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晓丹同学袁11 级物流管理专

业袁作为校级二等奖学金尧校级三好学生尧
校级优秀班干部的获奖者袁野优秀毕业生冶
的称号她当之无愧遥

在生活中袁她是一个开朗尧交际圈很
广的女生遥野把你的脸迎向阳光袁那就不会
有阴影遥冶这是她的座右铭遥她以野女汉子冶
自居遥 如此洒脱的女子袁总是能够随心所
欲的活着袁不受世俗的束缚遥 同时亦是一
个简单明媚尧有追求的女子遥 在大学里她
也做过很多兼职袁并且兼职中认识了很多
值得珍惜的伙伴袁让我在一个人时变得更加坚强袁面对问题也不会慌乱遥冶她大多
数的时间都会与室友们一起享受着美好的时光袁享受着青春的无限美好袁一起走
过这段青春岁月遥

大学四年时光还没好好感受袁就这么结束了遥最宝贵的是遇到几个笑点相同
的伙伴袁这是她人生中最快乐轻松的四年遥 一定要好好计划四年应该怎么过袁大
多数人都是在最后才觉得大学荒废了遥大学里考证是最好的时机袁有着良好的学
习氛围遥想要旅行的可以约上小伙伴多去几个地方遥毕业后就没有这么多自由时
间袁也约不到这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遥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可以四个人睡在一个
屋檐下的时光遥她是一个让人觉得完美的女生遥然而袁她并不满足袁反而是不断的
挑战自己袁精益求精袁能够获得那么多的奖袁她说最感谢的人是她的父母袁归功于
家庭的良好教育袁是父母的谆谆教诲袁造就了这样优秀的她遥大学四年袁她早已褪
去了幼稚的模样袁也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遥 不久后袁这个阳光乐观的女生将带着
大学的美好记忆离开学校袁开启另一段学习旅程遥

每一个夏日是热情的也是煽情的袁
有一大批的学生高考结束迈进大学袁也
有一大批的前辈拎着行李离开校园遥

李莎莎在毕业生之中可谓是佼

佼者的存在遥 成绩优异的她曾获校级二
等奖学金尧校级三等奖学金袁除了优异的
成绩袁 品行端正也给她带来校级万里之
星野实践之星冶等诸多荣誉遥

说起在大学中最骄傲的事情袁 李莎
莎自豪的说是她没有白白浪费这大学四
年最美好的时光袁 尤其是大二和大三的
时候浴 大二加入了学生会的学科竞赛部
门袁虽然只是一名干事袁但是她仍然努力
做好每一件工作袁负责到底遥 在大三的时
候全身心投入到了各类学科竞赛比赛
中袁做好每一次的比赛准备袁和团队成员
一起奋斗袁也拿过一些奖项遥 最欣慰最自
豪的就是在大四第一学期和队员们在北
京的邮储野银行杯冶比赛的总决赛获得了
全国一等奖的傲人成绩遥 这是她所取得
的荣誉袁 也是属于她内心中在大学里最
骄傲的一部分遥

有骄傲的时光袁 也就会存在沮丧不
前的时光遥 对于李莎莎来说印象最深的
是一次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在一次大学生
电子商务大赛袁 那一次团队里只有三名
成员袁直到大赛快截稿前袁她们的项目怎
么都做不到她们自己满意袁 并且也遭到
了指导老师的否定袁 也没令项目合作商
满意遥 那一段时间是她最难熬的时候袁她
甚至都怀疑了自己能力袁 但是幸运的是
她的指导老师说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袁就
不要给自己留退路了袁要么放弃袁要么义
无反顾的做下去遥 在她和团队里其他小
伙伴们的坚持下袁 她们最终还是完成了

项目袁指导老师也表示了赞许遥 李莎莎同
学表示虽然最后没获得什么袁 但是还是
蛮开心的袁 至少在她最失落最难熬的时
候坚持了袁 她没有留下遗憾浴 是啊袁有时
候的开心不是来自成功袁而是来自坚持袁
就像跑马拉松袁在我眼里袁真正开心的不
是看到那一堆的时间数字袁 而是坚持跑
完带来的成就与自我肯定遥

在文章的最后袁 李莎莎也对她的学
弟学妹留下了诚恳的告诫袁 她希望学弟
学妹们在享受剩余大学时光的同时袁不
要放过每尧 任何一次一次能够锻炼自己
的机会袁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袁你就会
发现很多的乐趣遥 而且很多感受出了校
园进入社会后是不能够再体会的袁 所以
让我们好好利用剩下的大学时光袁 让以
后的自己回想起来无怨无悔吧浴

青春路上，骄傲与沮丧同行

目标、坚持与果实
要要要要要电子商务 金捧

当我们抖落经年的尘土袁 轻触
岁月的琴弦袁在人生最美丽的四年袁
我们左手按住的是青春袁 右手拨动
的是成长遥

金捧袁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袁也
是一名浙江万里学院 11 级电子商
务专业的毕业生遥 在校期间袁他曾担
任班长袁学习委员多名职务袁也曾多
次获得校级奖学金与校级三好学
生尧校级优秀团员尧优秀学生干部等
荣誉称号袁 在最后的大四还获得省
级优秀毕业生称号袁 为自己的大学
四年画下了圆满的句号遥

大学四年袁提起最难忘的回忆袁
金捧学长认为一是大一的时袁 晚自
习天天和室友去图书馆抢位置的那
段时光袁想想那个时候的学习劲头袁
他笑称感觉比高中还要猛遥 二是大
三组织的春游秋游袁 虽然每次带班
级出去袁回来后都很累袁但是看着每
个同学玩的比较开心想想也是值得
的遥 他告诉我们在大学四年很大的
一个收获就是认识了这么多的同

学袁结交了这么多的好朋友袁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袁无论何时何地都离不开朋友遥
他也希望通过我们向他大学四年的朋友说一句话院野在四年的相处中袁 感谢最初
到最后都有你们的陪伴袁颓废至死与笑声猖狂的期间 袁一切都是因为有你们才
显得弥足珍贵遥 冶

一路走来袁有收获也难免会有遗憾袁而金捧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大一就考
六级袁后来也每次都遗憾地没有考过袁所以他由衷地建议学弟学妹们尽可能在大
一就把四六级都过了遥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人生之路漫漫而长远袁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让你变成自己更喜欢的模样袁而

美好的未来同样值得憧憬袁金捧目前是在 GXG 实习电商客服袁他的目标岗位是
电商运营袁打算毕业后先继续在那边工作和学习袁他说袁目前实习的岗位看似简
单袁其实接触之后才发现一点也不简单袁也学到了一些待人接物的道理和网络销
售技巧袁平时空余时间也在学习一些运营方面的知识袁因为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的遥 对于物流学院提供了给他这样的校企合作平台去实习袁他表示十分的感谢袁
并认为这是为更好地踏入社会做充足的准备遥

金昭玉粹逍遥意 一曲阳关离别情
时光袁一直不紧不慢的倾泻着袁如瀑的鎏金岁月袁在飘过了春光明媚的五月

后袁便把光阴凝聚在六月袁四年下来袁虽然行李不多袁但思念却很沉遥 即将告别这
个承载了满满四年回忆的地方袁 金捧建议学弟学妹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开始
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袁想想自己毕业后想干什么袁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袁然后就
一直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去努力奋斗袁不要等到大三大四要实习袁再迷茫的去临
时抱佛脚遥提到实习时要注意的事情袁他认为在出去实习工作的时候要摆正心态
和位置袁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工作袁踏踏实实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努力袁不要急
于求成或者高傲自满遥

如航船不能改变潜流暗礁的航道袁也不能选择风平浪静的河海袁人生也不能
脱离现实社会的激烈竞争去设计自己笔直的前行大道袁或者仅仅选择生活中的
欢乐和安逸而不愿承担成功路上的痛苦与艰辛遥 失败并不可怕袁可怕的是去害
怕失败而不敢开始行动袁想要收获果实袁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种下一棵树遥
正是金捧学长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坚持袁才有了今天骄人的成绩袁让我们借鉴着他
的经验去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袁也相信金捧学长带着他的目标与坚持在未来的
上一定会走得越来越好浴

朱如婷袁 一个出生于浙江

省义乌市的女孩袁在 2011 年考入我
校物流管理专业后开始了她四年美
好而又奋斗的大学生活遥 高考的失
常发挥并没有打击到她袁 却给了她
继续努力的动力袁 即使进入了一般
人以为的轻松的大学袁 她却用着高
中时的劲头在努力学习袁 而她最基
本的目标就是想通过成绩再次证明
自己完全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所高
校的学生袁甚至更强遥 从此袁长灯便
与她为伴袁 书本就是她最解饿的粮
食 袁图书馆就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遥

充实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袁 四年
的大学时光如白驹过隙般悄然逝
去袁 不知不觉她已从一名懵懂少女
成长成一名毕业生中的佼佼者遥 在
这匆匆岁月中袁 她前后三次分别获
得校级二尧三等奖学金袁又获得校级
优秀学生干部尧校级优秀团员尧校级
三号学生的荣誉称号袁 后又顺利入
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遥 这
些满满的荣誉带给她成就感袁 也激
励着她继续前行遥

她不止在学习上充满冲劲袁在
学校的活动和比赛中她也满怀热情
地去参与遥优秀的人总是充实的袁所
以成绩优异的她生活也不曾单调袁
在浙江省第九届挑战杯野泰嘉冶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她获得三等奖的
好成绩遥不止比赛袁在所处的职位上
她也兢兢业业袁 她在校期间还荣获
过 野现代物流学院宣传与网络中心
优秀编辑冶称号遥

经历了四年大学的磨练与成
长袁 现在的她已迅速成长为一名职
场女性袁所谓野古之成大事者袁不惟
有超世之才袁 亦必有坚韧不拔之
志冶袁她就是用着自己的热情与坚韧
去面对生活中遇见的美好或困难袁
才一步步成就了现在这个优秀的
她遥 野不要因为走的太远袁而忘记来
时的路冶 这是她经常拿来自勉的一
句话袁 所以已经毕业的她在努力工
作之余仍旧坚持学习袁 在这个努力
的女孩眼里袁辛苦与艰辛袁都被认为
是上天对她的恩赐遥而她袁也愿意张
开双手去迎接它们遥祝愿她袁明天将
会更好浴

我
已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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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忧
亦
无
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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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脸迎向阳光
那就不会有阴影

没有不流汗水的成才

翁佳敏袁中共党员袁物流管理专业袁是国家奖学金袁浙江省第九届挑战杯野泰嘉冶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一等奖的得主遥 在学校里袁她是校级三好学生袁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袁校级优秀团
员遥 不仅学习上取得优异的成绩袁在体育方面袁她曾获得校级女子篮球赛第一名和校级女子篮
球赛的第二名遥

在班级里任职班长的翁佳敏性格外向袁 爽朗袁 乐于助人袁 并始终怀揣着这样一句座右
铭要要要野缓事急做袁急事缓做冶在心中遥 在大学四年中袁她收获了很多袁也懂得了很多遥 一个优秀
的人难免少不了拥有一个十分有责任心的辅导员帮助袁 朱亮老师会经常鼓励大家去做一些事
情袁也在很多方面提供帮助遥 比如袁在朱老师的辅导下袁与团队拿到了浙江省第九届挑战杯野泰
嘉冶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一等奖袁虽然过程十分辛苦袁但是结果是令人高兴的遥 此外袁外向大
方的她也参加了学校的各种俱乐部和活动袁这让她交了不少朋友袁长了不少见识袁丰富了不少
课余生活遥

她的的人生态度是想做什么就去做袁不要犹犹豫豫害怕麻烦袁害怕失败遥 不要让以后的自
己后悔遥年轻就是资本袁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遥可能现在你会觉得考试 60 分万岁袁多一分浪费遥

但当你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书到用时方
恨少遥此外袁多参加一些学校的各类活动袁可以丰富自
己的课余时间袁开阔自己的视野遥 别等到回顾大学生
活时只能想到自己在寝室英雄联盟或看电视剧遥 当
然袁学习也是很重要的袁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自己主
动去学遥培养自己对学习的兴趣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遥

对于她来说袁 大学最大的收获当然是是室友情袁
大学的室友和以前高中初中的室友是不一样的遥在大
学寝室生活中袁室友更像是家人袁差不多一天 24 小时
都会呆在一起遥可能会有争吵袁可能会有矛盾袁但是最
后还是和和气气的相处着遥 以前可能会觉得没什么袁
现在面临着分离袁才会觉得深深的不舍遥

古人云院野艰难困苦袁玉汝于成冶遥 四年里袁我们用
青春做注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袁用理想与信念书写
了一曲人生的赞歌遥 在未来的道路上袁我们坚信她将
以百倍的信心和万分的努力去迎接更大的挑战袁并怀
一颗进取的心袁拼一个无悔的人生浴

叶佳佳袁浙江台州人袁
11 级物流管理专业袁她是校级
二等奖学金袁校级三等奖学金
的获得者袁 更是校级三好学
生袁 校级别优秀学生干部袁校
级优秀团员的获得者遥 大学四
年说长不长袁有的人拽着青春
稚嫩的尾巴希望它多停留一
下曰大学四年说短不短袁让有
的人在有限的时间里迅速蜕
变成长遥

生活中的叶佳佳平易近
人袁待人真诚遥 作为副班长和寝室长的她袁在班级里积极做事袁在寝室
里任劳任怨遥 不仅如此袁她还曾任辅导员助理袁更是老师的好帮手遥 并
且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遥 她告诉我们院野不管在哪个部门学习袁都
要有自己的想法袁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袁多学多做遥 冶当然
了袁作为优秀学生的她怎么会局限于学校里呢浴 她也会去兼职袁她认
为有机会就应该去做几次兼职袁只有自己去体验过袁才能明白一次兼
职能带给你多少袁会让你学到很多袁但还是自己开心最为重要遥

野该做就做袁尽力而为袁不要委屈自己冶这是她的座右铭袁或许因
为这样袁在畅谈自己的大学四年的时候袁她却用一句很洒脱的话概括
了袁野大学四年袁学过认真过疯过玩过冶遥 对于学弟学妹袁作为学姐的她
很真诚的建议院野不要拘泥于眼前袁多参加活动尧多学多做尧要学的开
心尧玩的自在尧让自己充实一点袁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日后会后悔的
事遥 学习上袁学的时候就用心去学袁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式遥
在大学里最大的收获无益于是有几个闹腾的小伙伴陪伴袁 做了一年
的辅导员助理袁也让自己成长了很多遥 冶佳佳最后以一句野天道酬勤袁
与大家共勉冶结束了此次对她的专访遥 同时我们也衷心祝愿眼前的这
位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不断尝试着尧 努力着的女生在今后的人生旅途
中能够走得更好浴

叶佳慧袁浙江台州

人袁中央预备党员袁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 112 班遥 在校期
间荣获校级一等奖学金两
次尧二等奖学金一次尧校级三
好学生两次尧 校级优秀学生
干部尧 浙江万里学院优秀毕
业生等荣誉称号遥

叶佳慧是非常自信尧开
朗的人遥 她说袁从高中步入大
学袁 对大学生活还是很憧憬
的袁 希望在这里提高自己的
各方面的能力遥 为了充实大
学生活袁 大一的时候担任了
班级的生活委员遥 因为大一
时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袁作
为生活委员的她每天都要检
查每一个寝室袁 督促同学打
扫卫生尧叠被子遥 这些事虽然
繁杂尧琐碎袁但她总是尽职尽
责遥 后来她还参加了学校的
信息队尧 担任学生会干事等
职务遥 闲时她还会兼职尧打打
零工遥 四年下来她的能力得
到了很大的提高遥 不管是在
工作上还是学习上袁 她都很
认真负责袁 她说这是从小就
养成的习惯遥 与此同时她不

仅在上课认真听讲袁 而且课
后还要查阅资料进行更深入
的了解遥 她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样的踏实尧安稳遥 野不要错
过每一天袁 要相信每一天都
是精彩的冶 这是她最喜欢的
一句话袁 并且用此来给感到
迷茫尧 沮丧的自己加油打
气遥

最后袁 叶佳慧分享了她
在大学的个人经验总结遥 她
说院野在大学里要积极参加学
校尧 学院组织的活动来提高
交际能力和实践能力曰 多去
图书馆看书袁扩大知识面袁如
果没有明确的读书目标袁就
去查同学尧老师推荐的袁由浅
入深袁慢慢培养读书乐趣曰对
未来有个大体的方向规划袁
看是要考研尧创业还是就业袁
尽早开始准备遥 不要到毕业
的时候手忙脚乱尧 迷茫无所
适从遥 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
学习的袁 不要到最后才知道
自己荒废了四年的青春遥 然
而我也相信如此自信的她袁
进取的她会珍惜每一天袁在
未来展翅高飞遥

愿心无悔敢说敢做，行动派

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

I
want
fly

自信的笑容袁随和的性格袁谦和的态度袁是华
春燕给人的第一印象遥 就是这样一个人袁在大学四
年中袁走出了一条精彩的道路遥 野两耳不闻窗外事袁
一心只读圣贤书冶袁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该做
的遥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遥她唯一遗憾的
是没有参加过学生会袁但我参选了班长这一职位袁
从另一方面锻炼了我的能力遥 我认为袁大学生就应
该多参加活动袁特别是大一的时候遥 因为大一课程
安排不是很紧张袁其次袁身边的同学对参加活动的
热情特别高涨袁那样就有了原动力遥 否则袁等到身
边的同学们渐渐没了热情袁你就缺乏动力了遥冶这是

华春燕对于实践活动方面的感悟遥
在生活中袁 她觉得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

生来说袁社会实践是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袁不是说
要通过兼职去赚多少多少钱袁 而且希望通过兼职
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接触社会袁了解社会规则袁培养
自己的各项能力遥 在进行实践活动的同时袁也应该
明白袁作为大学生袁学习依旧是至关重要的遥 大学
校园或许是最自由的环境袁 但在这有限的青春年
华中袁不要醉心于玩乐袁不要沉迷于享受袁更不要

图一时之乐遥 而应该是把目光放长远袁脚踏实地的
学习袁一步一脚印遥

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袁 她有时候很希望自己
的大学能重新来过袁有些事情想重新做个选择袁并
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袁 可是时间是不
会倒流的遥 同时袁华春燕也想告诉学弟学妹们袁大
学四年袁亦不过弹指一挥间袁除了老师的指导之外
更重要的是靠自己袁千万不要荒废大学这四年袁不
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游戏上遥 她认为大学里要
做四件事情院第一袁学习袁这个学习不仅仅是学习
课堂上的知识袁还要学习课外知识袁拓展自己的知
识面袁另外也要学会如何与人交往沟通遥 第二袁工
作袁可以加入班委袁加入学生会袁这都是锻炼自己
能力的平台袁也可以去做兼职袁但是不是什么兼职
都做袁要做那些自己感兴趣的袁或者今后要朝那个
方向发展的兼职遥 在兼职工作中你会学到一些大
学校园里学不到的东西遥 第三袁结交朋友袁一个成
功的人一定有他人脉关系圈的存在遥 同不一样的
人交往学习不一样的文化与知识遥 第四袁旅游袁人
生应该拼搏袁也应该学会享受袁大学空余时间会比
较多袁多跟小伙伴们出去走走袁看看外面的世界袁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袁 给自己的人生留下特别
的回忆遥

最后袁她感慨道院野时间过得飞快袁正如叶同桌
的你曳 这首歌词里唱的 耶以前总觉得毕业遥遥无
期袁可转眼就要各
奔东西爷袁 现在回
想起那天拎着 行
李袁拿着录取通知
书到万里学院 报
名的场景袁都觉得
无比的兴奋遥 想到
自 己 寝 室 楼 是 7
号公主楼时的 那
种喜悦遥 真的真的
只有到了毕业 的
时候才会知道 什
么是珍惜遥 冶从中
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生的规划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
态度遥 时光易逝袁尽管我们会留下很多遗憾袁但回
忆终究是美的遥 希望我们热情爱笑的华春燕继续
拼搏袁继续踏上未完成的梦想征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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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学院一直以来坚持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袁以培养高素质的应
用型人才为目标袁把专业教育与综合素质培养有机融合袁大力推进第二课
堂建设曰以学生社团组织为载体袁锻炼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袁出台了各
种制度鼓励学生创新创业袁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袁现把他们中的
部分代表展示给大家遥

这是一个和万里舞台交缠
的大学生活袁也是一个文艺小
青年的万里大学生活遥 没有一
丝丝的准备袁就爱上了这个舞
台袁爱上了这个校园袁爱着这
里的一切遥

叶立卡对校园尧 对舞

台的热爱袁缔造了属于他既平
凡又不单调的校园生活遥 大一
的时候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袁他
报名参加了的英语话剧社袁在
校园中的一些精彩表现让他
渐渐的有了知名度袁随后他一
直坚持表演遥 大二他通过竞选
成为班长袁团结同学袁一举拿
下了班级风采展的第一名和
最佳班级风采奖遥他在表彰晚会带来的班级节目要要要印度舞也是惊
艳四座袁新年晚会的男子群舞袁带他走向了舞台的新高度遥后来他又
加入了校舞蹈队袁从此便日夜兼程袁不敢懈怠了自己的梦想遥尽管身
体是新伤填旧伤袁但早上的早功袁晚上的排练他都未曾缺席遥 他说院
野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袁努力才配拥有遥 冶袁在台湾做交换生时袁因为
爱上了一门课袁他拿到了满分的成绩遥 叶立卡并不满足于书本上的
理论袁他还结合实践袁在实习工作中不断累积经验遥他抱着一颗感恩
的心袁所以他收获了许多朋友曰他怀着必胜的信念袁所以他的大学成
就斐然遥

最后他说道院野只要有自己的想法袁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袁做好
自己的事情就好遥 冶这句话反映了他的生活态度袁态度决定了成败袁
让我们祝福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越走越顺利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