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升教职工的综合素质袁搭建教职工沟通交流平台袁使
教职工能够彼此更深入了解遥 2017 年 4 月 9 日物流与电子商

务学院分工会在象山举行素质拓展户外交流活动遥
在整个拓展过程中袁大家老手带新手袁炒菜尧包糯米团等

活动袁场面火热袁欢声笑语袁暖意浓浓曰在海边拉练活动时袁考
验体力和耐力袁让大家充分体会到加强身体锻炼的重要性袁活
动过程中袁你扶我一把袁我拉你一手袁无形中增加了友谊袁团结

融合的氛围格外浓厚袁这也必将形成整个学院的向心力袁促进

学院事业和谐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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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8 日袁由浙江万里学院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主办尧浙江省临港现代服务

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联合承办的跨界融合创新与

管理科学发展学术论坛在浙江万里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行遥 本次论坛邀请了包

括同济大学尧重庆大学尧北京交通大学等 10 多所高校和中山市智能制造协同创

新中心尧宁波市社科院尧宁波海洋经济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 20 多位学术界和产

业界专家学者齐聚万里野论见冶遥 本次论坛由临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

心办公室主任尧物流与电商学院副院长王琦峰教授主持遥
临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尧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院长

楼百均教授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袁 介绍了学校和学院发

展历程尧发展状况袁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袁并重点介绍了临港现代服务业与

创新文化研究中心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尧 管理科学与工程省一流学科等学科平

台遥
在 学 术 交 流 阶

段袁 重庆大学李聪波

教授做了 野绿色制造

内涵与模式创新冶的

主题报告袁 李教授从

绿色制造提出的背景

内涵尧 国内外的发展

趋势尧政府战略尧行业

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袁
并 结 合 中 国 制 造

2025袁 从注重科技创新袁
重视规划的战略引导和

目标导向作用袁注重发展

标准尧法规以及评价决策

工具以及实现制造系统

资源流状态监控与大数

据分析等方面对当前我

国开展绿色制造的重点

和策略进行了分析遥 接着

宁波市社科院宋炳林博

士围绕 野中国制造 2025冶
背景下的宁波试点及思考开展演讲袁宋博士对宁波作为国家中国制造 2025 首个

试点示范城市的推进情况袁产业发展和重点工作进行了介绍袁并提出了宁波推进

智能制造的对策和建议遥 宁波海洋经济研究院汪小京博士围绕宁波建设更具国

际影响力的港航物流服务中心的区域发展战略袁 对宁波港航物流服务中心的现

状尧优势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袁并提出了推进建设的建议遥 同济大学张巍博士

则从产业层面与与会人员分享了其科研团队在中国产业集聚形态演进和园区的

转型升级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观点遥 最后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李肖钢副教授与参

会人员分享了在面向全产业链的跨境电商海外公共仓方面的研究成果遥
在论坛交流阶段袁与会嘉宾与学院领导和教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袁与会

嘉宾对重点基地建设尧学科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分享了各自的心得遥 通过这次

论坛袁让来自全国的学者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上有一次更深入的交流碰撞袁为
以后的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各种茶叶尧茶器具尧冒着热气的电水壶尧身着茶礼服的茶艺师尧特制奶茶尧茶叶蛋噎噎这

是学校的茶艺培训吗袁当然不是袁这是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分工会开展的野庆三八冶茶话交

流活动遥
3 月 8 日下午袁学院分工会组织全院教师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茶话会遥 中午十一点

半活动正式开始袁为了考虑营养均衡又不油腻袁茶社为大家准备了台州特色小吃食饼筒配

上茶社精心制作的普洱茶蛋和茶社独有的暖胃养颜古树红奶茶遥来到茶社当然不能少了茶

艺学习袁茶艺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袁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袁它通过沏茶尧
赏茶尧闻茶尧饮茶袁增进友谊尧美心修德遥 茶艺师先向老师们介绍了茶叶的基本分类袁又根据

各类茶叶的不同特性分别进行了冲泡演示遥 在随后的茶艺表演中袁两位茶艺师向大家示范

并讲解了茶具摆放的位置袁器物拿捏方法尧移动的顺序及路线等遥在讲解环节中还穿插了抽

奖环节袁抽中的老师会获得茶社精心准备的茶叶及茶具等礼品袁该环节也增加了本次活动

的氛围遥
本次活动的主旨是以茶为媒介促进老师们之间的交流袁在茶艺学习和表演之后袁老师

们一边品尝着茶壶里热气腾腾的茶袁一边进行教学尧科研尧生活的探讨与交流袁本次活动让

老师们在繁忙之余放松了心情袁让老师们忘记工作的辛苦和劳累袁感受到的是美的享受和

情操的熏陶遥 活动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袁通过类似活动的举办可

以增加学院的和谐氛围袁促进教师之间的感情袁促进教师教学及科研的发展遥

校园文化

2017 年 3 月 14 日下午袁浙江万里学院野绿色万里冶系列活动开幕

式暨野励志访谈录冶大型主题活动在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袁校领导及各

院领导莅临现场领略学子风采遥
俗话说野励志冶就是奋志袁集中思想致力于某种事业遥 班固叶白虎

通窑谏诤曳院野励志忘生袁为君不避丧生遥 冶叶旧唐书窑李渤传曳院野渤耻其家

污袁坚苦不仕袁励志於文学袁隐於嵩山袁以读书业文为事遥 陈春生叶戊申

熊成基安庆起义记曳院野﹝成基﹞遂渡江至安庆袁入年徽武备练军学堂袁励
志学习袁屏绝嗜好遥 冶这些都是古人对于励志的解释遥 从古至今一切都

在发生变化袁但亘古不变得是对于文化语言的理解遥
人生是对理想的追求袁理想是人生的指示灯袁失去了这灯的作用袁

就会失去生活的勇气遥 只有坚持远大的人生理想袁才不会在生活的海

洋中迷失方向遥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校风尧学风的建设袁落实有关学生

生活工作精神袁加强对学生励志成才教育袁强化学生的自尊尧自强尧自
信和自立意识袁培养以德立身尧自强不息的新时代大学生袁构建和谐美

好的绿色校园遥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举行了野励志访谈录冶主题教育活

动遥 此次访谈以野励志冶为核心袁放眼世界袁结合 3 位浙江万里学院优秀

校友的事迹进行访谈遥 展现万里学院对于励志的不同见解袁延续绿色万

里的深邃内涵袁发扬励志永不言弃的精神遥
野绿色万里冶从第一期野励志访谈录冶叶在路上曳开始袁直到今天第十

期叶德能并进袁博学笃行曳已经是走过的第十个年头遥 十年之载袁它记录

了很多万里学子不平凡的故事遥 有近 20 余位主人公分享了属于他们的

励志成长故事袁 从感动万里人物到创业新星尧 从学生工作者到考研学

霸袁都讲述了人生不一样的精彩遥 十年之间袁听众累计到达 5000 余人袁
同时获得了学校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遥 十年袁 无论是主人公还是听

众袁都已经换了好几轮袁但留下的却是不变的传承袁野恒志笃行袁自强不

息冶深深的刻在了每一个万里学子的心中遥 励志不只是说说而已袁要经

历各种艰难困苦才可成功遥 有人曾羡慕那些丰功伟绩尧品质卓越的人袁
也曾羡慕那些闻名天下尧博览古今的人遥 然而那些人的成绩都不是天上

掉馅饼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遥 他们从小就励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遥 岳飞尧霍去病的战功累累袁李白尧杜甫文采博学袁这些都是一点一滴

积累起来的遥都说野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冶袁付出有多大袁回报就有多大遥从

小就应有励志的目标袁这样才能活出精彩袁收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遥
随后袁 三位优秀的校友分享了自己在于生活中那些励志感人的事

迹遥 他们分别是热爱志愿服务的刘丽鹏尧野捣蛋冶创业者钱嘉楠以及自强

不息的热血军人王绪灿遥 并且通过野见字如面尧选词述经历和现场交流

互动冶的活动方式来表达遥 其中袁刘丽鹏分享了她在新年之际只身前往

非洲坦桑尼亚支教的故事袁从故事里看出其对公益事业的热爱袁她对志

愿服务的坚定信念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遥 钱嘉楠分享了他的

创业故事袁让观众明白创业之不易袁但他以自身故事为例鼓励大家只有

积极尝试才会收获成功的硕果遥 王绪灿则分享了在军队和校园的生活袁
告诉观众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是让自己成熟的调味品遥 最后的现场交流

环节中袁同学们踊跃提问袁气氛活跃遥
本年度绿色万里以野德能并进袁博学笃行冶为主题袁以分享励志事迹

为主体袁发掘我们身边的榜样力量袁通过对榜样事件的揭示袁让同学们

得到那平凡中的感动袁体会那永不言弃的精神袁树立正确的目标袁让广

大青年学生更懂得珍惜袁懂得感恩袁懂得如何去面对人生挫折遥 十年袁
野励志访谈录冶已然成为影响颇大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袁未来袁它将继续

激励着每一个万里人浴 人生百态袁酸辣苦涩咸袁每一个不同的体验都是

对自己的一种锻炼袁坚持便会胜利袁有梦想就要去追逐袁励志不仅仅只

是口号袁更加是行动的标识遥 此次访谈让优秀的万里学子进行面对面经

验交流袁大家相信每一发奋努力的背后袁必有加倍的赏赐遥 人生只有一

条路不能选择要要要那就是放弃之路曰 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要要要那就是

励志成长之路遥 开展野德能并进袁博学笃行冶励志访谈录的意义在于让大

家明白成功之路并不是一份风顺的袁要学会坚持遥 披荆斩棘才会有芬芳

美好遥 通过此次活动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重视袁在面对未来时要学会成

长学会坚持遥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地自我改进袁风华正茂遥 预祝此次绿

色万里活动圆满完成遥

2017 年 4 月 1 日上

午袁 浙江万里学院物流

与电子商务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举办的 野河小

二冶 助力剿灭劣吁类水

第一次大会战袁 在鄞州

区县新 杨木碶河 旁启

幕遥副市长李关定作动员讲话并宣布大会战启动袁市政协

副主席陈安平点亮巡河作战图遥
市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分别为志愿者团队野河小二冶青

年突击营袁宣传先锋队授旗遥随后志愿者乘坐保洁船对新

杨木碶河和后塘河进行封闭式巡查袁在启幕仪式现场袁团
市委发出青少年助力剿灭劣吁类水攻坚行动倡议袁 号召

全市青少年 野用青春的肩膀担负起助力剿劣的神圣历史

使命冶遥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代表从上午

6 点 20 开始准备袁作为志愿者青年代表在启动仪式上表

示袁不畏艰难袁勇挑重担袁以主人翁的姿态加入全民剿劣

伟大实践袁为攻坚行动贡献全部力量遥
此次启动仪式袁截止中午取得圆满的成功遥活动的开

展增进了团队的实践能力袁 并收到了鄞州区志愿者等有

关部门的高度评价遥令人高兴的是袁宁波团委也将合照作

为大学生河小二的宣传照浴

2017 年 3 月 17 日袁浙江万里学院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在宁波火车站开展活动遥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更好的

迎接浙江省文明办视察宁波袁共有 22 名青年志愿者参加了此次活动遥
此次活动将志愿者们分为五个小组袁 由车站蓝精灵志愿者服务

团队安排负责遥 火车站虽人流量大袁但每一名志愿者精神抖擞袁充满

着正能量遥 志愿者们稍事调整后袁积极投入到工作当中遥 活动进行中袁
志愿者们耐心地对每一位旅客朋友指导袁 用微不足道的力量奉献出

爱心袁收获到的感谢与肯定是志愿者们坚守岗位的动力遥 令人感动的

是袁晚间新闻报道中提到野省考核组一致认为袁宁波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措施有力袁工作扎实袁亮点纷呈袁整体水平较高袁工作安排走在全省

前列袁很多做法值得借鉴遥 冶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展现出

万里学子风采遥
此次活动袁志愿者们用

无声的行动诠释着一个不

变的道理要要要野赠人玫瑰袁
手有余香冶遥 活动的开展增

进了团队的实践能力袁感受

了志愿服务的快乐遥 与此同

时袁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呼吁

更多的万里学子加入到志

愿服务中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