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鸿志社
要要要要要钟家沙小学义教

2015 年 03 月 25 日鸿志社成员来到鄞州区钟家沙小学进行义教活动遥
活动分别是上野如何培养好的习惯冶的课和游戏互动遥

上课初始为了调节气氛袁我们以脑筋急转弯的互动开课了遥 再抓住学生
天真活泼的特点袁采用奖品激励的手段袁尝着小组合作的形式袁让学生积极
讨论交流和踊跃发言遥 让学生唱尧跳尧说尧演袁无不热闹袁使学生在愉悦之中驰
骋想象袁既可以为小朋友涨知识袁又可以一起玩乐遥 在室外袁大家时时点拨尧
引导袁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遥

通过义教袁 大家进一步认识生活袁 对一些事和一些人学会重新认真审
视遥 对待我们未曾从事过的事袁要做充分的准备袁培养做事的态度遥 珍惜眼
前袁关怀他人遥

金秋时节袁我
们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运动会袁 开幕仪
式上袁 振奋人心的
不仅仅是同学们青
春洋溢的激情与笑
容袁 以及东海舰队
乐队带给我们极具
震撼力的表演遥 为
了了解军乐队训练
情况袁 激发同学们
的斗志袁2014 年 10
月鸿志社会员采访了东海舰队军乐表演团队官兵遥

通过采访让我们万里学院的学生了解更多部队的知识袁 理解军人的艰
辛以此激励我们万里学子更上一层楼遥 同时袁也让东海舰队的官兵们更深入
地了解我校袁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学校袁见证我们万里人的风采遥

鸿志社
要要要要要东海舰队采访

近日袁 浙江万里学院现代物
流学院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在缙
云县壶镇镇湖川村开展了 野夕阳
印记冶(即圆梦老人婚纱照) 活动遥
湖川村近二十几对老人被盛情邀
参与拍摄遥

大学生志愿者在当地就近租
借礼服袁购置简单的化妆品袁带上
并不是专业的相机袁 在村里的文
化礼堂袁 替这里的老人拍摄婚纱
照遥 为了拍下每对老人最美的瞬
间袁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前做足了
功课遥 7 月 18 日 13:00 活动开始
时袁 老人们一对对在礼堂依次就
坐袁脸上充满笑容与期待袁虽然天
气炎热袁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们
的情绪袁 在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
期待和好奇袁 当老人们一对一对
站在一起的时候袁 笑容便已经解
释了一切遥活动中袁大学生志愿者
耐心地为老人换穿婚纱与西服曰
拍摄时袁与老人与互相沟通袁都想
拍出属于老人最美丽的一面袁化
妆尧 梳头尧 拍摄噎噎全程有序展
开袁整个活动充满了野回忆与爱的
味道冶遥

野好像做梦一样浴 看着电视里
小年轻穿着婚纱袁美的呀袁那个羡
慕啊袁 哈哈噎噎今天居然能拍个
婚纱照袁实在太开心了遥 冶穿婚纱
是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袁 耆耄之
年也不例外遥听到了这番话袁志愿
者们满带疲倦的脸上绽开了满足
的笑容遥

国学社
要要要要要我推荐的一本书

国学社
要要要要要要要野夕阳印记冶 见证质朴爱情暑期实践活动

2014 年 12 月 24 日晚袁 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袁
500 多名师生汇聚一堂袁参加本年度社团活动之学
子故事冶励志访谈录活动遥 野学子故事冶励志访谈录
由我校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尧 现代物流学院推出袁
鸿志社发起的品牌活动袁 从 2008 年开始到现在已
经走过了 6 年多的时间遥 选取的每一位主人公都是
学校最具代表的励志人物典型袁通过访谈万里学子
自己的故事袁在全校范围内弘扬尧推广励志教育袁激
励万里人以更饱满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挑战遥

本期励志访谈录主题野最美万里人袁风采万里
路冶的女主角李练娴是我校在播音主持方面突出的
万里学子袁她以景观建筑设计专业入学袁出于对传
媒专业的热爱袁勤奋刻苦袁以专业第三的成绩转至
创新班袁获得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袁不断实践锻炼袁
不断探索创新尧积极参与校内的活动主持袁刻苦学
习袁实现了自己的主持梦想遥

从大一进入学校开始袁 李练娴就参加学生会袁
之后不断努力袁加入创新学院团总支袁助力学院完
成一系列的学生活动袁后经校团委推荐袁加入校学生会袁由此参与到校级活动的筹划与
开展当中遥 协助举办了野十佳歌手冶尧野十佳主持人冶尧野女生形象大使冶等大型比赛遥 并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袁 不断参加播音主持相关
的各类比赛袁获得全国演讲大赛三等奖尧浙江
省礼仪大赛团体特等奖尧宁波市辩论赛冠军尧
最佳辩手尧 宁波市高校主持人大赛十佳主持
人尧最具人气奖等遥

李练娴是一名积极乐观的姑娘袁 学习和
工作之余袁喜爱跳拉丁舞尧画画以及运动曰利
用暑假学习了拉丁舞中袁伦巴及桑巴遥李练娴
从不抱以消极态度袁她积极寻求解决办法袁理
性协调学习与工作的时间分配遥 她说院野无论
在学习袁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袁都要拥
有乐观心态和不变的最美微笑袁 并努力将这
样的微笑保持下去遥 冶2013 年袁 她获得学校
野最美万里人冶称号遥

励志访谈现场袁 在场的老师与同学纷纷
表示袁通过励志访谈袁为万里学子取得的成就
而感到骄傲袁 充分肯定本次励志访谈节目的
意义遥 鸿志社指导教师陈老师说院野要把每一

期的励志访谈录刻录起来袁让每一位万里学子来聆听尧来参与万里学子的励志成长故
事袁激励学子们在充满诱惑的生活中树立正确的目标袁养成良好的习惯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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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氛围袁让他们度过一个更有意
义的暑假袁7 月 14 日开始袁由共青团缙云县委员会尧缙云县文明办以及浙
江万里学院现代物流学院鸿志社承办的野留守一份真情袁奉献一片爱心冶
志愿者服务活动正式在湖川小学拉开帷幕袁 80 余名学生参加了此次
2015 年暑期野春泥计划冶暨野关爱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冶夏令营活动遥

鸿志社暑期社会实践志愿者们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得充实而有趣院
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间袁让孩子们在书海中遨游曰每天的作业辅导袁让孩子们不忘学
习曰课余时间袁他们将自己大学校园的品牌活动要要要野趣味运动会冶带到夏令营袁开展了
一系列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活动袁如野解手链冶尧野校园吉尼斯之纸飞机冶尧野趾压板跳绳冶以

及野搭桥过河冶遥 这让孩子们劳逸结合袁增长了见闻袁还得到了身心的愉悦遥
为了更好地关注每一位孩子袁夏令营活动采用导师制袁这样每位孩子都有自己的

导师遥 而导师则借助各种契机袁积极与孩子们展开交流与沟通袁鼓励他们从实践中学会
自学尧自强尧自律袁做生活的强者遥 导师制的实行袁更好地实现了野关爱每一位留守儿童冶
的目标遥

队员们说院野很幸运能够有机会和孩子们一同相处袁希望通过接下来的一系列团队
素质拓展活动袁真真实实地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欢乐和温暖遥 冶

留守一份真情袁奉献一片爱心遥 相信在我院志愿者的悉心守护下袁 80 余名留守儿
童都能绽放纯真无邪的微笑袁都能拥有快乐而有意义的假期生活遥

3 月 27 日下午袁我院举办的野旧书换新树活动冶顺利结束遥 活动期间
同学们积极响应学院号召袁将寝室的旧书旧报等废弃书籍整理出来拿到
活动地点进行交换袁场面堪称火爆遥

从身边做起袁从寝室做起袁多种植绿色植物袁以一个寝室一个单位袁
越多的废旧书籍和废电池能给换得更多的小盆栽活动为交换标准遥交换
者还需在野绿色协议冶进行签字袁表达自己保护环境的决心遥 我院同学们
主动融入到低碳生活中袁旧书籍经学院收集后统一处理袁换取到的绿植
又能改善寝室的生活环境袁为同学的生活增添一抹绿色又能激发同学们
栽种绿植袁绿化生活袁保护环境的积极性遥活动后期将交换回收的旧书和
废电池进行分类袁将保存完好的书籍转赠给大学图书馆或者其他经济困
难的地区学校袁将无法进行知识传递的旧书和废旧电池交给专门回收的
机构处理遥

活动旨在宣传环保知识袁让大学生养成废物利用袁保护环境的习惯遥
野旧书换新树冶的活动还在持续袁希望将这股风潮持续下去袁让绿色走进
社区生活袁传递健康正能量袁刻不容缓遥从小事做起袁从身边做起袁用青春
双手袁将野绿色冶传遍万里袁生生不息浴

全球气候变暖袁植被遭到破坏袁人类
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袁特别是我国的环境
面临严峻挑战袁作为当代大学生袁我们有
责任为保护环境奉献一份力量遥

为了提高同学们的环保意识袁整治环
境构建和谐校园遥 在 4 月 3 日这天袁现代
物流学院全体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鄞州
公园展了野环境大整治袁青协在行动冶绿化
校园活动遥此次活动受到了全体同学的积
极参与遥 本次环保活动主要以发放宣传
页袁清除乱张贴乱涂写和清理分类垃圾的
形式在校园内小广场尧食堂尧厕所尧操场等
地方和附近的鄞州公园沿途进行流动宣
传和保护环境袁该活动还在小广场宣传环保知识袁制
作横幅进行环保签名袁并举行扫微信袁送礼物活动袁
开展野我为环保提建议冶活动遥 这次活动中袁各干事和
部长积极参加袁分工合理袁指挥得当袁充分的体现了
青协的团结协作能力以及团队精神袁 参与活动的同
学们的心里是轻快地袁因为通过大家的辛苦劳动袁校
园变得干净了遥

活动结束后有同学表示院野通过本次活动袁 我体
会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内心深处最平凡而又殊于一
般的感受袁 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志愿者能为环
境奉献自己微薄力量的自豪冶遥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袁同学们的脸上是欣慰的笑遥大家不怕脏不怕
累袁为了学校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袁使公园环境更美好袁这些都是值得的遥

为发扬中国野敬老爱老冶的传统美德袁每两月一次去下应敬老院慰问敬老院的孤寡老
人袁给他们送去一份关爱和温暖遥

早上 7 点 30 分集合袁志愿者从浙江万里学院西门出发袁乘车去宁波敬老院遥 到达后志
愿者首先对老人进行了慰问袁接着就明确分工袁进行合作袁有陪老人们唠嗑谈心的曰有帮助
老人整理内务袁打扫卫生的曰有互动游戏并共同表演的遥 不仅使老人摆脱的寂寞袁也使自身
受到了教育遥 看到老人们灿烂的笑容袁听到老人们爽朗的笑声袁志愿者们充分体会到了本次
志愿活动的意义所在要要要弘扬志愿精神袁关注老年群体遥

本次活动既丰富了敬老院老人的生活袁弘扬了野敬老尧爱老尧助老冶的传统美德袁又提高
了大家的服务水平和对老人的关心意识遥

志愿者们通过这次活动希望把老人们的心声向全社会传达袁 让更多的人关注空巢老
人袁让老人的需求被社会正确认知袁希望能够探索和完善关爱老年人的保障机制袁为老年人
的身心保障问题提供新思路袁为构建完善的老年人社会保障机制出一份力遥

青年志愿者协会
要要要走进敬老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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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协会
要要要要要要要环境整治活动

青年志愿者协会
要要要要要要要爱心换书活动

野职场大爆炸冶知识竞赛
为了帮助大学生了解尧 掌握
并恰当地应用职场礼仪袁完
善个人职业形象袁 获得一定
的职场技巧袁 学会用恰当合
理方式与人沟通和交流遥

现代物流学院职场礼仪
社于 2015 年 4 月袁在浙江万
里学院多媒体教室举办 野职
场大爆炸冶知识竞赛活动遥 竞
赛参赛队伍由学院的全体学
生自己组队参加比赛,每队 4
人; 社团内部组织编排队伍
参加比赛,每队 4 人参加比赛
为了此次竞赛能成功举行袁
职场礼仪社团应充分利用内

部各类资源袁工作人员不拘泥于工作
量的多少袁彼此分担袁通力合作袁力求
将此次竞赛组织地尽善尽美遥

在竞赛活动过程中袁必答题过程
中工作人员进行的有条不紊遥 第二环
节为互动活动袁通过小游戏 ,充分调
动同学们的参与的积极性遥 野职场大
爆炸冶知识竞赛希望同学们作为观众
观看,也让更多的同学们去参与,更多

的去了解此次活动中的内涵,学有关于职场的知识遥 到了抢答题部分袁活动现场虽然出现
了一些小混乱袁但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活动最终是圆满结束了遥

整个活动流程进行流畅袁虽然出现了一些小问题遥比如第一环节题目的重复与空缺现
象袁还有抢答环节因为规则的限制出现了一些混乱遥 但是现场活动的气氛仍然很高袁大家
参与度很高袁活动最终完满结束遥

社团初次办活动难免生疏袁一些流程走的也比较困难袁但相信这会是个好的开始遥 期
待职场礼仪社更好的未来遥

职场礼仪社
要要要要要要要野职场大爆炸冶知识竞赛

鸿志社金牌活动要要要要要励志访谈录

学院团学工作
坚持以人才培养为
主线袁拓展学生综合
素质遥 今年袁学院率
先启动社团扶持与
培育工作袁侧重扶持
重点社团遥野国学社冶
是我院侧重扶持的
重点社团袁社团注重
组织文化建设袁突出
实践性遥

11 月 4 日袁野国
学社冶开展"我推荐
的一本书"共沐书香
的活动遥以每个班级
选出最优秀的一名

班级代表袁参加比赛袁队员本人操作播放 PPT袁并通过演讲对自己推荐
的一本书进行介绍袁由评委评分确定总决赛名单遥

参赛选手都以自己表达方式精彩地和我们分享了自己喜欢的好
书袁带给我们分享的力量袁如你的生活节奏很快袁不妨加入我们一起来
读书袁让生活慢下来袁等一等当年那个爱读书的你遥 这次活动一方面宣
传了野让看书成为一种习惯冶这个主题袁另一方面锻炼了参赛选手的演
讲能力袁正所谓一箭双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