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野面
向产业升级的生产外包及科技
服务应用示范冶研讨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2 时在浙江
万里学院现代物流学院会议室
312 召开遥 参加此次会议专家学
者有宁波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副
主任尧课题组长熊仁章袁宁波市
生产力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兼
信息部部长王剑袁宁波市生产力
促进中心信息部夏杰袁宁波易贸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斌尧
宁波易贸孙林峰袁宁波云启易展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峰袁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敏袁浙江万里
学院现代物流学院李劲东教授
以及课题组相关成员单位的代
表共计 15 人遥

宁波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王
剑进行了课题开展情况的汇报袁
并分析了课题存在的难点问题袁
提出来下一步工作的思路遥 与会
代表分别就研究案例尧科技管家
和服务平台的盈利尧 数据库资
源尧课题调研尧各个子平台之间
的关系尧系统平台可操作性等问
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袁对今后工作
达成了共识遥 李劲东教授还着重
指出应进一步挖掘课题的理论
脉络袁如科技服务和生产外包结
合尧平台的创新点等袁总结出宁
波特色的理论与方法遥 宁波市生
产力促进中心熊仁章做了总结
发言袁 对前期工作做了肯定袁后
续任务做了具体分工袁鼓励课题
组再接再厉袁以优异成绩迎接国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研讨会
在现代物流学院举行

11 月 15 日下午 13院30袁 研究性教学课程观
摩活动在 53203 教室继续开讲遥 本次教学观摩活
动由现代物流学院陈莎莎老师主讲叶物流信息管
理曳课程袁课程采取讲授形式袁为师生呈现了野物
流信息识别与采集技术冶的主题内容遥 现代物流
学院以及来自其他二级学院和部门的领导与教
师参与了本次观摩活动遥

本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袁主要包括两个知识
点的内容院渊1冤条形码曰渊2冤RFID 技术遥 在讲授条
形码组成尧结构尧商品条形码的结构尧RFID 的工
作流程的过程中袁大量运用动画演示教学手段讲
解其原理曰使同学们觉得这些概念和原理性的知
识袁不再难理解袁不再枯燥无味袁更好地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袁更好地掌握本知识曰同时袁在二维码

和 RFID 技术的应用讲解中袁 课程通过视频的教
学手段将二维码和 RFID 技术的应用尧 未来的发
展趋势和前沿资料进行讲解曰另外袁课程中还讲
授到了条形码的诞生尧运用条形码能不能分辨出
商品原产国尧二维码的产生尧RFID 等知识袁在提
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同时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遥 课
程强调学生思维能力以及运用知识解觉问题的
能力袁 整个课程力求将理论知识讲解简单化袁明
了化袁将人文知识融入理论讲解袁使学生能够听
得懂袁会运用遥

在说课环节袁主要针对该课程定位尧课程团
队尧课程改革的思路和整个课程的设置和评价机
制等进行阐述遥 同时袁主要以某章节为例讲授该
章节的授课设计思路,其中包括以社会热门野网络
购物节袁网上购物易袁难在仓储冶为题打开学生学
习本章的兴趣和思路曰 然后以宁波有名的网站
野天天发冶代替教材过时的案例网站袁接着引出热
门事件野中国物流骨干网冶引出本章的系统知识
架构的课程设计思路遥 课程体系以理论讲授为
主袁在讲授过程中力求教学内容不断更新袁知识
体系实用有效袁注重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袁注重融
入人文知识袁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袁考虑学
生学习的动力袁强调锻炼学生思维能力以及运用
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2013 年度研究性教学课程观摩系列活动之《物流信息管理》

11 月 13 日下午 2院:30袁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尧教务部尧计财部联合组成考核小组袁对我院
11-12 学年中央财政支持项目院 港口物流实验室进行了绩效考核遥 对 12-13 学年校内实验室项
目院信息技术服务实验室渊更新冤尧研究生实验室渊新建冤进行了验收遥

三个实验室建设项目完成了预期计划袁达到了教学实验要求遥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
对我院实验室建设项目检查验收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
时袁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国际贸易
分院院长蒲祖河一行 4 人来我
院交流学习袁了解现代物流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建设发展情况曰现
代物流学院院长楼百均教授袁电
子商务专业负责人周志丹教授
以及物流系尧信管系副主任李肖
钢尧吕红波等相关老师参与了接
待遥

楼院长向客人介绍了学院
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态势袁并就学
科和专业建设尧用人理念等方面
与蒲院长进行了交流遥 随后袁周
志丹教授就当前电子商务专业
的发展方向尧就业形势尧招生情
况与客人进行了交流遥蒲院长重

点就电子商务专业建设尧学科建
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等方
面内容做了深入咨询遥

交流结束后袁蒲院长一行参
观了现代物流学院的电子商务
实验室袁信息管理实验室袁对电
子商务专业建设给予了高度评
价遥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蒲祖河院长一行 4人
到现代物流学院考察交流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下午袁英
国皇家物流与运输学会 Carval鄄
ho 女士与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王
增东主任来现代物流学院访问袁
楼百均院长尧 李秋正主任接待
Carvalho 女士一行遥

楼院长向客人介绍了学院
的整体情况和办学特色袁双方就
ILT 渊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冤尧CIPS 渊Char-
tered Institute of Purchas-
ing and Supply冤的物流证书考
试项目以及学院与英国高校合

作项目进行洽谈遥
会谈结束后袁Carvalho 女士向物流学院学生作了关于 ILT 的考

试项目的报告遥

英国皇家物流与运输学会 Carvalho 女士
到现代物流学院交流考察

12 月 2 日上午袁教务部副部
长丁亚军等一行 5 人到我院进
行期中教学检查袁现代物流学院
副院长程言清袁信息管理系主任
周志丹袁督导组长李劲东和相关
教师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程言清
副院长主持遥

程副院长首先就本学期学
院整体期中教学作了详细汇报袁

包括理论教学尧专业素拓尧毕业
论文尧毕来实习尧实验室建设尧
教学网站尧学科竞赛尧考试管理
等方面袁 着重强调了关于加强
过程性教学评价的管理工作尧
进一步规范课程平时教学工
作尧 严肃过程性教学评价及其
材料整理和归档遥 其次还提出

了我院未来教学网站平台的构
想与实施的蓝图遥 同时也指出了
教学方面的不足袁将针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袁 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遥

随后丁亚军副部长对我院
教学工作尧过程性教学评价等方
面给予了充分肯定袁并就相关重
点问题进行沟通探讨遥

教务部一行 5 人到我院进行期中教学工作检查

近年来袁高校不断扩招袁人才市场已经呈现
结构性过剩现象袁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越来越
大袁这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焦点问题遥 我院一直
以来把学生的就业创业工作作为一号工程来抓袁
从低年级开始进行职业规划教育指导袁制定相关
的学生就业指导制度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服务学
生就业创业袁积极搭建学生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交
流平台袁采取野请进来和走出去冶相结合的模式袁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遥

2013 年 11 月 16 日袁我院举办了物流尧电子
商务类专场人才洽谈会遥 此次招聘会有 61 家以

物流尧电子商务为主的用人单位袁其中有得力集
团尧中外运尧太平鸟尧九龙物流等大企业遥

早上 8 时袁 招聘会现场已经是人山人海袁招
聘单位前站满了前来咨询的同学遥 公司对人才的
需求较多袁给众多同学提供了就业机会遥 前来应
聘和咨询的学生都能积极和各单位沟通袁面试中
沉着冷静遥

此次招聘会不仅让同学们得到了充分展示
自我的机会袁更让部分同学把握住了人生的第一
份工作遥 据悉袁有部分同学跟用人单位达成了就
业意向遥

现代物流学院举办物流、电子商务类专场人才招聘会

11
月 20 日
下 午 13:
30袁 我院
在 62 -
312 会 议
室举行学
术沙龙之
社科类课
题申报规范与要点学术沙龙活动袁本
期主讲嘉宾为刘利民博士遥

刘利民博士首先从申报课题需有
的心态尧 关注课题发布单位及其特别
要求方面讲述自己的经验和心得遥 重
点就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规划课题的
申报题目尧技巧详细地进行了讲解袁对
申报书中的文献综述尧研究内容尧研究
思路等具体问题的写作思路做了梳
理遥 最后刘博士以 2 份成功申报教育
部人文社科项目申报书为例袁 具体讲
解了撰写课题申请书的写作程序与技
巧遥 会后袁大家就自己在申报课题过程
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刘博士进一步做
了交流遥

本次学术沙龙活动旨在进一步激
发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申报课题的积
极性袁 提高课题申报的规范性和成功
率袁促进学院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12 月 10 日下午袁临
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文
化研究中心在 62-312 会
议室举行关于学术沙龙
活动袁本次活动邀请我校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岑仲
迪教授为主讲嘉宾袁岑教
授在境外 SSCI/SCI 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 20 多篇袁
是多个 SSCI/SCI 期刊的
审稿人遥

岑仲迪教授围绕国外
SSCI/SCI 期刊论文的撰
写规范与投稿从论文的选
题与构思尧结构安排尧文法
与表达尧 投稿期刊四个方
面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剖
析遥岑教授指出袁学术论文
的灵感可以来源于大量的
阅读尧 调查研究和实践心
得袁 而撰写高水平的学术
论文必须要有大量的文献
阅读遥 论文的核心是其创
新性袁 不要追求大而全袁
野一点之见即可成文冶袁关
键是有创新的思想袁 能解
决具体的问题遥接着袁岑教
授对论文的框架结构和每

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说
明遥 在期刊选择和投稿方
面袁 岑教授对涉及供应链
与期权的经管类 SSCI/SCI
进行了分析袁 并结合个人
的投稿经历对期刊投稿的
程序尧 注意事项和论文修
改等方面与大家分享了个
人的经验遥

在最后的学术讨论环
节袁 中心研究人员就研究
方法论尧 供应链金融学术
前沿以及 SSCI/SCI 期刊
投稿应注意的问题开展了
互动交流袁通过交流袁老师
们普遍感觉开阔了视野袁
同时也意识到加强跨学科
学术交流合作的重要性遥

我院举办学术沙龙活动之
“社科类课题申报规范与要点”

现代物流举办学术沙龙之
国外期刊论文撰写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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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辉袁 现代物流学院物

流管理系教师袁硕士职称遥 1994 年毕业
于辽西大学管理学院工业工程与管理专
业曰 自 2003 年内蒙古工业大学毕业后袁
获管理工程硕士学位袁 在教育岗位辛勤
耕耘至今袁 目前从事的研究方向为产业
集聚尧协同创新遥董国辉老师具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袁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始终把教书育人尧管理育人尧服务育人贯
穿在工作中袁成绩突出遥 好几次获得野优
秀教师冶等一些头衔的荣誉称号遥其实这
些并无原因的遥

董国辉老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
来袁忠诚于教育事业袁教书育人袁诲人不
倦曰认真教学袁潜心教研遥作为一名教师袁
他不断地刻苦钻研业务袁 认真研究教材
教法袁研究新课程标准袁注重多方位培养
学生的能力和学习习惯袁 对工作讲求实
效袁对学生因材施教遥 大二上半学期袁我
上的是董老师教的叶应用统计学曳袁董老
师上课很和善袁循循善诱遥 采访时袁我才
了解到袁 董老师在备课时袁 精心设计环
节袁努力钻研教材袁了解学生特点袁做了

生袁备资源袁结合课堂实际运用课件配合
教学袁向 40 分钟课堂要质量遥 在教育学
生上袁他很注重培优扶差的工作袁在课堂
上多提问袁多巡视袁多辅导袁对学生的点
滴进步给予大力的表扬曰 同时抓好学生
的小组学习活动袁选拔优秀的小组长袁带
领小组成员一起进步遥 董老师在所从事
的教研工作中积极探索袁勤于实践袁做好
新课改的模范带头人遥在工作中袁能以求
真务实的态度袁顾全大局袁融合群体遥

能把以上所有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
有条的人袁一定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袁是
一个乐于服务于人的人袁 董老师就是这
样的人遥在现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袁
有人能够持久地保持这样的干劲袁 这样
的心态袁这就很值得我们去学习遥百年大
计袁教育为本遥
今后袁 董国辉
老师仍将继续
拼搏袁 在自己
的岗位上以德
树德袁 教书育
人袁 用心血和
汗水浇灌满园

已经有 10 年教龄的刘利民
老师现任教于现代物流学院袁 她曾多次被
评为优秀教师袁这次也获得了野现代物流学
院 2012-2013 学年优秀教师冶 的荣誉称
号遥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袁这与刘老
师这些年在科研工作和教学方面的辛勤努
力是分不开的遥

刘老师任教的几门课程均是重点课
程遥由于课程的特殊性袁她在讲课的时候特
别注重视频与时效性案例的结合分析遥 例
如袁在教授物流的专业英语时袁刘老师会播
放一些国外的物流英语视频或者让同学们
相互合作用英语来表演节目来提高同学们
的积极性和兴趣遥除此之外袁刘老师还鼓励
大家多参与社会实践袁 让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袁这样才能看到自己身上的许多不足袁从
而学到更多袁提升自己的能力遥刘老师一直
希望同学们能在好好把握学习的同时袁更
注重培养自身的良好品德和素养袁 既要张
扬自己的个性袁 但也不忘基本的礼貌等素
质遥

人生中总有遇到挫折的时候遥 当老师
谈到教自己学过程中的低谷期时袁她说袁最
困难的时候莫过于自己刚从事教学工作的

那个迷茫阶段遥 野我当时就是勤学苦练遥 刚
开始袁对于一两节课的内容袁我可能要花四
五天或是更长的时间来准备遥 我常常一边
摸索一边上课然后多多学习遥冶老师说的很
轻松袁 但我们看到了她在背后为了克服艰
难辛苦所付出的努力遥 老师常常反思自己
的教学工作袁 从而不断地调节袁 使自己进
步遥 野我希望自己能够授人以渔袁把学生培
养好袁让他们能够在我的课堂上袁在我的帮
助下袁学到真正对自己有用的内容遥 冶

野一分耕耘袁一分收获冶这是刘老师对
自己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来最深的体会遥 她
还有个很简单的愿望院希望很久以后袁甚至
老了的时候袁路上碰见我的学生袁他们还能
记起我袁会跟我打招呼遥诚恳真挚的话语真
切地打动了我袁刘老师就像一位母亲一样袁
关心 着同 学们
的成长和未来袁
难怪总说野一位
好老师袁胜过万
卷书冶遥 相信袁身
为播种者尧耕耘
者的刘老师袁一
定也 会是 最美
的收获者浴

一分耕耘袁一分收获

赵娜老师是 2012-2013 学年

现代物流学院的优秀教师遥 作为典型的
东北姑娘袁我对她的采访就在赵娜老师
的幽默中开始了遥

在和赵娜老师的交谈中袁我发现她
是一位极具有亲和力的老师遥 上过她课
程的学生都对她喜爱有加袁认为她的课
很有吸引力遥 赵娜老师在教学上有她自
己的看法院她认为课堂上老师和学生是
互动的遥 因为每个老师都是经历过学生
时代袁懂得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困难遥 她
希望让同学们开心地上好每一堂课袁所
以主动营造课堂上的氛围是最重要的遥
当然袁除此之外袁也一位好教师必备的
素质袁自身具备完善的知识体系的老师
才能更好地向学生讲述教学知识遥 凭着
扎实的专业技能赵娜老师曾获得教师
技能大赛的三等奖尧校级示范建设课程
等奖项遥 在课下袁她也时常从事科研活

动遥当谈
及 她 的
学生时袁
她 一 脸
的 骄 傲
和欣喜袁
她说袁在
上 课 的

时候袁她的学生总能给她带来惊喜遥 在
一次叶国际航运曳的课堂上袁她给学生布
置了一道作业袁需要采用视频的方法来
呈现这道作业遥 就这么一道简简单单的
作业却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袁学生们
认真地对待这个作业袁从写剧本到表演
再到以视频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袁虽然同
学们使用的道具都是极其简单的袁女生
的发卡尧床单什么的一律不放过袁但是
视频真的很精彩袁超出了赵娜老师对她
的学生的期望遥 她就是这么一位简单大
方袁说话幽默袁令人感到亲切的好老师遥

在生活上袁赵娜老师也是一个随性
但不失个性的人遥 聊到她的生活时袁她
简单地跟我们阐述了她的一天遥 早上起
床洗漱过后袁她总喜欢打开电脑玩一局
蜘蛛纸牌袁如果赢了袁她就会很开心袁觉
得接下来一天的生活就会很顺利遥 接着
就去学校上课或者做科研工作袁到了晚
上袁赵娜老师偶尔也会下厨做一顿晚饭
来犒赏辛苦工作了一天的自己遥 但是很
多时候她会因为工作上教研活动繁忙尧
会议很多而没有时间享受厨房的乐趣袁
一直工作到很晚才能休息遥

人民教师为人民遥 赵娜老师就是这
么一位上得了厅堂袁下得了厨房袁搞得
了科研袁上得了课堂的极具亲和力又有
幽默感尧随性且大方美丽的优秀教师遥

人民教师为人民

我们都知道袁大学有两种功能院第一
种是传授知识袁第二种是创造知识遥 老
师们在两种功能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遥 他们在帮助同学们学习各种知识的
同时袁还会在课余时间与之交流袁培养
同学们的创新能力与创造力遥 而现代物

流学院的钟海东老师就是那位

能够传授同学们知识袁带领同学们创造知
识的老师遥

钟老师平常在教学方面可没少花心
思遥只要你进入他的课堂里袁你就会发觉同
学们将前几排的位置全部占领完毕遥 这种
情况在大学的课堂里可是不多见的袁 原来
钟老师是运用了他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院
同学们可以选择坐后面袁 但是上课必须回
答他所提出的问题遥 这样的提问环节每次
都让人捏了一把汗袁 因为要是上课没有认
真听讲袁那么就回答不出来了遥这种教学方
式充分调动了同学们到课率以及上课听讲
的积极性袁很有野海东 style冶遥不要以为钟老
师这样上课就会死板袁 他的课堂上氛围是
相当活泼遥在保证上课进度完成的同时袁会
在课间给我们野轻松一刻冶袁播放一些搞笑

序世界野解脱冶出来袁让疲惫了一节课的我
们立刻振奋起来袁 还可以拉近老师与学生
们的距离遥上他的课袁同学们表示压力与快
乐并存袁 同时也很感谢老师这样的教学方
式让课堂不再死气沉沉的遥

钟老师本身就很优秀遥 2008 年毕业
于长江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袁获工学
硕士学位后的他并没有停止求学脚步袁于
2011 年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图学
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袁 获管理学博士学
位袁目前从事的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与商
务智能遥 他不仅在教学上带领着学生袁还
引导着同学们参加各种校内外的大赛遥每
次带大家参与比赛袁钟老师会尽心尽力地
为指导学生们去研究袁当学生有问题时会
引导学生去尝试自己解决问题遥平常的时
间袁他会野趁机冶跟同
学们交流交流心得袁
谈谈自己的生活的
趣事和工作的感想袁
或是他从前的学生
时代或是其工作经
历遥他是一个非常好
的师长袁更是一个朋

图中这位身穿军绿色夹克袁满脸帅气
笑容的人便是浙江万里学院物流学院的

周廉东老师遥
周廉东老师袁2003 年毕业于宁波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袁 获学士学位曰
2005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袁获硕士学位遥 同
年袁 周老师来到我们学校任教袁05 年到现
在已经过去了 8 年岁月遥 从周老师的脸上
看到的不是刚毕业时的青涩袁 而是历经 8
年岁月洗礼过后的成熟遥 周老师来到我们
学校后袁先后任教了叶Java 语言曳尧叶ERP 企
业 资源 计 划 曳尧 叶面 向 对 象 程 序 设 计 曳
叶UML曳等课程遥

采访前我碰到一位学姐袁当我无意中
提起我要采访周廉东老师袁这位学姐提起
周老师赞不绝口袁野周老师上课幽默风趣袁
能够活跃课堂气氛袁在周老师的课堂上永
远不会感到枯燥无味冶遥 众所周知袁这些课
程比较枯燥袁所以周老师能够做到让学生
对这门课有兴趣真的很不容易遥 周老师
说袁他在注重自身学术和能力提高的同时
也积极向一些有经验的老师讨教袁不断提
高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遥 在给学生上叶JAVA
这门课程曳时袁他专门给成立了学生兴趣
小组袁让学生把自己上课和课外学到的知
识写在博客上袁与其他同学一起交流遥 因
为同学之间所表达的语言更容易让其他

同学理解袁 而且课堂上会开些小玩笑袁和
同学们互动袁所以教学效果会更好遥 在第
五届野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冶活动中袁周老师
获得这一荣誉称号袁2012 年获得 野优秀教
师冶称号遥 屡获佳绩遥 其中袁2005 年指导学
生策划的叶电子健康记录软件服务提供商
商业计划书曳获浙江万里学院野挑战杯冶三
等奖曰2006 年指导学生开发的 叶源动力项
目软件交易网站曳获浙江省电子商务大赛
三等奖遥2012 年袁由周廉东老师指导的叶创
想美居要要要专业装修设计威客平台曳项目
荣获网络商务创新应用类一等奖袁更是进
入全国决赛袁为历年最好成绩遥 除了教学
中获得的成功外袁周老师多次指导学生参
加学科竞赛/他依然在前进袁 今天去采访
的过程中袁看到周老师手机的锁屏用的是
单词锁屏袁他说野这样每天可以多学习些
单词冶袁野计算机发展太快了袁 不学习就跟
不上时代的步伐冶袁 周老师还介绍了一些
学习的网站袁网上视频教学遥

好学的周老师也在每天的不断的学
习进步袁 为我
们树立了学习
的榜样遥 相信
周老师在以后
的工作中会再
创佳绩袁 引领
我们成长遥

邹德玲老师是现 12 届

物流专业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老师遥
每次上课袁 邹老师都十分关注课堂状
态袁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知识都一五
一十地传达给学生遥 邹老师袁也是一位
十分负责任的老师遥 当学生有疑惑时袁
她总是会不厌其烦向他们讲解复杂的
题目袁把那一大块黑板都填满字袁然后
一一讲解遥

邹老师从事教师行业到现在已有
八年的时间遥 她在教授他人知识的同时
自己也在不断学习遥 在这八年中袁时代
不断地在发展袁教学内容当然也不是一
曾不变的遥 邹老师自己会先学习新的知
识袁等自己理解透彻了袁才会把知识传
递给学生遥 邹老师目前正在准备考博
士袁 除了工作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考
博袁十分幸苦袁但邹老师并不觉得辛苦袁
因为她觉得只要努力付出了就会有回
报袁 学习本身就是一个无止无境的过
程遥

在长达八年的教学中袁邹老师遇到
过很多困难遥 由于刚开始从事教师行
业袁对制作课件尧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还

有些生疏袁往往要好长时间才可以完成
课件的制作遥 野不过后来自己花时间慢
慢摸索袁 备课尧 制作课件都难不倒我
了遥 冶万事都是开头难袁只要持之以恒袁
我们总会等到收获的季节的遥 邹老师表
示自己很热爱教师这个行业的袁一直都
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工作遥 邹老师要求自
己各方面都要发展袁这样才能当一个合
格的优秀教师遥 邹老师在教学和科研方
面获得了一定的成就院曾经主持浙江省
及宁波市发改委物流管理相关课题袁并
且在核心期刊发表物流方面论文 10 余
篇遥

对于当代大学生袁邹老师觉得现在
的师生关系不像以前一样了遥 以前的师
生关系比较死板袁
而现在的师生关
系比较灵活遥 现在
的老师和学生可
以平等地交流袁也
可以像朋友一样
聊天遥 她也很开心
能够与学生一起
成长遥

吃苦耐劳袁乐于服务

满腔热血袁持之以恒

学无止境袁轻松教学

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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