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物流学院研究生 2013宁波市
研究生学术节获金奖

近日袁 从宁波市研究生学术节传来喜讯袁
2013 宁波市研究生学术节经过组委会组织的
专家盲审尧分会场现场答辩和师生公开评议等
环节袁 我院 2012 级物流工程领域研究生王梦
晨同学撰写的叶基于供应链环境下发挥宁波港
服务性节点作用对策研究曳 论文荣获 2013 宁
波市研究生学术节"学术之星"金奖袁并获 2013
宁波市研究生学术节第四分会场"最佳报告奖"袁同时袁我院研究生导师王琦峰教
授荣获 2013 宁波市研究生学术节"最佳指导教师奖"称号遥

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学术部
主任一行到临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

文化研究中心交流访问

12 月 5 日上午袁 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李涛一行到临港现
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心渊以下简称"
临港基地"冤交流访问袁临港基地执行负责
人楼百均及相关老师参加了座谈会遥

楼百均首先对李涛一行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袁 简要介绍了临港基地的总体发展
情况袁 重点介绍了整合学校研究资源方面
的成效和近三年的发展规划遥 李涛主任简
要介绍了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概况
和下一步工作的计划袁 并希望在海洋经济
研究等方面与临港基地加强交流和合作遥

随后袁 基地办公室主任王琦峰介绍了
临港基地三个研究方向的发展情况袁 重点
介绍了临港基地在服务社会方面的成效遥

研究方向的进展和发展思路遥
最后袁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了热

烈讨论袁重点包括开展海洋经济尧海洋文化
研究的经验尧研究思路和研究设想袁未来双
方合作的领域袁希望通过各研究基地之间的
协同创新打开基地工作的新局面遥 双方一致
认为袁本次交流会促进了双方的了解袁为以

"青春荣耀袁励志同行"
要要要现代物流学院 2012-2013学年表彰暨

爱心基金捐赠晚会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8:30袁我校
在现代物流学院 62-312 会议室举行工
程硕士渊物流工程领域冤学位论文预审
核评议会遥 校外专家浙江工商大学傅培
华尧浙江大学邓明荣尧宁波大学俞海宏
及我校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导师尧全体
2012 级研究参加了评议会遥傅培华教授
主持了评议会遥

经过一天的评议袁专家们分别对每
个硕士生的论文从创新性尧 研究背景尧
选题尧实际应用尧数据调研等方面提出
了改进建议遥

在总结阶段袁 傅培华教授对 2012
级物流工程研究生提出"4 个注意"的要
求院1尧注意标准遥 学生及其导师应当明
确工程硕士论文的内容要求遥 2尧注意实

果与理论分析应落于实际遥 3尧 注意方
法遥 掌握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袁排除主
观因素袁 通过写论文提高学术研究能
力遥 4尧注意规范遥注重论文书写格式尧语
言表达尧字句等细节问题遥

最后现代物流学院院长尧校工程硕
士渊物流工程领域冤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楼百均教授就 2012 级研究生整个论
文工作安排做了布置并对学生提出了
具体要求遥

我校举行工程硕士渊物流工程领域冤
学位论文预审核评议会

2013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3 点半袁我
校现代物流学院与宁波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暨"顺丰班"成立
仪式在现代物流学院 62-317 会议室举
行遥 宁波顺丰速运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
何益尧主管罗丹袁现代物流学院副院长
程言清尧物流系副主任李肖钢以及相关
教师和第一届"顺丰班"学生 40 余人出
席了签约仪式遥 何经理认为顺丰的快速
发展及"顺丰班"的设立袁为物流管理专
业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和职业
上升通道袁并对"顺丰班"的同学给予厚
望遥 程言清副院长和何经理对这种模式
表示充分肯定袁这是学校尧学生和宁波
顺丰公司三方共赢的合作模式遥

"顺丰班"成立使物流学院将与宁波
顺丰公司建立"顺丰班"学员四年专业学
习全程嵌入式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模式遥
通过宁波顺丰公司人员走进课堂为学生
授课袁学生进顺丰公司参观尧实习尧兼职尧
就业袁"顺丰班"学员参与顺丰的企业活
动和举办快递专题活动等方式袁 真正让
学生走进企业袁融入企业袁从实践中学习
知识袁 基于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学习和掌
握专业知识袁达到学以致用袁用以促学的
效果袁 逐步形成理论-实践-研究-再实
践的培养循环模式袁 这种校企合作模式
既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袁 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袁 又能帮助企业找到所需的专业
人才袁达到培养与使用的无缝对接遥

我校现代物流学院与宁波顺丰
速运有限公司举办"顺丰班"

为表彰物流学
子在过去一年取得
的成绩袁展示学院育
人成果袁 12 月 11 日
晚 6 时袁现代物流学
院 2012-2013 学年
表彰暨爱心基金捐
赠晚会在素质拓展
中心隆重举行遥 现代物流学
院院长楼百均袁党总支书记尧
副院长谢荣光及物流学院教
师和全体学生出席了晚会遥

首先袁谢书记致词袁用"
四气"即力争上游的锐气尧青
春阳光的帅气尧 欣欣向荣的
朝气尧 和谐友爱的和气赞扬
了学子们的优异表现并对在
过去一年中我院学子在各方
面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袁 在
本次晚会上袁 各项节目精彩
纷呈遥 随着古典清新的叶茉莉
花曳 的开场袁 表演正式开始
了遥二胡遇上钢琴的叶烟花易
冷曳尧 深情款款的 叶青春朗
诵曳尧 充满活力的 叶青春联
唱曳尧展示了男子汉们阳刚之
气的叶起跑线曳等节目给现场

的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和
听觉的盛宴遥 让爱散播整
个物流学院袁在叶开门红曳
这首热闹尧喜庆的歌曲中袁
晚会圆满地结束了遥 据悉袁
本次晚会共认捐到爱心基
金近 3 万元袁 该基金主要用
于帮助那些勤学上进但经济
上确实有困难无法完成学业
或遇到突发灾害需要救助的
同学遥

青春满园袁 我们用青春
编织梦想曰真情无限袁我们用
爱心温暖你我他遥 本次表彰
活动不仅表彰了一学年来我
院师生取得的骄人成绩袁更
是表彰了我院的"青春荣耀袁
励志同行"精神遥 在携手共进
的 2012-2013 学年中袁 全院

师生奋力拼搏尧争先创优袁收
获了成功和快乐袁 取得了喜
人的成绩遥 过去一年现代物
流学院所涌现的先进个人及
团体袁 他们是每一个现代物
流学院学子的榜样遥 在即将
到来的 2014 年里袁全院师生
定会继续坚持这种联合与猛
进的精力袁昂扬奋进尧共续辉
煌浴 让梦想挽起明天袁让奋斗
承载理想遥 为学校袁为人生的
明天再添辉煌浴

小年袁 即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

四袁 它是整个春节庆祝活动的开始和伏笔袁其
主要活动有两项院扫年和祭灶. 扫年袁即扫尘袁
实际上就是大搞家庭环境卫生. 北方人以腊月
二十三为小年袁称野扫房冶曰南方人以腊月二十
四为小年袁称野掸尘冶.这一天家家户户黎明即
起袁扫房擦窗袁清洗衣物袁刷洗锅瓢袁实施干净
彻底的卫生大扫除.据叶拾遗记曳记载此俗可追
溯到三千多年前袁当时它汉先民驱疫鬼袁祈安
康的宗教仪式.后野尘冶与野陈冶谐音袁故扫尘也就
是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袁这既指庭院内的陈
年积垢袁也指旧岁中遇到的不快遥

祭灶袁即祭送灶神升天遥古代袁科技不发达袁人们

奉灶神为掌管家庭饮食的神明袁 认为灶神要在小年这
天晚上到玉帝那去述职袁 玉帝对这家的赏罚全在灶神
的汇报了.祭灶的祭品中最具民俗的是野糖瓜冶袁一说糖
瓜是甜的袁可使灶神在玉帝面前只说甜言蜜语曰一说糖
瓜是粘的袁可以粘灶神的牙袁使他的坏话出不了口.祭
祀时袁将供奉一年的灶神像揭下袁焚化袁算是送祭升天.
至今民间仍有野糖瓜祭灶袁新年来到冶之说遥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渊今年公历

二月六日冤袁它与春节渊正月初一冤首尾相连遥 野除夕冶中
的野除冶字是野去曰易曰交替冶的意思袁除夕的意思是野旧岁
至此而除袁新年明晨而始冶袁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
除旧部新袁 禳灾祈福为中心遥 除夕的主要活动有三
项院吃团圆饭袁祭祀袁守岁遥 其中最有特点的还是守岁遥

守岁,俗称野熬夜冶袁即除夕之夜袁达旦不眠遥 传

说袁远古时侯有一种凶猛的怪物叫野年冶袁它每到腊月的
最后一天夜里出来吞食人畜袁危害百姓遥 后来袁人们发
现它的弱点是怕火光袁 怕声音袁 于是人们便在除夕之
夜袁通宵不眠袁燃起火堆袁焚烧青竹袁使其发出爆响袁年
这个怪物也就不敢出来为非作歹了遥 从此就留下了除
夕晚上熬夜和放炮的习俗遥 不过袁守岁还有一项重要的
工作院包饺子袁而且还必须包素馅的饺子袁这是为了希
望在新的一年里野素素净净袁平安顺利冶遥 还有人在饺子
里放糖袁花生等物袁吃到糖者意味着生活甜蜜袁吃到花
生者意味着长寿遥

注意袁守岁还有不少禁忌袁如禁扫地袁过小年时袁平
时很难触及的角落都要打扫干净袁 而进入除夕至大年
初一早晨袁即使地面再乱也不能扫袁习惯上认为那样会
野破财冶遥 再如袁禁用剪刀袁禁说野没有了冶凡此种种袁都是
人们盼望吉祥的心理反映遥

春节 五天
大年初一到初五是一般意义的春节的正节袁 各种

民俗节庆活动在这五天中充分表现出来遥 下面我们就
分几个方面来介绍遥 看看我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个
什么样子袁有什么沿革和掌故遥

饮食习惯
春节的饮食却实很有讲究袁北方民谚有野初一饺子袁

初二面袁初三合子袁初四烙饼卷鸡蛋冶之说遥饺子是春节的
重要食品之一袁除了除夕渊腊月的最后一天冤吃饺子外袁正
月初一袁初五也要吃饺子袁但这三天吃饺子的讲法就大不
一样了遥 除夕吃的饺子必是素馅袁取来年平安袁素素净净

之意袁 而且饺子不能
一下煮完曰 初一吃的
饺子一定是除夕 渊即
昨晚冤没煮完剩下的袁
取吉庆有余之意曰初
五吃饺子则一定要做
成野花边形冶袁俗称野捏
小人嘴冶袁目的是为了
防止来年小人拨弄是
非袁图个吉利遥

春节的另一种传
统是年糕袁年糕由糯米制成袁分南北两种袁北方年糕有蒸
炸两种多为甜味袁南方年糕除蒸炸外尚有片炒袁汤煮等作
法袁味道也是甜咸皆有袁由于年与粘谐音袁高与糕谐音袁故
吃粘糕即包含着年年高袁即人们对新的一年的期望袁久而
久之袁粘糕也就变成了年糕遥

居室部置:
传统上袁春节的居室布置要四贴袁贴春联袁贴年画袁

贴福字袁贴窗花遥
贴春联院
起源于民间为驱鬼避邪而在门两侧悬挂的桃木板袁

渊古人认为桃木有驱邪之功效冤袁 后明太祖朱元璋统一
天下袁要求天下百姓于春节张贴对联歌颂天下统一国泰
民安袁乃有此俗遥 叶宋史 * 蜀世家曳记载了历史上最早的
一幅春联"新年纳余庆袁嘉节号新春"

贴年画院
从内容上看袁 多迎合广大群众的求吉庆心理袁 以丰

收袁多子袁多福袁多寿为题材常见的有"麻姑献寿"袁"天女散
花"袁"麒麟送子"袁"钟馗卫福"等遥 我国著名的年画产地有院
天津杨柳青袁苏州桃花坞袁河北武强袁山东潍坊等地遥

贴福字院
俗称迎春贴福袁是祈求新的一年丰调雨顺袁人寿年

丰袁贴福字时还要把福字倒过来袁谐音"福倒渊道冤了".此
俗至今仍久盛不衰遥

贴窗花院
窗花来布置居室袁其形式通常有"窗花"袁"门笺"袁"

墙花"袁"灯花"等袁形状不一袁创作自由袁其题材也十分丰
富袁常见的有"肥猪拱门""老鼠娶亲"袁"连年有余".但所
用材料却十分统一袁大红纸配少量金铂袁彩光纸袁此俗
在广大农村历经百代袁至今不衰噎噎

印度
印度从每年 10 月 31 日起为新年袁共

5 天袁第 4 天为元旦遥 新年第一天袁谁也不
许对人生气袁更不准发脾气遥 印度一些地
方袁过年不但不庆祝袁反而相抱大哭遥 这真
可谓天下奇事袁但他们的人生哲理袁使人
听起来也颇有感触遥 他们认为袁元旦一开
始袁岁月易逝要要要人生短暂袁用哭声来表
示自己的感叹遥 有些地区的人们以禁食一
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袁由元旦凌晨开始
直到午夜为止遥 由于这种怪异的习俗袁印
度的元旦被人称为 野痛哭元旦冶尧野禁食元
旦冶遥

日本
日本人特别重视新年袁 每年的 12 月

29 日要要要1 月 3 日为全国休假日遥 日本人
把 12 月 31 日称为野大晦日冶袁也就是除夕
日遥 除夕晚上袁日本人称之为野除夜冶袁除夜
时他们祈求神灵托福袁 送走烦恼的旧年袁
迎来美好的新年袁称之为野初诣冶遥 除夕午
夜袁各处城乡庙宇分别敲钟 108 下袁以此
驱除邪恶袁 日本人则静坐聆听 野除夜之
钟冶袁钟声停歇就意味着新年的来到遥

日本人称元旦初一为野正日冶遥 1要3 日
为野三贺日冶遥 在正日袁小辈须先去父母那
里拜年袁向父母问安袁然后到亲友家拜年遥
新年还是个野吃冶的节日袁日本人在野正日冶
这一天袁早餐是很丰盛的袁吃砂糖竽艿尧荞
麦面等袁喝屠苏酒遥 此后一连 3 天则吃素
食袁以示虔诚袁祈求来年大吉大利遥

泰国

干冶是梵语的译音冤袁也叫野泼水节冶袁是公
历的每年 4 月 13 日到 16 日遥

节日里袁人们抬着或用车载着巨大的
佛像出游袁 佛像后面跟着一辆辆花车袁车
上站着化了妆的野宋干女神冶袁成群结队的
男女青年袁 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袁敲
着长鼓袁载歌载舞遥 在游行队伍经过的道
路两旁袁善男信女夹道而行袁用银钵里盛
着用贝叶浸泡过的尧渗有香料的水袁泼洒
到佛像和野宋干女神冶身上袁祈求新年如
意袁风调雨顺遥 然后人们相互洒水袁喜笑颜
开地祝长辈健康长寿袁 祝亲朋新年幸运遥
未婚的青年男女袁则用泼水来表示彼此之
间的爱慕之情遥 泰国人在新年第一天都在
窗台尧门口端放一盆清水袁家家户户都要
到郊外江河中去进行新年沐浴遥

德国
德国的新年袁 庆祝时间前后有一周遥

这期间袁家家户户都要摆上一棵枞树和横
树袁树叶间系满绢花袁表示繁花如锦袁春满
人间遥 德国人在除夕午夜新年光临前一
刻袁爬到椅子上袁钟声一响袁他们就跳下椅
子袁并将一重物抛向椅背后袁以示甩去祸
患袁跳入新年遥 孩子们组成乐队袁穿上新衣
服袁拿着口琴和手风琴袁列队在街上吹奏遥
成年人则手持彩旗袁 跟在后面呐喊唱歌袁
欢庆新年遥 德国的妇女在新年里要即兴表
演家庭题材的喜剧小品遥 在德国的农村流
传着一种过新年的风俗要要要野爬树比赛冶袁
小伙子们顺着光秃秃的树比赛爬高袁第一
名被誉为野新年英雄冶袁以示步步高升遥

埃及

埃及是文明古国袁公元前 40 年袁埃及
人就能观察星相了袁他们发现天狼星和太
阳一同升起袁尼罗河水立时上涨遥 埃及把
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袁称
为 野涨水新年冶遥 埃及的克鲁特人迎接新
年袁在门口放一张桌子袁七八只碟子供着
大豆尧扁豆尧紫苜蓿和小麦的颗粒袁还有好
些绿色植物的小芽袁这象征丰裕遥 献给神
的东西越多袁新年的收成就越多遥 埃及的
新年在秋天袁因埃及的农业生产是从秋季
开始的遥

朝鲜
朝鲜和我国一样袁 在新年也有贴窗

花尧桃符的习俗遥 朝鲜人在新年时袁家家户
户贴对联和年画遥 有的人家在门上贴上寿
星或仙女的画像袁祈求上天保佑袁驱走鬼
怪袁赐给幸福遥 元旦黎明袁人们把一些钞票
塞进预先扎好的稻草人中袁 扔到十字路
口袁表示送走邪恶袁迎接吉祥福星遥 黄昏袁
人们又将全家人一年中脱落的头发烧掉袁
祝愿家人四季平安遥 新春佳节袁朝鲜的妇
女穿戴一新遥 元旦当天少女们头戴一种麻
制的帽子袁称为野福巾冶袁身穿带花纹的五
色彩衣袁进行荡秋千比赛遥 她们以一处树
花为目标袁看谁先踢到或咬到为胜遥 也有
在高处挂上铜铃的袁以先碰响者为冠军遥

新加坡
农历除夕时袁 孩子们有守岁的习惯袁

直到午夜待家长祭祀神灵和祖先的活动
结束后方能就寝遥 过年时袁城市里有社团
组成的舞龙尧舞狮队沿街表演袁男女老少
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氛遥

英国

隆重袁但在除夕夜和元旦袁还是根据当地
的风俗习惯开展种种庆祝活动袁以示送旧
迎新遥 除夕这天袁家家户户必须做到瓶中
有酒袁橱中有肉遥 英国人认为袁如果没有余
下的酒肉袁来年便会贫穷遥 除此之外袁英国
还流行新年野打井水冶的风俗袁人们都争取
第一个去打水袁认为第一个打水人为幸福
之人袁打来的水是吉祥之水遥

意大利
在意大利除夕是一个狂欢之夜袁人们

涌向街头袁燃放爆竹和焰火袁甚至鸣放真
枪实弹遥 男男女女翩翩起舞袁午夜时袁家家
户户将屋子里一些可打碎的东西袁摔个粉
碎遥 这是他们辞旧岁迎新年的传统方式遥

伊朗
伊朗实行的是伊斯兰历袁它的季节和

月份是不固定的遥 在伊朗袁庆贺新年就是
庆祝春天到来袁 往往是在公历 3 月下旬袁
过新年要隆重庆祝一周遥 人们涌上街头生
起野篝火冶要要要野夜火冶袁然后全家人依次从
夜火上跳来跳去袁表示烧掉野晦气冶袁迎来
光明袁驱邪灭病袁幸福永存遥 除夕夜要吃
野七道菜冶袁 每道菜的名称都要以字母野S冶
开头的袁以示吉祥遥 初一到初三袁人们走亲
访友袁互祝春节快乐遥 新年最后一天袁全家
出游踏青袁以避邪恶遥

法国
以酒来庆祝新年袁人们从除夕起开始

狂欢痛饮袁直到 1 月 3 日才终止遥 法国人
认为元旦这一天的天气预示着新的一年
的年景遥 元旦清晨他们就上街看风向来占
卜院刮南风袁预兆风调雨顺袁这一年会是平
安而炎热曰刮西风袁有一个捕鱼和挤奶的
丰收年曰刮东风袁水果将高产曰刮北风袁则
是歉收年遥

中
国
春
节
风
俗
与
典
故

各地新年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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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7 日上午 8:30袁现代物流学院在图书馆
报告厅举行一届三次教职工尧 工会会员大会遥 校党委书
记尧执行校长陈厥祥袁校纪委书记尧工会主席陈建荣袁校长
助理张勇敏及现代物流学院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工参加
了会议遥 大会由学院党总支书记尧副院长谢荣光主持遥

陈书记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遥 陈书记首先对现
代物流学院一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并对学院取
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遥 接着袁陈书记向教师们介绍了学校开
展协同创新袁综合改革的必要性袁要求大家要有"致知格
物袁从善如流袁知行合一"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校事业发展
中来袁陈书记要求老师们积极参与到学校尧学院的改革大
潮中来袁做推进改革的主人袁要改变固有的阻碍发展的旧
思想旧观念袁同心同德把学校的事业做大做强袁并对现代
物流学院率先开展的教师岗位评定与考核办法以及专业
综合改革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袁 并表示学校一定给予
大力的支持遥

工会主席陈建荣尧 校长助理张勇敏分别在大会上做

了讲话遥
楼百均院长向大会作了叶创新驱动下的学院发展与教

师提升袁 将强院工程的内涵建设推向新阶段曳 的工作报
告曰 分工会主席王琦峰做了叶充分发挥主人翁作用袁为学
院创新发展再做新贡献曳的工会工作报告遥

在下午的分组讨论和汇报阶段袁各代表团对院长工作
报告进行了讨论热烈袁 大家一致认为楼院长的工作报告
内容全面尧 务实袁 对学院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
结袁 充分肯定了全院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全体教师的辛
勤工作并为学院下一步的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袁 是一个
令人鼓舞尧催人奋进的报告袁充分体现了民主尧求真尧务
实遥 同时教师们对即将出台的现代物流学院教师院内年
度岗位评定与考核实施细则展开了热烈讨论袁 普遍认为
办法的出台有助于激发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尧 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袁有助于推动学院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袁
有助于激发每个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遥 最
后袁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阶段袁全票通过了叶浙江万里
学院现代物流学院教师院内年度岗位评定与考核实施细
则曳遥

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现代物流学院的发展方向袁理
清了改革思路袁 达成了发展共识袁 凝聚了全院教职工的
心袁这必将把物流学院发展推向新的阶段遥

现代物流学院一届三次教职工尧工会会员大会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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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下的学院发展与教师提升 将强院工程的内涵建设推向新阶段
要要要楼百均院长在现代物流学院一届三次教职工尧工会会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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