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全面启动 2019年招生工作
要要要详见第 2版

国际文化齐绽放 中外交流传佳话
要要要详见第 4版

本
期

导

读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第 382期

2019年 5月 15日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主办 浙内准字（GX）第 001号 E-mail:ybbjb@zisu.edu.cn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讯（记者李娟） 5月 5日上

午，校党委书记宣勇主持召开“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会”。会上，宣勇作主题讲话，就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办好

思政理论课提出要求。校长洪岗等全

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参会。

宣勇指出，3月 18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我校迅速

掀起学习热潮，并在实际工作中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

断引向深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

深刻回答了事关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办好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宣勇强调，要把握机遇，切实增强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信心。他认为，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三个

前所未有”：中央对办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重视前所未有；省委对办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领导指导前所未有；办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共识前所未

有。大家都深刻感受到了从上到下关

心重视思政课的浓厚氛围，深受鼓舞，

思政课的春天已经到来。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要抢抓机遇、趁势而上，下大力

气、真功夫，出真招、出实招，努力提高

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水平。

宣勇强调，要直面问题，认真剖析

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重点难点。近

几年，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思政课建

设，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教育引导工作“双十”举措的实施

意见》《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实施方

案》《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

下思想政治工

作的实施办法》

等，扎实推进思

想政治教育工

作。“青年学子

学青年习近平”

学习教育融入

课堂，引起媒体

关注，社会反响

良好。思政课在

加强中改进，在

改进中创新，取

得了很好的成

绩，但在师资力

量、教学创新、

评价体系等方

面有待进一步

提高。宣勇指出，要解放思想，因地制

宜建设思政教师队伍；整合资源，统

盘考虑，吸引校内外优质资源；研究

新时代大学生特点和话语体系，增加

教学吸引力和感染力；用科研反哺教

学、促进教学。

宣勇强调，要强化落实，下真功夫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水平。要高站位，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宣勇对上好思政理论

课作出指导：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

一核心，抓牢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两条

主线，依靠教师这一主体，切实提升课

程质量，提高课程实效，推动思政课改

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和亲

和力、针对性。在教学内容上，要按照

国家要求，结合我校“青年学子学青年

习近平”学习教育、浙江省“三地”建

设，深入思考如何将浙外特色、浙江特

色融入课堂教学中；在教学方法上，要

深入思考如何运用现代教育信息技

术、新的教育理念，让理论和实践更好

地结合；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要突出教

师主体地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

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

方向凝练、学科建设、团队建设。同时，

要积极探索和充分发挥思政课的重要

作用。通过马院思政课程建设，让思政

课程为全校的课程思政提供养料、提

供经验，引领全校教师在教学中进行

思政教育。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

物，目标明确，有效提高课程质量和

实效，在立德树人中真正发挥关键作

用。”宣勇表达了校党委对办好思政

理论课的坚定态度和坚强决心。他要

求大家要解放思想，增强信心，共同

努力，把计划完善好，行动落实好，真

正把思政课打造成学生真心喜欢、终

生受益的“金课”。

校长洪岗等全体校领导对办好思

政课提出了指导意见。

校党委副书记赵文波传达高校党

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介

绍了高校大会交流发言情况，重点传

达了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郑栅洁主要讲话精神。

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徐勇介绍我

校《关于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的工作方案》和《关于办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行动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汇报了近

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情况。

党办、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科

研处、人事处、计财处、公管处、团委、

马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

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

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

出发，深刻阐述了办好思政课的重

大意义，深入分析了教师的关键作

用，明确提出了推动思政课改革创

新的重大要求，坚定了广大思政课

教师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的信心

和决心，为我们推进思政课建设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实践深刻表明，思想政治理论

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大学

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期,是否接受良

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对

于个人“三观”定型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政课办

成大学生喜闻乐见的金课，是时代

赋予高校的光荣责任。

办好思政课，必须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校党委书记宣勇在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专题会上强调，要有效提高课程

质量和实效，在立德树人中真正发

挥关键作用。高校要成为培养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

地，必须牢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必须

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

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奋斗之中，致力于培养一代又一

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让党

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才

能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

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要落实好总书记提

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

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

的谆谆教诲，真正打造一支可信、可

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高素质

思政教师队伍。宣勇在马院调研时，

多位思政课教师表示，要发挥好思

政课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理直气

壮地上好思政课。思政课教师政治

要强，情怀要深，善于从政治上看问

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

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人的责任，还要有高远的理想追求

和深沉的家国情怀，为学生树立有

信仰、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榜

样。思政课教师思维要新，视野要

广，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让思政课实

现从“点名课”到“网红课”的转变。

思政课教师自律要严、人格要正，严

于自律的教师能以良好的“言传身

教”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认知和

行为，而拥有堂堂正正的人格，教师

才能人格的力量感染学生，成为学

生的表率和喜爱的人。

办好思政课，必须用好课堂、课

外两个阵地。要切实发挥好思政课

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在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探索更

加贴近学生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利

用好学校信息化建设成果，通过微

信、易班等平台，提升学生参与思政

课实践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此外，将思政课从课堂延伸到课

外，发掘全体教职员工在学生思政

教育上的作用。推动全体教职员工

把工作的重心和目标落在育人成效

上，推动思政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各

环节，实现从“全员、全过程、全要

素”三个方面来调动思政教育的力

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把思政课办成学生喜爱的金课，

我们定能担当好立德树人的重任，

培养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培养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报讯（记者 李娟）5 月 10

日，校党委书记宣勇主持召开马克

思主义学院调研会，专题推进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校党委

副书记赵文波，党委委员、组织部、

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徐勇一同

调研。

此次会议旨在全面推进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切实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切实提升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水平。

宣勇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年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方

面做出的努力，对全体马院教师做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马克

思主义学院在筑牢我校马克思主

义的底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方面，为浙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

在教学内容、方法、手段上，都做了

大量有益的探索；组织学生进行社

会实践，推动学校“青年学子学青

年习近平”学习教育，成效显著；在

社会保障、科学研究等领域，成果

丰硕，产生一定影响；马院教师队

伍在为国育才、为党育人方面，充

分承担了责任，可敬可信可靠，让

党委满意和放心。

宣勇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办好

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出指导：一要把握机遇，切实增

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信心。总书记专门就一门课，

作重要讲话，开全国座谈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充分体

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思政理论课的高度重视。宣勇认

为，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好思政理论课，是扎

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

义。他强调，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无论有多大困难，都

要对办好思政理论课给予重视、支持和保障，与党中央

保持一致，落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宣勇指出，

从中央到省委对思政理论课越来越重视，高校要抢抓机

遇，趁势而上，建立信心，出真招、出实招，努力提高我校

思政理论课水平。二要直面问题，认真剖析思想政治理

论课面临的重点难点。近年来，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思政

课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对照学校

第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我校思政理论课建设在

数量质量、教学创新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宣勇指出，在保

障思政课教师数量质量方面，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增强竞争力，把引进人才作为重中之重、盯紧

盯牢；在教学创新方面，马院教师应加强调研、实践、出

国学习等，做好顶层设计，整体规划，有意识、有计划进

行师资队伍培养；马院教师应加强自身建设，自觉坚守

学术标准、学术自信、学术志向，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教

学质量。三要强化落实，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队

伍建设等方面下真功夫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水平。宣勇

强调要注重学科建设，最关键的是要加强学科方向凝

练：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学科主干；一定要

结合学校战略定位、战略需要，与学校学科背景、学科生

态更好地结合起来；作为地方院校，一定要与地方需求、

社会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思政理论

课的实效和水平，也为浙外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撑。

宣勇认为，在这些方面，马院大有可为，希望马院做好学

科建设这篇文章。

宣勇要求，结合今天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学校

要不断完善行动计划，实实在在抓落实，真正把浙外思

政课打造成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金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周明宝、方浩汇报近年来马

院发展现状、发展设想和发展困惑等情况，并就办好思

政理论课谈了思路和想法。马院思政理论课教师代表潘

迎华教授、朱秀芳教授、尹铁教授、陈锋老师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从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对办

好思政课提出意见和建议。

人事处、财务处、公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分

别表态发言，表示会提高政治站位，扎实落实学校行动

计划，提供相应支持和保障，全力配合办好思政理论课。

党办、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科研处等部门负责

人和全体思政课教师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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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袁一场主题为野国际风窑家国情窑浙外梦冶的外文歌曲大赛决赛火热开唱遥 浙外青年用野国际风冶唱
响野家国情冶袁以独特的方式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遥
图为外文歌曲大赛决赛现场遥 （图文由相关学院提供）

火红五月，浙外青年用“国际风”唱响“家国情”

博勤东观 语译通达
要要要东语学院院标院训展示

院标院训的故事

要 闻 2019年 5月 15日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

本报讯（通讯员 刘文杰）近日，学校召开
2019年招生工作会议。校长洪岗出席并讲话，校

党委副书记赵文波主持，副校长柴改英参加。

洪岗对近年来招生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他指出，本次招生工作会议是学校近年来首次召
开的关于招生工作的专题会议。今年学校召开了

第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奋力谱写内涵式发展新篇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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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一目标，学校设

立了十大重点工程，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优质

生源提升工程”。

新一年的招生工作已经启动，洪岗强调，一要
提高站位，认清招生工作新形势。看大局，要充分

认识招生工作的重要性，优质生源是新时期大学

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

生命线。看挑战，增强招生忧患意识。学校作为一

所新建本科院校，必须要有更强烈的危机意识和
进取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全力

以赴，迎头赶上。看机遇，抓住招生有利因素。二要

提质升级，开创招生工作新局面。在“全”字上下功

夫，各部门各学院要加强协同，紧密合作，树立招

生工作全校一盘棋的思想。在“实”字上下功夫，各

部门和二级学院要“一把手”亲自挂帅，组织好优
势力量，画好“施工图”，带好“施工队”，把好“质量

关”。在“细”字上下功夫，招生工作无小事，关乎所
有考生利益，要把工作想细、做细、督细。

赵文波对招生宣传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

把握好时机节点，丰富招生宣传形式内容，提高宣

传工作实效性；二是整合力量，发挥教职工、学生

和校友的作用；三是要及时总结招生宣传经验，做

好特色宣传，讲好浙外故事。

招生办负责人介绍了近年招生情况，解读了

优质生源提升工程等相关文件。教务处负责人介

绍了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等相关改革思路。英文学

院、教育学院负责人介绍了各自学院相关招生工
作经验等。

校办、宣传部、纪检办、学生处、教务处、国际

处、计财处、公管处、合作处、信建处、团委和各学
院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范馨予）5 月 6 日，
台湾屏东大学校长
古源光一行来校访

问，与校长洪岗等就
全英语专业建设、学

生双向交流、学术研
讨等方面进行广泛
商讨。

洪岗简要回顾
了两校的交流历史，

高度评价了屏东大
学近年来的办学成
果，对该校支持近百
位浙外非语言专业
学生赴台进修表示
感谢。洪岗说，虽然

师生层面的长期交
流略有中断，但两校

诚意友好的初衷没
有变，一切服务师生
的理念没有变。洪岗
指出，结合时代机遇
和两岸人文交流的

现实需求，建议两校

从“保持教育的初
心”“从学生需求出
发”“深化教师交流”
等三方面下功夫，建
设可持续的交流与

合作关系。

古源光简要介
绍了 2014年并校更
名后屏东大学在院
系重组、专业提升、

师资引进、国际化水
平提升等方面的工

作思路与主要成绩，

表示珍惜两校二十
一年如一日的姐妹
情谊，愿意通过开放
与务实的努力，推动
合作深化。

会后，古源光校

长还应邀来到品院，

对中文学院启动学
生暑期赴台研修项
目、建立院系合作机
制等进行了指导。

学校举办“青春，与志愿同行”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5月 5日，我校举行“青春，与志愿同行”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英文学院“微霖公益”项目、西语学院“架定向合作桥梁 助力青田
‘侨博会’”项目、教育学院“‘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梁家河红色

之旅———小教专业拓展课送教进班助成长，爱心助力微心愿”获

得前三名，获推荐参加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杭州市志愿者协会、校合作处、团委等单位负责人和老师受
邀担任评委。比赛现场，各学院通过 PPT展示、现场路演等多种

形式展示志愿服务项目，展示出浙外学子投身志愿服务的蓬勃热

情。杭州市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毛立靖老师根据自身丰富经验，

为我校志愿服务项目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参赛师生

多观摩往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项目，加强对项目的打磨，争
取获得省赛优异成绩。

志愿伴随青春行，奉献铸就新时代，我校志愿服务工作始终
紧扣“实践育人”主题，引导浙外青年大学生永怀一颗志愿奉献的

心，将青春色彩融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此次比赛旨在大力

挖掘、扶持、宣传我校志愿服务优秀项目，培育志愿服务精品项
目，打造我校志愿服务品牌。 （团委供稿）

校第一届学生微党课大赛顺利举行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持续

推进“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学习教育，由学生处主办的浙江外
国语学院“弘扬五四精神共创青春辉煌”第一届学生微党课大赛
于 4月 25日顺利举行。
经各二级学院推荐，11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学生结合个人经

历，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对五四精神以及当代青年人责任与担当
的理解，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弘扬五四精神，获得评委和观众的一

致好评。最终 16小教 2班邢钿钿获得一等奖。18国商 3班吴业
文、16 英师 2班袁雨歆、16 阿语 1班毛俊雅获得二等奖，17 电
商 1班朱喆、16汉语言文学（师范）班刘一薇获得三等奖，16 美
师 2班吴雯慧、18俄语 1班童颜、17会计 3班季雨欣和孙佳萍、
17小教王驰涛获得优秀奖。

组织部、宣传部、马院相关人员参加。 （学生处供稿）

学校举办微团课大赛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团的十八大精神，加大对我校团组

织“三会两制一课”及“活力提升”工程的推广力度，5月 9日，学

校举办微团课大赛。

本次微团课大赛分为教师组和学生组，各学院通过初赛推送

21名选手参加学校决赛。围绕团史、团情、团务等相关共青团知
识，各学院师生结合社会热点和大学生思政教育精心准备，进行
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微团课展示。

师生们同台竞技，有的结合自身经历，述说了团员青年的责
任与担当；有的讲述了一家三代人的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有

的通过共青团知识激发团员青年的爱国热情。经过激烈角逐，教

育学院杜颖老师和英文学院潘慧超分别获得教师组和学生组一
等奖，她们的微团课作品将选送参加第三届浙江省大中专院校微
团课大赛。

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校团委开展“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红五月系列活动，引

导浙外团员青年增强团员意识，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高举爱

国主义的旗帜，争做新时代青年先锋。

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校团委等部门负责人作为大赛评委
观摩比赛。 （团委供稿）

展演中国功夫 弘扬中华文化
当地时间 5月 4日，赤道几内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功夫俱

乐部“中国功夫进社区”展演活动在首都马拉博市举行。孔子学院

外方院长主持活动，孔子学院师生、功夫俱乐部成员、赤道几内亚

“巴尔巴里奥”（BARBARRIO）街头健身俱乐部全体成员及社区
民众约 150人参加了活动。

外方院长对社区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5月 4日是中
国的青年节，青年代表美好的希望、创新、活力、力量和责任。赤几

的年青人将通过中国武术和街头健身表演，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中

国武术精神的同时，让更多的人感受不同文化的和谐共融，传递

开放、包容的正能量。

功夫俱乐部全体成员及“巴尔巴里奥”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
都是孔子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以各自不同的

兴趣爱好诠释着真、善、美和积极向上的中国优秀文化精髓。功夫

小子们首先以精彩的拳术、单刀、棍术等个人中国功夫套路表演

及震撼的团体表演，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和掌声，吸引了

社区的大批民众前来围观，小朋友们更是兴趣盎然，簇拥一团。前
来助兴的“巴尔巴里奥”街头健身俱乐部的健身表演穿插其中，展
示了青春与健美、团结与包容。随后，功夫小子们现场示范扎马
步、金刚拳等中华武术，并手把手教授现场的观众。整个活动持续
近三个小时，结束时观众仍然流连忘返，纷纷表示期待下一次

展演。

赤道几内亚国家电视台体育频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孔院项目办供稿）

人文浙外

灭官烛看家书
据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北宋时期有位州官，为人极其

廉洁。一天晚上，有人从京城送来一封上司的来信。他猜想这一定

是朝廷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命令公差点上蜡烛阅读。谁知读了

一半，他又命令把官家的蜡烛吹灭，把自己买来的蜡烛点上，继续
往下看。公差很纳闷，难道官家买的蜡烛不及他自己出钱买的亮
吗？后来才知道，那封信有小半是关于他留在京城家属的情况，他
认为这是私事，不能点官家的蜡烛。在有些人看来，为了半封家

书，竟然换烛再读，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但正是这样的小事，却

更能从细节上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质，更足以让当今存在公“话”私

打、公车私用、公请私吃、公费私游等等凡此种种揩公家油的一些
领导干部汗颜。 （材料由纪检办提供）

廉政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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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全面启动 2019年招生工作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望院 C时，东
语学子早已开始了晨读。各国语言在这里交
汇，与墙壁上的院训“博情东观，语译通达”相

映成辉。

“博勤东观”分别取自《管子·权修》《荀子·

劝学》《论语·微子》《左转·僖公三十年》等，它

既指勤于学习广博的知识，也指勤于审视广博
的事物。“东观”是汉朝珍藏典籍的地方，在这
里指图书馆或知识的宝库。东语学院致力于

传授学生们东方国家的语言文化的同时，还注

重培养学生们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这正是以

“东观”为基础。“我觉得学习语言的人，始终不

能忘记的是自己的身份是中国人，始终不能忘
记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论将来身在
何方，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把中国的声音传播给

世界。”东语学院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语译通达”取自《广雅》《说文解字》，指学
习语言能够沟通各地。“通达”两字中通有四通

八达，通南达北之意，而原意喻恒灵久远。“通

达”两字明确地表达了东语学子游历四方，架

起沟通桥梁的展望。“博勤东观，语译通达”，这

简单的八个字简洁明了而深刻的表达了东语
学子立足于中华文化之根，勤奋学习以掌握外
语知识，并担任起传承和传播中华文明的远大
愿景。

院标设计别具一格，以蓝色为底色，象征

着大海的广博，喻指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正

中间采用书法体“東”字，与中华文化巧妙结
合，不仅凸显了东语学院的特色，同时为整个

设计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東”字的
一笔一划取自日语、韩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

中的“东方”文字元素。这代表了四个小语种组

成了东语学院大家庭，也体现了学院兼容并包

的办学理念。同时，“東”字也代表了东语学院

始终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根本，在立足中华文化
的根本上，取其他文化之长补自己文化之短的
理念。

一句简洁的院训和一个独特的院标被东
语人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更是凝聚了学院全体
师生的智慧。从征集想法到最后定稿，总共经

历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院训和院标象征着一个
学院的形象和办学理念，所以一定要有十分鲜
明的学院特色，为此，学院面向所有在校的以

及毕业的东语学生发出了征集令，甚至在优秀

校友返校的表彰大会上征求意见，并得到了大

家的积极响应，收到了多幅作品。学院专门召
开数次的全院教职工会议。通过一次次会议，
一次次详细的 PPT解析和投稿者讲解，以及

与会者举手表决，最后的决议可以说是体现了

师生最广泛的意见。为了使院训能表现学院在

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东语学院师生不断地反

思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拷问自己：学院的教
学目的到底是什么？学院的特色又是什么？终

于，在一切问题都得到答案后，院标和院训应

运而生了。

院训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体现学院的办
学理念和教学特点，它更像是一种警示、一种

精神、价值和行为的引领。正如学院相关负责
人所述，院训是理念，也是目标。对于一个外语
学院来说，学生们在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因
此拥有一个共同的内核是非常重要的。在院训

所体现的培养目标的引领下，学院持续深入推

进“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学习教育，举行了

师友沙龙、暑假社会实践等系列活动，取得了

实效。而院标是学院特色最直白的一种表现方
式，同时它也是所有东语学子的精神寄托。无
论身处何处，只要看到这代表学院的象征，心
中便会涌起无限的温暖，进而获取继续前进的

勇气。因此，院标也是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

一种方式。

在院训精神的指引下，东语师生不畏艰
辛，投身于学习东方文化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康
庄大道上。他们想成为一块“海绵”，汲取吸收
外国语言文化；他们想成为一个“喇叭”，努力
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 （记者 方念迪）

博勤东观 语译通达

本报讯（通讯员 屈利君）5月 11日，学校举行第四
届国际化卓越教师培养创新实验班开班典礼。副校长

柴改英出席并讲话。

柴改英对入选我校第四届卓越班的同学们表示祝
贺。她阐释学校创设卓越班是对国家教育政策方针、浙

江省发展定位和社会需求的自觉践行与主动回应，符

合学校办学定位，彰显专业特色。她指出，在各方领导、
专家的精心培育和辛勤付出下，“日课养成 +技能习得
+文化体验”的培养模式卓有成效。学校将进一步统筹
卓越教师培养工作，推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迈上新台
阶，在全省乃至全国形成品牌效应。她希望同学们要怀

揣教育梦想，点燃教育热情，主动向导师们学习教学技

能的同时，体会他们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爱，实现“明

德弘毅、博雅通达”的校训，从卓越师范生茁壮成长为

一名真正的卓越教师。

来自杭州市文苑小学的省特级教师魏丽君代表实
践导师发言，她表示一定将多年积累的教学和工作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学们，为同学们答疑解惑，希望
同学们努力学习，呵护好浙外“卓越班”这块已经闻名
全省的金字招牌。来自 17级小学教育（小学数学）的杨

凯妮同学和 15级小学教育（英汉双语）叶然同学分别
作为卓越班新生和老生代表发言。

教务处、教育学院等部门负责人以及第三届和第
四届卓越班全体同学一同参加开班典礼。

学校第四届国际化卓越教师培养创新实验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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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fore the commemoration for-

mally started, Xi and leaders
from all sectors of the CCP
walked into the hall amid warm

applause. Later the national anthem was
played to commence the commemoration.
When the camera lens finally dropped on

President Xi from high to low, everyone’s
eyes fell on Xi simultaneously waiting for
his important public address. Xi reviewed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gave a high appraisal of its
prominent impact on Chinese nation and e-
laborated what makes a good youth. Xi’s

passionate voice echoed in the grand hall
and bounced back into every single listener’
s ears, which, in a sense, reminded Chinese
youth of their heavy responsibilities of mak-
ing China better.

Time flies! It has been 100 years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 a hundred
years’time, China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and remarkably.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youth get the credit for China’s develop-
ment for assum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keeping up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One hundred years ago, the Chinese
youth concentrated on exploring the ways of
saving Chines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ed its survival. Subsequently the“May
Fourth” spirit—patriotism, a progressive

mindset, a belief in democracy and science—
was held high. They learneddeveloped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to oppose imperi-
alism and feudalism. When Chinese
sovereignty was invaded, they revolted a-
gainst the invaders, whose deeds facilitate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da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we should do better and
strive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Different generations have differ-
ent responsibilities on their shoulders.

A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aid,

“Youth is the most active and vital force in
society. The hope of the country lies in the
youth,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lies in the
youth.”So what we need to do is try our
best to be ourselves. First of all, we should
be patriotic. Patriotism is the obligation of
everyone. For example, when we see some-
one verbally insulting China on the Internet

or through other means, never should we
stand by. Instead, upholding the honor of
our country is necessarily needed. What’s
more, we should not blindly worship foreign
things though we are more exposed to for-

eign cultures than ever. For instance, most
of the students of ZISU are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now. We can make good use of
what we learn to transmit Chinese culture.
Today, 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come to
China to study. There are some foreigners in
ZISU. We should treat them with respect to

maintain China’s image in their minds.
Then, we need to enhance morality, in-
tegrity and kindness. Besides, we are sup-
posed to set our ideals and aims high. One is
doomed to wander if he has no dream. Dur-

ing college years, we need to set goals and
work towards them. Perhaps not everyone is
ambitious, but we ought to endeavor to ac-
complish our self-worth defined by our-
selves. Last, we should be courageous to
strive for and get some really good skills. So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ur cours-
es. But the knowledge in textbooks is far
from enough.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y. The best way is par-
ticipating in practical activities or volun-
taryactivities. Anyonethat is struck by an in-

spiration of innovatingor inventing some-
thing are suggested to grasp the chance. The
plan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s put
forward by ZISU. It’s also a good opportu-
nity to challengeourselves and gain experi-
ence.

Now, in this new age, we no longer
face the rain of bullets and bombs. We

should cherish the hard-won peace, social
stability and tranquility and take the initia-
tive to shoulder our responsibilities.

May 4th of 1919, an epoch-making day,
serving as a milestone in Chinese history, is

bound to affect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Chi-
nese youth and leave an imprint on every-
one’s mind! The “May Fourth”spirit must
be a legacy that will pass down from gener-
ations to generations!

Keep going, youth of ZISU! Keep go-
ing, youth of China!

T
here is a line in the movie Volunteer:“If a
person’s life is 70 years and one seventh of
the time is taken out to do a meaningful
thing, then the life will be more beautiful.”I

can still remember when I was in the middle school, I
could often see volunteers serving others with enthusi-

asm on various grand occasions. Their warm smiles
touched me deeply. Since then, becoming a volunteer
was a small seedsowed in my heart, when can it grow
into a towering tree?

However, to be honest, I am not a confident girl. I

hate failures, I am afraid of being defeated and derided
by others. Like a coward, when the opportunity comes, I
would vacillate and flinch. Last semester, encouraged by
a senior who has rich volunteer experiences, I finally
made my first step to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alled
H20. My assignment was to accompany 3 Amsterdam
guests throughout their 3-day meeting in Hangzhou.

That was my first time to do voluntary work and as a
novice, I was quite stained and perplexed about what I
was going to do, especially struggling to avoid the
mistakes I’d possibly make during the work.

One day before the conference, I went to the Shang-
hai Pudong Airport to pick my Amsterdam guests up.
Luckily, with the welcome board in my hands, I was

recognized easily. We greeted each other and with a
sense of relief, I foundthe guests couldn’t be more
friendly and considerate. On our way to Hangzhou, they
shared their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in Amsterdam and
even bantered with me, which indeed alleviated my
stress. Even now, I can still vividly recall the joy we’ve

shared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ctually from
that day on, I began to ruminate and appreciate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which could help you talk more than
in a fluent way, but most importantly, in a comfortable
and pleasant way.

However, nothing canbeas right as rain, I also
needed to handle some unexpected emergencies. One

day, one of my guestsleft his laptop in the hotel,
whereas, he needed it immediately to make a presenta-
tion. In this case, I had to help him fetch the laptop. On
the way to the hotel, I was anxious that I may fail to
send it to him on time. Thankfully, I made it. And from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I learnt that people do need the

beforehand preparations, the plan B should always in
stock if something pressing happens. At the same time,
it came to me that prompt reaction ability is indispens-
able.

On my last day of voluntary work, indeed, I was
unspeakably upset for I had to wave goodbye to them.
During those days, we have built trust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Every day they greeted me in the
appointed meeting site. And I can perceive that if they
want to become successful, the first thing is to treat
people sincerely, and be patient, be punctual, be toler-
ant, etc. Most essentially, they helped me to build up
the self-recognition, and I could use what I have learnt
in class to the real life, to help others, to make a differ-

ence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to the so-
ciety and the world.

Life is long, and the eternal volunteer life does not
exist, but the short time will be embedded in our long
life memories. How lucky and proud I am to be a volun-

teer.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becoming a
paradigm but I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achieve it. From
the moment we put on our volunteer suits, we clearly
assume our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sometimes the
work will be somewhat strenuous and humdrum, the
kind of pride and happines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will arise spontaneously.Therefore, I appeal to all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cluding you,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works to exercise, to dedicate, to grow.Per-
haps that is what impressed me most in the volunteer
activities.

文/林哲梁尧诸璐莎 指导老师院何习尧

On April 30th,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commemoration was
solemnly hel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About three thousa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ttended the
commemoration addres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文/邹铃尧郭梦玉 指导老师院桂清杨

绘图院唐璟昊

编后语院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

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这
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回望五
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牢记新时代中
国青年的使命，做好青年工作，关心和支
持青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学校以“青春
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开展了系列主
题纪念活动，广大青年师生热情参与，将
专业与爱国情、报国志、报国行相结合，
掀起了学习“五四”精神 ,投身接续奋
斗的热潮。本报刊出部分优秀师生
多语种作品，助力青年学生

成长成才。



其中，意大利文化周、西班牙日、文化沙龙等相
继亮相，为师生们献上了一份文化大餐。内涵丰

富、形式多样的讲坛论坛为师生们提供了深度的
国际文化交流的契机，大使进校园、国际理解教
育、外事礼仪讲座等系列讲座论坛拓展了同学们
的国际视野。在学习竞技方面，各学院将组织开展

多语种学科知识竞赛、多语种书法绘画大赛、模拟
联合国大会等，让同学们在比赛与挑战中成长。此
外，在才艺展示板块，学校举办外文歌曲大赛、中

西方音乐分享会、意大利服装设计大赛、中华汉字
创意大赛等，为学子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

学校在引进国外先进知识技术和特色文化的
同时，更是以活动为契机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推出了高雅艺术进校园、书法篆刻体验、
汉字拼写大赛等种类丰富的传统文化体验，促进
中外文化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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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节现已成为我校最具规模、

最值得师生期待的大型文化活动之一。

国际文化齐绽放 中外交流传佳话
要要要学校第二届国际文化节暨首届意大利文化周开幕

校第二次党代会擎画了学校在新时期发展的新蓝图，提出了加大文化精品建设力度，建设多元、
高雅、现代的校园文化的要求。学校举办国际文化节，旨在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着力打造与学校国

内知名外语特色鲜明教育品质一流的应用型高校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校园文化，在推进“三地”建设中
发挥文化建设应有之力。

5月 9日，望院 CD之间人潮涌动、热情似火，校第二届国际文化节暨首届意大利文化周拉开帷
幕。校党委副书记曹仁清出席并讲话。围绕“构建中意文化桥梁，共谱丝路古今乐章”这一主题，主舞
台载歌载舞，各个展棚生动呈现各国文化，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互动环节吸引了中外师生来到现场。

本届国际文化节由校党委宣传部牵头，学校各单
位协同开展。文化节的相关活动从 3月份开始启动，

精彩纷呈的活动将持续近一年时间，分为开幕式、异

域风情、讲坛论坛、学习竞技、才艺展示、文化传播、文

化盛典等七个板块进行。文化节持续以崭新的姿态开
拓浙外校园文化发展新路径，实现多元文化碰撞，拓
展师生国际化视野。

记者院孟珂
摄影院叶益珍尧胡恬尧卢梦莹尧吕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