受邀到江苏、
上海、广东等中小学校长培训班作学术讲座，上万名中小学
校长和教师直接受益，得到了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和学校的
赞誉。当学校改制转型为普通本科学校后，李春玲迅速转变
角色，
转换教学方式和方法，为全校师范生讲授《教育政策法
规》，
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讲授《教育管理学》。
她倾心传授
李春玲还担任 32 位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导师。
调查小
毕生所学，
要求学生广泛读书，
撰写读学笔记；
设计问卷，
一年
学教育现实问题；
理性思考撰写学年论文，
一年一个要求，
一个进步。15 小学教育 2 班的吕悦说：
“李老师做学术很严谨，
对于我们论文中的不
足，
她总会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指导，
精益求精。但是课余时，
你会发现她非常的
平易近人，
就像我们的
‘大朋友’
，
可以敞开心扉地交流。”
她对学生循循善诱，
希望能
引导每一位学生成为更好、
更出色的人。面对一位无心学业，
终日沉迷游戏的学生，
用爱心温暖他，
用言传身教激励他。
“有一天他告诉我，
他突然
李春玲用热情感染他，
一个女生因为感情问题而苦恼，
李春玲又不
对学习感兴趣了，
还要准备出国读研。”
聊起学
断地开导和鼓励她，
“那一届，
那个女生是学院里唯一一个考上研究生的。”
生，
她的笑容更甜了，
“看着学生长进了，
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特别值！”
李春玲还承担了 2014 级小学教育（小英方向）的班主任工作，课后经常走
访学生寝室，
学生们也很愿意和她吐露自己的心声和烦恼。
班里的同学们说：
“平
日里的李老师就像是我们的知心姐姐，
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
亦或是感情上的问
题，老师都能耐心地听完，
还会给我们很好的建议。”
“我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与学生了建立亦
我很尊重他们。
”
她积极地参与班级活动，
资助班级的活动经费，
因为自己从她
师亦友的融洽关系。班里的骆露露告诉记者，
她特别感谢李老师，
身上看到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所应该具备的品质，
“李老师对课堂的享受与热爱，
对学术的认真与严谨，
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
这些都让我敬佩，
也是我要学习的。
立于三尺讲台，
传播知识与爱！”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她一样，

脚踏实地袁做创新的科学研究
“科研就是创新的过程。创新是因为我们并不满足于现状，所以要去改善。
改善又是循序渐进的，
是要持之以恒来完成的。”
李春玲长期从事教育行政学和
学校管理学的研究，
脚踏实地，
坚持做创新科研。她先后发表论文 40 余篇，
其中
CSSCI 和中文核心期刊 30 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8 篇。出版专著 3
部，主编和参编 8 部。主持或参与省部级、
厅级以上科研课题 30 多项，
获得省高
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扎实的学术理论素养
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
尤其在学
和较强的科研能力让她在教育管理学界同行中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校组织变革和学校文化建设方面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当谈起做科研和教
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时，她坚定地对记者说：
“ 我遇到问题时都会冷静下来思
考，然后去找解决办法，
我也不会将问题归结于外界，因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热心服务袁用专业回报社会
李春玲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
参加原副省长陈加元主持的重点调研课题《事业单
作。2011 年，
受教育厅委托，
“公益类高校管理体制改革”
，执笔撰写了“公益
位改革路径和政策研究》子课题
类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对浙江省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
有力的佐证，
得到了省、
厅领导的充分肯定。2014 年配合浙江省教育厅的教师交
流制度，
出席省政协教育专题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并发言，撰写了《完善我
省教师交流制度的建议》，得到了省教育厅的大力关注和认同，推动了浙江教师
交流制度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2012 年牵头组织浙江省 57 所小学成立
“浙江
，
每年举行两次管理论坛和学科教学展示活动，现已举办
省塔式发展学校联盟”
12 次活动，直接受益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 20000 余人。她在工作中的开拓精
受到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连续两次被评为浙江省教
神，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
育学会先进工作者，
三次被评为民盟省委工作先进个人。
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是李春玲老师永远的追求，
“ 如果可以，教师这个职业，
我想做一辈子。”
渊记者 戴潘虹 朱春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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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在新岗位续写奋斗篇章
文/张禄彭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
是我人生中的一个
重大转折点。在这一年里，
我光荣地结束了二
十一年的军旅生涯，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转
业，
来到美丽的浙外。在这山峦叠嶂、
蓝天绿
地的环境中，我开始体验自己作为一名高校
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起初，
我有些忐忑，
担心会有各种不习惯
和不适应。然而，
在与同事们多次接触的过程
中，我深切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融洽与热情，
以及她的蓬勃与进取。新引进的教师们都有类
似的突出感受：
每每向同事询问事情，
他们都
耐心听取你的需要，
并竭
会停下手头的工作，
尽所能为你提供讲解和帮助。我所在的西语学
院是一个朝气蓬勃、
勤奋务实、
快乐团结的集
体，
担负着六个使用最为广泛的欧洲语种专业
的教学任务。今年恰逢教学评价，
大家在完成
凭借责任心和认真的态
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
圆满完成了教学评价所要求
度克服种种困难，
他们身上充
的各项工作。这里年轻同事很多，
满朝气、
友善和干劲，
是很好的伙伴。
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很快进入了
角色。课上，
学生们积极活泼、
富有灵气，
让我
课后，
领导和
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挥斥方遒；
同事们真诚相待，使我能够在宽松而严谨的
氛围中努力提高和充实自己。新入职的这个
学期，
教学科研工作紧张充实，
在完成饱满的
教学工作量的同时，我还参加了学校国别和
区域研究中心成立暨服务
“一带一路”
科研工
作会议以及西语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
使
议等活动。这些会议活动给了我很大启发，
我能迅速加入浙外的教学科研事业中。课余
活动也丰富多彩，
在参与教职工气排球比赛、
趣味运动会、
才艺展演等工会活动的过程中，

我与同事们相处甚欢，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
一切都帮助我适应新单位的工作和生活，顺
利地融入浙外这个新家。
学校朝气蓬勃，她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
能，
就像一张白纸即将画上各种美丽的色彩和
图案。今年新教工联欢活动邀请新入校的老师
们以
“浙外·家·梦想”
为题作画，
对未来在浙外
的工作进行规划和展望。我们组的八位同事共
同努力，
创作了一幅心目中的美好画卷。虽然
我们都不擅长绘画，
但却以这种新颖的形式对
未来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进行了有益的思
我们将为这些
索和畅想。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理想而努力奋斗，
也将见证浙外的壮大。
2017 年，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报告将高
同
等教育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时也赋予了更高的使命要求。当前国家的
“一
需
带一路”建设涉及亚非欧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外语类院校提供了
要众多复合型外语人才，
也提出了新要求。进入 2018 年，
在习
新机遇，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着重发展教育的精神引领
下，
浙外人积极迎接挑战，
大刀阔斧推进教育
改革，
依据学校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方向，
朝着
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外语院校的目标前行。
2018 年，
我给自己定了几个小目标：
热爱教师职业，
守好育人岗
首先，
不忘初心。
位，
是我对人生的定位。
从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
我就告诉自己，
传道授业责任重大，
唯有热爱之
心不变，
方能修得正果。
从教十年来，
知识和能力
在逐步积累，同时内心也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
只要坚持一贯的信念，
困难总能克服，
心结也必
欢乐多于坎坷，
成就多于
能打开。
回顾走过的路，
迷茫，
心中常怀感恩。感恩领导同事对自己的关
怀和帮助，也感恩学生们对教学的支持与配合。

我们的青春

在初心的引领下，我将工作责任心放在第一位，
严格教学规范，
坚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认真备
课科学授课，
确保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其次，
牢记使命。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到，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
工程，
强调要将教育事业放在优先的地位。高
校教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新征程的重要内
涵。因此，
需要不断巩固和更新现有的知识体
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最新的教学理念和方
法，
从而在工作中做到准备充分、科学应对，
从容处理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在做好教学工
作的同时，我们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努力提
高科研能力，增加学术积累，积极创新发展。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教育学、心理
学、
教学法、
现代教育技术等各方面知识。只
有提高自身素质和加强综合竞争力，才能适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应形势，
再者，
以德塑人。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
学生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人格完善的过程。
老
无论学习还是做人，
老师都是学生的榜样，
师的人格力量在教学当中会无形地影响到学
生，
效应可大可小，
不可估量。因此，
老师的责
任重大。上课过程中，
我发现浙外的学生们积
和老师的互动很多。因此，
极思考、
聪明活跃，
在更新知识体系和加强科研能力的同时，我
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各方面修养和
素质，
用爱心去对待每一个学生，
在言行举止
方面树立良好的榜样。同时尽力了解他们不
培养学
同的心理特点，耐心答疑，及时解惑，
生们健康的心理和人格品质。
牢记使命，
方能始终。2018，
我
不忘初心，
将在浙外这块热土上逐梦前进。
(作者系西语学院俄语专业教师)

因奋斗而精彩
文/陆偲佳

还记得二〇一四年刚来学校的时候，我
还是个爱哭哭啼啼的小姑娘。每次站在杭州
东站二层眺望人来人往，心中总少不了伤春
我要如
悲秋。那时的我总在想，
未来的四年，
何度过呢？
如今，
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从一个冬日
二〇一七就这么落幕了。前一
到另一个冬日，
刷爆了朋友圈，
告诉我们
阵子，
“十八岁的我”
是
九零后全部长大了。着实不错。二〇一七，
成长之年。
二〇一七，
是不断坚定理想信念的一年。
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
—从杭州到延
川是我走过最久的路。自二〇一七年三月以
来，
我和全校同学共同学习青年习近平矢志不
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勤奋好
渝的理想信念、
学的进取精神以及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从课
堂到寝室，
从校园文化活动到党建活动，
我们
经历学习与思考，
磨砺了意志，
锻炼了能力。
我跟
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暑假期间，
随学校的实践队伍奔赴梁家河。梁家河是一
片神奇的土地，
在见过他的山水、
学过他的历
史、接触过他的百姓后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他的神奇。
在前往延川前一个月，
我刚从一名中共预
备党员转正，我想延川之行是给我最好的礼
物。陕北高原培育出了习总书记不变的理想信
念——
—为人民做实事。也让我思考，
自己怎样
才能成为一名信仰坚定、优秀的共产党人呢？
“为
当我听到延川中学的梁顺说起他的梦想是
了大家的幸福而努力”
时，
当我看到许多贫困
家庭在为生活奔波，
但又不失朴素，
正直与坚

强不屈时，
我的内心是无比震撼与感动的。能
在延川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实践，
并参加结对扶
贫项目来回馈这片土地，
是对我的一次洗礼。
开学初，我加入了学校
“青年学子学青年
习近平”
学习教育宣讲团，
把我在实践中的所
见所闻所感分享给校内的朋友们。每一次的
分享都让我回忆起实践时的一幕幕场景，不
断巩固延川带给我的震撼。
二〇一七，
是不断提升专业技能的一年。
——
“你好，
我们是浙外卓越师范生”
—从
中国到德国，
是我走过最远的路。自二零一五
年冬加入卓越师范班以来，受到了太多专业
的培训，
也被给予很多的信任。大三的我们站
上了讲台，
自主研发课程并进行授课。从嘉善
一中到余杭区太炎中学，从礼仪文化课程到
二〇一七，
是我和卓越师
国际理解教育课程，
范班的全体同学共同进步的一年。
金秋十月，
我们 20 名同学踏上了赴德交
流的征程，
追寻“卓越教师”
的源头。在帕绍，
见识了德国中小学体制，了解了他们的师范
生培养与教师培训制度，让我深感“压力山
大”
。而在省师范教学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
奖，
又让我倍受鼓舞。我积极投身于实习，
只
为不断充实自己教学经验。
从浙外到保俶塔实验中学，
从初春到寒冬，
她从叫我
“陆
与张英飞老师已经相识十个月了。
收获了教
老师”
变成唤我
“偲佳”
。回想这一路，
学技能的提高，
也收获了心灵上的满足。
站上讲台，
站稳讲台，
站好讲台——
—从师
范生到实习教师，
是我走过最多彩的路。
是继续为师生服务的一年。
二〇一七，

“全心全意，只为有你”
——
—从二〇一四
三年
年入驻校学生会，
到二〇一七年告别它，
来，
我在这里工作中乐此不疲。从校学生会宣
传部的干事，执着于一张海报如何制作得更
精美；
到宣传部部长，
致力于探究如何宣传校
学生会影响力；
到校学生会副主席，与同学、
服务广大师生……这期间，
多
老师共同配合，
少个加班加点的夜晚让我难以忘怀。
在筹办我们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全体大会
把
前，
我心心念念一定要和大家好好地道别，
明明
我对他们的期许再好好说说。然而临了，
有太多的话要讲，
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分别与迎新是每年不变
对一个组织而言，
的主题。
老骨干为她加持经验，
新生力量为她添
离开
加活力——
—这是一个组织之幸。
于我而言，
了校学生会，
来到团委，
只不过换了一个平台继
续做我能做的事——
—这是我之幸。
我的朋友们给我的二〇一七贴上了一个
我想换个表达——
标签：
忙。对此，
—充实。把日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子填满，
和室友互道
二零一八年零点的钟声响起，
一声祝福，
再展望一下我们的二零一八……
二零一八年，
祝你快快长大。如果说十八
岁意味着你成人了，
那么进入大学，
意味着你
要成熟了。
祝你心怀梦想。幸福是奋斗
二零一八年，
出来的，
奋斗的人也是最幸福的。
二零一八年，祝你足下生风。世界那么
大，
就等你去看看了。
二零一八年，
祝你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作者系中文学院 2014 级汉师 1 班学生)

My First Impression on ZISU
By Dave Beck

I have developed a positive impression regarding the city of Hangzhou.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especially the University, which at the moment I am having internship. I would like to note the
high level of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teachers were trained abroad, particularly in the UK and in Australia, methods
of their teaching are accessible and fun.
On campus there is everything necessary
for comfortable living: library, dining
room, supermarket, stadium, sports
hall, and cafeteria - all these, including
school building, ar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from our hostel that is very comfortable. Also I'm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the pricing policy of our University: affordable rates for electricity, water and
of course food and necessities cannot but
rejoice. I'm significantly impress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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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our campus.
Beautiful mountain area, fresh air, numerous vegetation surrounds me here.
Another pleasant discovery for me is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Chinese language with the students (host-buddy)
that gives me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to enrich the knowledge, communicate
and have fun in an interesting company.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ric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very week our teachers organize for us, exciting events such
as watching movies, entertainment, excursions and more, each holiday is dedicated to a unique event, meetings are
held to explore Chinese culture and cultures of other countries. I find the fascinating and positive fact tha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our University receive no less time tha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 truly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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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ng in this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re is one tradition called New
year's resolution. The New Year approaches and as usual there are great
hopes, dreams and resolutions to make
for the coming year. However, I will desist from hoping and dreaming this time
and stick to the resolution only. My past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that hoping
and dreams waste energy for they usually do not come true. Only resolutions can
be kept, to a certain degree of success.
In 2018 I want improve my Chinese language and become fluent. Also I want to
lose weight and get six packs. I know it
is not going to be easy to achieve these,
but I need to concentrate and work hard.
I believe I can make it !
(作者系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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