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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凡到出色

新人的阶段袁单位里都是很有能力尧能独
当一面的前辈袁我主要还是边工作边学
习遥 找工作的时候袁很多同学都会面临一
个问题院好的工作袁你想做但人家不要你袁
你能做的工作袁学历低的人同样也在做遥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的感觉袁总觉得自己不
甘于做着任何人都能做的事情遥 再后来
就想明白了袁工作做什么并不重要袁重要
的是要找一个好的平台袁要找一个好的环
境袁能让你不断充实自己袁不断激励自己
向上的单位遥 所以后来我放弃了跟专业
对口的工作袁换了有一个好团队的新单
位遥 冶所以袁一个好的平台与环境决定了
你将来的成就有多大遥 给自己压力也给
自己动力袁相信自己的实力却又懂得谦虚
受教袁相信这是许敏杰学姐给我们这些还
未踏出校园的一些建议遥

——
——
—电子商务 许敏杰

在校期间袁许敏杰获得了校级十佳学
生尧校级三好学生尧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尧校
级奖学金尧校级优秀团员等荣誉袁作为学
习上的佼佼者袁许敏杰学姐谈起在大学学
习上最大的收获袁毫不犹豫选择了专业知
识遥 她最大的感悟就是不要认为在大学
学的东西不精袁没有用袁其实毕业了之后
就会发现袁对工作的帮助愈加的明显遥 即
使你从事跟专业不相关的工作袁有时候你
在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关注专业领域袁
也会让你积累了和社会上的人交流的谈
资遥 而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袁倘
若你觉得学习没用而去干别的事袁那么无
论你取得多高的成就都会在记忆中成长
着一种灼灼的痛袁留下一份深深的遗憾遥
在学习路上袁许敏杰也曾迷茫过袁但
还是勇于改变袁做了学习的主人遥 提到从
大一到大四的改变袁她说了这么一段话院
野刚大一的时候袁大家都像是从高考的监
牢里逃出来了一样袁想的都是各种疯狂的
玩耍和交友袁那时候我也玩心挺重袁感觉
自己只要把眼前的事儿做好袁就可以没有
顾虑的跟小伙伴玩耍了遥 但是慢慢到大
二大三大四袁开始会有一种将要进入社会
的压迫感袁这种感觉是慢慢渗透进平时的

生活的遥 当你看到你的同学开始做兼职
体验生活袁开始参加各类竞赛展现自己袁
开始考各种证以备不时之需的时候袁那种
快要进入社会的压迫感就来了遥 也是这
种大家都在变成熟的感觉袁让我开始不只
是做好当下袁更多的开始考虑将来袁开始
注重自己各方面的锻炼袁想法也开始成熟
起来遥 冶只要你随着时间的流逝袁历练自
己袁那么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从懵懂走向成
熟袁从平凡走向优秀遥 而许敏杰学姐正是
抓住了大学的契机袁没有荒废袁一步步成
长遥

难忘的事
时光飞逝袁犹如白驹过隙袁一晃眼大
学四年就要到尾声了袁当记者问到她最难
忘的事情袁她说野难忘的事情肯定是跟同
学们一块闹腾的时候啦袁我们班是挺神奇
的一个班袁不管是辅导员还是任课老师都
说我们班是他们遇过的最乖最学霸的班袁
不能说完全但可以说基本上没人逃课也
没人让老师头疼的遥 虽然我们很乖袁但是
每个人私下都是有可爱的个性的袁该学习
的时候学习袁 该活泼的时候还是不矜持
的浴 我们有过好多次大小规模的春游啦尧
聚餐啦尧唱歌啦袁都是满满的难忘的回忆

野我在大学入学的时候就和我
妈说了袁大学我想做些我想做的事
情遥 冶带着这样的想法袁戴光燕
同学步入了浙江万里学院开始了
她的大学生活遥
目的明确的她在大学里获得
了诸多荣誉与奖项袁如宁波市优秀
大学生尧万里之星尧浙江万里学院
优秀团员尧浙江万里学院十佳主持
人尧 浙江万里学院优秀团干部尧浙
江万里学院野我的中国梦冶主题演

啊遥 可爱的老师尧团结的同学尧美丽的校
园袁各种都难忘遥 冶最珍贵的不是学习到知
识袁而是能做到一边学习袁一边生活袁有些
人的大学充斥着知识袁却不曾停下来看看
身边朋友的笑脸袁而许敏杰学姐却用经验
告诉我们袁学习是我的强项袁快乐也依然
与我为伴遥

好的平台和环境更重要
当提起毕业后择业方向与现状时袁许
敏杰说道院野目前从事的工作不能说与专
业对口袁但是我的工作一部分与专业有
关遥 我现在刚踏入工作两个月袁目前还是

寄语学弟学妹
最后袁她也希望还在学校的学弟学妹
都能保持自己的个性与想法袁但同时也要
保有自谦和大度袁好好珍惜剩下的大学时
光袁珍惜课堂袁尊重老师袁热爱母校袁学会
快乐的学习袁热情的生活遥
四年的光阴尧四年的记忆袁所有有关
大学的一切都在这个盛夏凝成一个句号袁
带的走的是行囊袁带不走的是曾经在这留
下的欢声笑语遥 然而袁时间还在流淌袁征
途也不会停止袁许敏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也依然会一路高歌袁无所畏惧遥

—给我平台，我就出色给你看——
——
—

学院团副

讲比赛一等奖尧野感恩于责任冶演
讲比赛获得三等奖尧 浙江万里学
院商学院职场模拟大赛二等奖等
等遥 这些都是荣誉袁这些都是英雄
的勋章袁 这些都是日日夜夜无尽
的汗水遥 然而我们看不到她的这
些个日日夜夜袁 我们只看到了她
的光鲜亮丽遥 一个个的奖状袁一份
份的荣誉袁 没有一个是好运带来
的袁每天早出晚归袁不是在办公室
就是在教室袁 每个活动她都全身
心地投入袁 有次表彰晚会预演得
不理想袁她进行工作总结袁再重新
部署之后袁 最终交上了一场视觉
盛宴遥
她说院野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学
霸袁我追求的是综合实力袁不是死
读书冶袁 这句话可以说是她的真实
写照袁正因为戴光燕对自己有明确
的目标袁才会全力以赴袁要知道成
功没有捷径遥 曲折只是为你的人生
轨迹添加精彩袁要想成功就得有个
大方向袁 有了方向才会有动力袁而
拼尽全力是为了不留遗憾遥
在此袁 我们祝愿她在未来道路
上越走越远袁勇攀高峰浴

如厚实的积雪不 是一天
的累积袁光滑的岩壁也不会是
一场风霜的成果袁优秀的人也
不会是踏过一个台阶就可以
蜕变的遥

汪浙彬 袁11 级 电 子
商务毕业生袁曾获得过优秀学
生干部袁优秀团员袁万里之星
的称号袁也曾在中国互联网协
会邮政银行杯第 六届 渊2013冤
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
用大赛华东赛区一等奖和中
国互联网协会邮政银行杯第
六届渊2013冤全国大学 生网 络
商务创新应用大赛全国总结
赛主题赛单项二等奖等优异
的成绩袁现在位于宁波高新区
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上班遥
当他提起在万里 的时光
时袁他说道袁学校的生活真的
很难忘啊遥 因为高中就一直担
任班长的他充满着自信与干
练袁在刚踏进大一校门时便自
荐当班干部袁当然也如愿的当
上了班长遥 不肯给自己留空白

回忆青春，绽放美好的人生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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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多次获得校级一等奖学金尧校级优秀团干部和校
级三好生曰她袁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活动袁并取得不错
的成绩遥 她袁就是来自物流管理袁2+2 的一名优秀学生袁
季雯雯遥
在学校学习的期间袁她从一名普通的学生一步步的
锻炼袁学习袁蜕变成我们学院优秀的省毕业生遥她的成长
离不开自己对学校组织活动的热情袁她所获得的优秀成
绩替她记录了每一步脚印袁例如获得了全国野发明杯冶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渊发明类冤一等奖等等遥当然成长过程
中少不了优秀老师的引导袁她回忆起大学里对她有帮助
的老师袁总是会感恩沈哲教授尧叶素文教授以及班主任
潘栋辉老师袁她说袁是他们教给了她科学的知识和严谨
的态度袁教给了她做人的道理袁让她体会到了取得成功
的喜悦遥
相比较热闹和谐的寝室袁她表示更加倾向于在安静
的图书馆里学习袁选择继续考研的她喜欢沉浸在知识的
海洋中去充实自己遥 最后袁她送给还在大学里学习的同
学一段话院野要考研和出国的人袁大三就开始准备吧遥 要
记得袁时光是有加速度存在的袁年纪越增长袁时光流逝越
快遥 古诗词中曾提到院乘风破浪会有时袁直挂云帆济沧
海遥让我们借鉴着她的脚步袁带着她的经验袁在我们的人
生道路上继续扬帆起航吧浴

，

要物流管理 季雯雯
要要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院 张秀娟

的他之 后又 去参 加了
学生会面试袁通过了一
系列的 面试 以及 他肯
刻苦做 事情 的工 作作
风袁在不久便担任了学
生会分部的副主席遥 进
入大二 后袁 也没 有闲
着袁面试了物流的学生
会袁在下半学期担任了
物流学 院学 生会 的主
席助理袁大三担任了物
流学院学生会的主席袁
直到大 四才 依依 不舍
的离开 物流 学院 学生
会遥 对于四年学生会的
历练袁他表示物流学生
会给了 很多 人一 个平
台遥 而他袁正是踏上了
这个平台袁利用了这个平台遥
当他谈 到中国互联网协
会邮政银行杯 第六届 渊2013冤
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
用大赛时袁他谦虚的表示那只
是运气比较好遥 但我知道袁没
有努力就没有收获遥 汪浙彬学
长的每一个成就都是他自己

初夏刚到袁转眼间又到了毕业季遥 围绕
着校级十佳学生袁校级一等奖学金获得者袁
校级三好学生袁万里之星和浙江万里学院女
生形象大使季军光环的吴奕尹遥 她是一
个做事认真袁吃苦耐劳袁成绩优异袁有责任心
的浙江江山女子遥 担任过文体委员袁曾为班
级排过节目遥 她还是校舞蹈队的成员袁多次
登台演出袁表现十分优异遥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袁还外出兼职袁为
自己赚取生活费遥 她在大学里确定了自己
的目标袁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袁什么该
放弃什么应该珍惜遥 人生说长不长袁说短不
短袁在有生之年要感谢辅导员和导师教会了
她知识和做人袁谢谢他们的教诲袁不忘初心袁
方得始终遥
她的座右铭是院野要更努力袁才能配得起
一路上遇到的贵人和运气遥 冶一切的机遇只
会给努力的人袁而那些抱着幻想的人是不会
有好的契机的袁贵气和好运不是随随泛滥于
你的周边遥 同时她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做
一个善良袁有能力的人遥 要撇弃浮躁袁不做
虚有其表的花瓶遥 大学四年让她学会做人
做事袁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袁不仅可以养成
好的习惯而且可以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东
西遥 知识在于积累袁经验在于实践遥 希望她
可以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快乐袁顺利遥

学院主席

学院动态

2015 年 6 月 26 日 星期 五
责任 编辑 院 邢福笑

为加强班级凝聚力袁促进班级同学间
团结力袁 现代物流学院特此开展 野机灵一
夏冶班级风采展比赛遥 经过了之前的十二强
晋级赛尧八强晋级赛尧四强半决赛袁终于在
5 月 26 日晚上 6 点 30 分袁 现代物流学院
在学术报告厅举行了班级风采展总决赛遥
总决赛比拼班级分别为物流 127-128 班尧
物流 133-134 班尧物流 135-136 班和电商
134-136 班遥 比赛项目主要分别为四个环
节袁包括野经典重现冶尧野智慧大擂台冶尧野你来
比划袁我来猜冶尧野火速抢答战冶遥
大赛开始之前袁 各个班级已经准备就
绪遥 会场内也座无虚席袁大家都急切地等待
着为自己的班级加油助威袁 有的甚至按捺
不住自己的情绪袁高呼起口号来遥 随着主持
人高亢的开场致辞袁 大赛在欢呼和掌声中

拉开了序幕遥
首先是各班代表上场概述本班情况袁
介绍本班口号遥 当各班代表走上舞台高呼
自己班的口号袁台下的本班同学互动袁洪亮
的声音袁逼人的气势袁震慑全场袁余声绕梁袁
久久不息遥 接着是各班依次展示自己班准
备充分的小品袁幽默的场景袁带着有节奏感
的背景音乐中袁 让台下的观众一边欣赏着
每个班级不同的风貌袁 一边不禁为他们精
心排练的小品所惊叹遥 有趣的舞台布景袁赋
有创新的台词袁 别具一格的理念和寓意别
致的主题赢得了全场的阵阵喝彩声遥 之后
最为热烈的是场上的野火速抢答冶尧野智慧大
擂台冶等答题环节袁各班的学霸将自己的聪
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袁 比分一开始不分
上下袁但在最后几题中袁物流 133-134 班发

2015 年度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
课题申报动员与申报交流
6 月 2 日下午 2 点袁 临港现代服
务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心在 62-312
会议室举行了 2015 年度省哲社重点
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动员与申报交流
讲座袁讲座由基地办公室王琦峰老师
主讲遥

首先袁王琦峰老师向有意向申报
基地课题的老师介绍了今年课题申
报的要求与政策变化情况袁并对相关
的研究基地及今年的研究重点方向
进行了介绍遥
在此基础上袁王琦峰老师还对临
港基地的项目申报指南进行了解读袁
并与与会老师就项目选题的策略尧方
法进行了交流遥 最后围绕课题申报书
的填写袁逐项进行了解读并与大家分
享了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感悟遥
讲座结束后袁大家就申报过程中
的疑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袁并希
望下一步基地能组织专家对申报书
初稿进行指导遥

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
Rohit 教授到临港基地学术交流

一步步走出来的遥 青春就像旋
转的木马袁每一圈都在追逐希
望遥 汪浙彬用激情描绘青春的
绚丽袁 用汗水浇灌梦想的树
苗遥 相信在未来人生旅途中袁
他将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袁挥
洒更加独特的个性袁畅想更加
缤纷的明天遥

6 月 2 日下午 3院30袁美国纽约州
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 Rohit 教 授到
临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
心进行学术交流袁基地办公室主任王
琦峰教授及从事信息服务尧物流与供
应链领域研究的十余位研究人员参
与了交流袁交流会由基地外事秘书周
廉东主持遥
王琦峰首先代表基地和现代物
流学院对 Rohit 教授的到访表 示了
非常热烈的欢迎袁并向 Rohit 教授介

绍了临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研
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尧 主要研究方向尧
在研项目情况以及相关的省市重点
学科遥
Rohit 教授介绍了纽约州立大学
普拉茨堡分校商学院在管理信息系
统尧 供应链管理领域等主要研究方
向袁 他希望通过两校的教师互访袁能
够 在 共同 的 研 究 方 向上 就 项 目 尧论
文尧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遥 同
时袁Rohit 教授介绍了该校在人才培
养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袁并对合作开
展的野2+2冶双学位项目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遥
与会人员与 Rohit 教授围绕人才
培养尧课程教学模式尧学术研究尧以及
出国访学等问题与 Rohit 教授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袁并希望在原有交流互访
的基础上在学术研究领域有进一步
的交流和合作遥

拥有十余架无人机尧 投入已超 20 万
元袁浙江万里学院信管专业的大三学生李
宏勇带领着团队开始初尝创业的野甘甜冶遥
野不同机型有各异的功能袁可满足航拍尧绘

测等不同需求袁其中某款无人机一天的录
像拍摄费用就可达一万五左右遥 冶李宏勇
向中新网记者坦言遥
肩上架挂着小型屏幕袁李宏勇正在专
注地调试一架新近入手的无人机遥 轻便的
身躯尧概念化的造型尧远程操控的可实现
性袁无人机所携带的野酷炫冶特性袁使得现
代科技的想象近在咫尺遥
作为野云翼航拍创意工作室冶的负责
人袁李宏勇从大一起便开始接触无人机飞
行袁后来则逐渐由野单打独斗冶发展为如今
的 6 人团队袁并成立工作室入驻学校创业
园区遥

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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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超常袁 以近 20 分的绝对优势夺得第一袁
成为了此次班级风采展大赛的总冠军袁并
且荣获野最佳班级风采展冶称号遥 此外袁物流
135-136 班获得亚军尧 物流 127-128 班获
得季军遥 此次比赛获奖班级还有信管 131132 班获得最佳组织奖袁 物流 131-132 班
获得最佳团队奖尧 物流 137-138 班获得最
具人气奖尧物流 121-122 获得最佳才艺奖尧
电商 134-136 班获得最具智慧奖遥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加强了现代物
流学院的校园文化建设袁 营造出了具有物
流特点的校园文化精神袁 同时确立了一种
积极向上的学习风貌和班级精神袁 使学生
们在浓厚的文化气息中提升了 自身的素
养袁展现物流学院学生们团结进取尧健康向
上的精神遥

我院召开浙江省第九届大学生
电子商务大赛现场决赛动员大会
2014 年 5 月 13 日下午 3 点袁浙江
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现场决
赛动员大会在我院 312 会议室召开遥 现
代物流学院院长楼百均楼教授和现代
物流学院信管系主任周志丹教授出席
会议遥
首先袁由楼院长对历届我院电商大
赛情况进行了总结袁楼院长高度赞扬了
我院历届参赛选手取得的好成绩以及
各参赛队伍的指导老师对选手们的辛
勤付出遥并表示本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
赛晋级决赛中袁 我校共有 8 支队伍入
选袁 其中有 7 支队伍是我院教师指导
的袁创我校历史最好成绩遥 楼院长还对
此次我校参赛团队表达了最真切的祝
愿袁希望我校参赛师生能够在此次大赛
中取得好成绩遥
周老师对此次大赛规则进行了详
细说明袁并且给参赛选手们介绍宝贵的
参赛经验袁 让选手们更加了解大赛袁坚

定了选手们对大赛胜出的信心袁赛出良
好成绩遥 最后周老师也对本次参赛队员
表达了真切的祝愿袁希望我校选手再接
再厉袁勇夺佳绩浴
此次会议圆满结束袁同学们表示很
受启发袁 解决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问
题袁也对本届比赛更加自信袁会在接下
来的时间积极准备作品袁充分发挥我校
创新创意的优良传统袁在本届大学生电
子商务大赛中再创佳绩遥

我院代表队
在市物流运动会中
再创佳绩
为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办学
水平袁 提升国际合作班办学质
量袁2015 年 5 月 26 日学院召开
2015 届 中 美 2 +2 学生 毕 业 论
文答辩会遥 本次答辩会邀请了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 Kavin 和
Robit 教授遥 论文答辩严格按照
相关程序全英文答辩袁2 位外教
认真仔细地进行评审袁 每名答
辩学生都有答辩时间要求遥

野最初的资金来源于父母的资助袁加
上自己打工和平日缩衣节食的费用袁刚好
买回了我人生中第一架无人机遥 冶李宏勇
回味起最初的悸动仍嘴角含笑遥
后来袁醉心于此的李宏勇又购买了多
种型号的无人机袁并尝试以出售航拍项目
来平衡巨大的资金投入缺口遥
野无人机的市场还是比较可观的袁单
拍一张照片收价 800 元袁若是租用一天则
收取 1000 元左右的费用遥 在我们工作室
的众多项目中袁某款无人机一天的录像拍
摄费用就可达一万五左右遥 冶李宏勇向记
者介绍着价格明细袁并笑道由于技术操作

野富邦杯冶宁波市第八届物
流运动会 4 月 25-26 日隆重举
行遥
现代物流学院的代表队参
加了羽毛球的团体比赛袁 最终
在 20 多支参 赛队 伍中 喜获 第
七名袁 并被组委会授予最佳组
织奖遥

原因袁通常自己也是被野租用冶的对象遥
在投 入 约 10 万元 购 置 多 架 无人 机
后袁逐渐盈利的商业模式使得李宏勇开始
野招兵买马冶遥 聚拢了一部分同样对无人机
操作感兴趣的同学后袁李宏勇开启了野合
伙冶的模式袁拉项目尧给提成袁工作室开始
进入转亏为盈状态袁赚取的部分利润被用
作公共资金用以继续购入更多型号的无
人机遥
野如今工作室内已有 10 余架无人机袁
总的投入约有 20 万元袁 但产出也达到 10
万元左右袁相信会越来越好遥 冶李宏勇抬起
头袁望着缓缓升起的无人机笑着说道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