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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都做
“广院人”
哥哥成了“小师弟”
在管理分院，有这样一对表兄弟，哥哥
在 16 建管 2 班，弟弟却在 15 造价 4 班，为啥
哥哥比弟弟还要晚一届呢？
原 来 哥 哥 名 叫 蔡 宁 ， 2014 年 就 考 进 广
院，后去云南西双版纳当兵保留两年学籍。
弟弟陈栋涛在哥哥当兵一年后也考进了广
院，选择了工程造价专业。于是，哥哥满足
了弟弟想当军人的愿望，弟弟沿着哥哥的脚
步进了大学。
在随后的联系中，弟弟从哥哥那里得知
他心目中军队的生活，哥哥也从弟弟那了解
自己将来的大学生活模样。
怀着弟弟所描绘的大学生活的憧憬，光
荣退伍后，哥哥还是来广院，还是选择原来
的专业。退伍后的哥哥，经过兵营的历练，
人变瘦了，变壮了，更有阳刚之气和军人风
范了。
迎新当天，大二的弟弟穿上红马甲成了
志愿者，带着大一的哥哥安顿寝室，熟悉校
园。哥哥笑说：“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你照顾
啊！”弟弟拍着胸脯回应道：“我现在也算是
你的师兄了，肯定要照顾好小师弟啊！”
那作为师兄有什么话对小师弟说的呢？

【党徽闪光】

“毕竟我们都是中专考上来的，有一定基
础，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专业知识，只有把专
业基础打好，今后工作中才能有一手过硬的
本领。所以学习路上，希望兄弟能携手共
进。”

经管专业一对“姐妹花”
“佳佳，在班里要和同学好好相处，多和
老师沟通，学好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学会自
己照顾自己。”16 经管 4 班新生王悦佳的姐姐
对妹妹反复叮嘱道。
大一新生报到的日子，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一对年龄相仿的姐妹花吸引着我们的眼
球。别人家的孩子上大学基本都是父母送
行，这个女孩怎么是姐姐来相送呢？
“王……王悦情？！”一个惊讶而不确定的
声音传来。姐姐回头，居然是当年的班主
任。原来，姐姐王悦情也是广院人，曾就读
于管理分院 11 建经管专业，已经毕业三年
了！三年之后重返校园，师生见面，都感到
莫名的兴奋和激动。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老师好，真没想到老师还叫得出我的名
字，我今天是来陪妹妹报到的。”
王悦情介绍说她毕业以后就在一家银行

工作，凭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工作上很快能得
心应手，所以，觉得广厦学院建筑经济管理
这个专业不错，值得推荐给妹妹。
在妹妹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父母
非常赞同姐姐的意见，二话没说，直接填报
广厦学院。因为姐姐的学习经历也给了妹妹
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比如每天的晨跑和早
晚自修让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院的各
项制度和社团活动让她得到长足的锻炼，现
在工作上的严谨细心更是得到领导的肯定和
表扬。姐姐说在学校，也曾迷茫过，抱怨
过，但是也努力过，奋斗过。现在回头看
看，真的很感激母校，教我知识，教我做
人。希望妹妹在这里也能丰富更多知识，学
会扎实技能，找到创业之路。
妹妹王悦佳说：“姐姐在家的时候经常跟
我提起在学校的生活及老师对她的指导，久
而久之，就让我产生了一种想去广厦看看的
念头。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广院，像这样兄弟姐妹推荐来我院就
读的学生其实还有很多，他们选择了广院，
选择了信任，选择了放心。我们广院也不负
众望，用辛勤和汗水向社会输送着一批又一
批优秀的人才。
（汪全玉）

公寓里的
“心灵导师”——钟丹

她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中等的个子，
白皙的瓜子脸，明亮透彻的眼睛，笑起来嘴
角有一个迷人的酒窝，不说话时人淡如菊，
气韵娴雅；一开口，声如黄莺，透着春天的
温润气息，这个典型南方姑娘，是学生口中
的小钟老师，心中的钟丹姐姐。
做心灵的“引导者”
钟丹，2008 年来到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成为 10 号楼的公寓辅导员。“来到
广厦时，因为公寓辅导员岗位空缺就应聘
了。”
入职后，钟丹发现公寓辅导员和当初自
己大学里的辅导员的工作并不相似，有时候
不被学生理解，而且，学生的一声‘宿舍阿
姨’让她觉得心里很委屈。“那时处理事情也
有所欠缺，与学生沟通也不得章法。”
怎么办呢？钟丹开始学习其他的前辈辅
导员和优秀辅导员的工作经验，结合自己平
时所查阅的资料和相关心理书籍，慢慢总结
了一套适合自己岗位的工作方式方法。
2010 年，为了能更适应公寓辅导员的岗
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她考取了浙江师

范大学法政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主修
高校学生管理。
随着工作的深入，发现公寓辅导员这个
角色对于学生来说，亦师亦友，更像知心姐
姐，在学生需要的时候予以帮助、引导。“想
起当初自己刚进入大学时的懵懂与迷惘，看
着这些刚入学稚嫩的脸，发现能为他们提供
所需的帮助，使他们的大学生活更加清晰和
精彩，是莫大的幸福和满满的成就感。”
于是，她成了学生口中“像姐姐一样的
好老师”。
2016 级新生说，“小钟老师，在我眼里是
一位对工作认真负责，幽默亲切的一位好老
师，她为我们指出寝室内务整理中的问题，
在生活上给予我很多帮助，以前我在家从来
不干家务，来到寝室后，小钟老师手把手教
会我怎么叠被子，晒衣服，还教我一些内务
的小技巧，帮助我们整改寝室存在的问题，
让我们更容易的评上星级，她更像是我们的
姐姐，我现在很喜欢在寝室里的感觉，就像
回到家一样。”
“钟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关心照
顾，如果学生违反了制度，她会循循善诱，
帮助学生改正错误，如果学生身体不舒服，
她会及时询问情况，并将学生送医治疗。如
果卫生方面做得不理想的话，钟老师会耐心
指导，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钟老师会给
予帮助。”2014 级楼宇 1 班戚佳瑶说，钟丹在
学生中人气很高，认真热心的工作态度，公
平周正的处事方式，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回忆过往，钟丹微笑说“做任何事，心
态很重要。同样一件事，带着积极、平和、
乐于接受的心态与无所谓、甚至抵触的心态
得到的结果肯定会不一样。
深入学生 做“知情”人
钟丹说，一个称职的公寓辅导员，最起
码的要求是——知情，也就是知道掌握这幢
楼的基本情况，如学生人数、楼层分布、党
员人数、贫困生人数等。掌握这些数据和基

本情况能够帮助我们高效地开展工作，掌握
学生动态。“公寓工作的每一步都要细心认
真，保证学生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家
长对我们的信任。走访寝室的时候，我会注
意几点，一是时间的选择，我通常选择平时
晚上的 9 点，周末时则选择下午时间，这样
学生通常都会在寝室，便于了解情况。二、
谈话的内容尽可能随意、轻松。尽量避免隐
私，重在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关心。
三、尊重学生，灵活扮演好“良师”和“益
友”两种角色。有些情况之下，我们就是谆
谆教导的老师，而有些时候，我们不妨做个
大学生的朋友，与他们共同分享大学的成长
收获。”
所以，在公寓这个大家庭中，钟丹扮演
了“家长”的角色。她把同学们当做自己的
亲人，无论何时，将同学们的健康安全，放
在第一位。每学期都会有学生突发疾病半夜
送医院就诊，2016 年 3 月 25 日晚 22:50 左右，
126 寝室的求杭英同学在寝室里突发急性肠胃
炎，送至人民医院治疗，钟丹帮助其挂号拿
药，陪同挂水，到凌晨 3：20 送求杭英回寝
室休息。学生安全了，她也就安心。
钟丹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公寓
文化节趣味运动会，一起拔河、投球、跳
绳......共享运动乐趣的同时，也能增强室友之
间的牵绊，增进公寓的和谐氛围。
她还利用楼下的黑板，采用天气预报或
者萌萌的卡通图案，增加公寓的温馨感觉，
将公寓成为“家”的理念，深入学生的心
中。每年的最美寝室和文明寝室评比，10 号
公寓评上的数量都名列前茅，钟丹也数次被
评为优秀辅导员。
“在广厦近 10 年，虽然我没有斐然的成
绩，没有耀眼的荣誉，但是我幸福的拥有学
生灿烂的微笑，拥有节日时爆满手机的问候
短信。我很庆幸能在学生的人生新起点上陪
伴他们指引他们，我也要很幸福的告诉大
家，我是一名公寓思政辅导员。”钟丹如是
说。
（赵丹）

我院有一位老师，日前登上了 CCTV 颁奖大舞台，原来——

她女儿丁吴沐雅荣获
“星光闪闪亮”金奖

日前，有个漂亮的小女孩站在“星光闪
闪亮”颁奖典礼的舞台上，她荣获了“星光
闪闪亮”CCTV 第五届全国少儿电视才艺大
赛幼儿组金奖，也是东阳市唯一获得金奖的
小朋友，她叫丁吴沐雅，今年 5 周岁。她的
妈妈是广厦学院党办的老师吴晶。
“星光闪闪亮”是 CCTV 新科动漫频道播
出的一项集权威性、专业性、趣味性、公益
性、创新性、持续性于一体的大型少儿电视
艺术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在中国大陆文化、
教育界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被媒
体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少儿电视活动品牌。
2016 年 8 月 19 日，“星光闪闪亮”第五届
全国少儿电视才艺大赛在北京星光影视园举
行，开幕式由央视著名主持人金龟子、毛毛

虫主持，来自全国各地 1500 多名选手参加。
丁吴沐雅小朋友从容上场，淡定、自信
地站在舞台上当起了主持人，展示出良好的
说、唱、跳能力，将决赛作品 《老鼠画猫》
完美地呈现出来，得到评委的高度认可，一
举夺下金奖。
获此殊荣，很多见家长求教经验，妈妈
吴晶总结：“七分靠天分，三分靠努力。”
丁吴沐雅从小爱好看书、画画，能歌善
舞，唯一有个小缺点，就是胆子偏小，容易
害羞。
听人说，学口才可以锻炼胆量，于是，
家人就给她报了口才班。上课第一天，任课
老师任华就发现了她的天分。“普通话标准，
不带口音；动作到位，优美；还有，外形漂
亮。”
他当时就心想，这个孩子可以培养起来
送去北京参赛。
口才课上，一次次地上台锻炼，一次次
地展示，沐雅上台时声音越来越响亮，站在
台上扯衣服的小动作也没有了，在老师的鼓
励和肯定下，台上的她越来越自信，表现一
次比一次好。
今年 5 月，“星光闪闪亮”CCTV 第五届
全国少儿电视才艺大赛开始海选，她从东阳
初赛、复赛、到金华地区的决赛，一路过关
斩将，最终以金华地区第一名的成绩站上北
京 CCTV 的舞台。
获得金奖的消息传来，沐雅很淡定：“我
知道，我肯定能得一等奖，因为我很认真地
练习、表演。”
“上课认真”是沐雅所有任课老师对她的
第一评价，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兴趣班，
无论是画画还是跳舞，每堂课，她总是听得

最认真，做的最到位的那个孩子。对此，也
有家长问“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妈妈吴晶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没怎
么教育，只是让她自己明白学习的意义在哪
里，让她明白学习，学会的都是自己的，上
课认真，是对老师最起码的尊重。”
吴晶说的谦虚，但知情人都知道，为了
女儿，她付出了很多。吴晶大学攻读新闻学
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生沐雅前任
《青年时报》 社会版编辑。
编辑的工作日夜颠倒，忙起来半夜两三
点下班时常事。沐雅出生后，吴晶渐渐觉
得，编辑这个工作让她与女儿的生活彻底隔
离了：她半夜下班回家，女儿睡得正香；女
儿一早醒来，她又还在睡梦中；等到了中午
她起床了，很多时候女儿又睡了。
在女儿一周岁的时候，她一咬牙，辞了
报社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孩子正是学习
的时候，不能全部由老人代劳。”
所以，女儿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应该
就是传自妈妈吴晶。
女儿上幼儿园以后，吴晶选择了来广厦
学院上班，“因为有寒暑假，我可以陪着沐
雅。”她笑着说。
上班之余，她几乎都是亲自陪女儿上兴
趣班，一路上聊着一天的见闻。“我不把她当
孩子，只要她说，她问，我都会尽力回答
她，不会的，我就告诉她‘妈妈也不知道，
我们求教度娘’，这些都是我们俩最美好的相
处时光。”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做最漂亮的自
己！”这就是妈妈吴晶对女儿沐雅的教育。
（丁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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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吧
“英语沙龙”这么
“嗨”

大家还记得经外学院的首次“英语
沙龙”吗？在水乐亭边，我们讨论了中
西文化差异，Grorge 弹奏的南非传统民
谣尚萦绕在耳。这次，我们把英语沙龙
推向了全院。
10 月 25 日下午，为创建良好的英语
学习环境，营造并活跃英语学习氛围，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由学院英语社和经
外分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英语沙龙”
在图书馆二楼的“咖啡吧”举行。
来自各个分院的英语爱好者们聚在
一起，与经外分院的 Pieter 和 George 两
位外教一起，畅谈如何学习外语，并做
互动沟通。
活动在英语社社长的主持下拉开帷
幕。活动主讲人 Pieter 和 George 两位外
教分别对本次活动的主题做了详细的介
绍，包括愚人节的来历、流行地区等相
关知识。伴随着大家的热烈掌声，两位
外籍教师走到同学之间，与同学老师们
围坐在一起进行了口语交流。
“In what way do you like to
study English？”来自南非的 George 笑眯
眯的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Watching American movies.”“Lis⁃
tening to English songs.”“I like to

talk to you.”有同学脱口而出，全场哄
然大笑。
学生通过直接与外籍教师对话交
谈，领略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进一步
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风
土人情、社会习俗等相关知识，明确中
外文化差异及对比也在无形中锻炼同学
们的英语交际能力。
在活动过程中，外教用游戏的方式
来锻炼我们口述的能力，参加游戏的同
学随机抽取一张词汇，用英语翻译解释
给对面不知道词汇的同学，然后猜出这
个词汇。游戏过程中笑料百出，气氛十
分融洽。
“Are you sure？”“Yes！”“No，
you are wrong”。同学们频繁出错，笑
料百出，咖啡吧充斥着大家的欢声笑
语。
本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语
言应用能力、听说能力和口语表达能
力，也进一步调动了学生英语学习的热
情，增强了英语学习的信心，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锻炼学生的组
织、沟通能力，多元化展示学生的才
能，是对围绕英语教学一次良好尝试及
实践，对新的教学模式的探索。（毛扬）

师生厨艺大赛火热开炒

油盐酱油醋一字排开，锅盆碗瓢筷
叮叮作响。11 月 9 日下午，第二届教师
文化节第一站——师生厨艺大赛拉开了
序幕。
比赛包括规定菜和创意菜两个环
节，评委根据菜品的色、香、味以及营
养搭配等进行评分。主要分为“土豆我
说千百变”，“冷菜创意我最行”以及
“评委试吃打分”三个阶段。
比赛一开始，各参赛同学立即投入
到紧张的比赛当中。各队参赛选手分工
明确，合作默契，顺菜、炒菜、装盘一
气呵成。 师生们保持着高度默契，彼
此分工合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切菜、
调火、烹炒等工作，更有老师从口袋里
出掏出了自己的“独家秘方”。
2015 级资产班的尤文江老师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他们班做的是土豆丝，
可别小看这一盘土豆丝，那可是考验厨
师刀工的一道菜。只见尤文江拿着刀，
游刃有余地切着，精湛的刀工，让人叹
服。他和学生互相帮助，不一会儿一碗
土豆丝就出锅了，简单的菜肴包含了师
生之间的感情。同学与老师互帮互助，
一片欢声笑语。
李修强老师认为举办师生厨艺大赛
最大的意义就是拉近了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和学生一起做菜，是一个很好的交
流平台，没有了教师的讲台桌，取代的

是锅碗瓢盆，带进了生活元素，师生的
沟通更加自然亲密。陈思怡同学说：
“平常不知道做菜有那么麻烦，觉得食
堂师傅们很辛苦，以后要好好品尝他们
做的饭菜。”
创意制作区，选手们更是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亮出绝
活，游刃有余的刀工，蔬菜和水果的巧
妙混搭，表现出他们的高超技艺和无限
创意。甚至利用的西餐刀将水果切出不
同的造型进行摆盘、调味，配合上同学
们的奇思妙想，或造型新颖，或口感独
特的冷菜逐一呈现在餐桌上。
经过几个小时的精心烹饪，一道道
色香味具全的菜肴展现在大家面前。四
十余师生组成的评委从色泽、形状、味
道、比赛操作过程等认真、公平、公正
的赋分测评，经过最后的投票评选出排
名前三的班级。同时也将在微信公众号
“管理青年”评选出三个最佳人气班级。
“师生厨艺大赛”这一活动不仅给
师生搭建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也加
强了师生对厨艺和饮食文化的热爱，更
加增加了师生间亲密的交流。让我们了
解到每一份食品的来之不易及其背后所
付出的辛勤劳动，激发了同学们的创新
意识、节约意识，使广大同学从厨艺中
了找到快乐，在快乐中体会生活。
（翟婉珍 严文岚）

与
“绝影女神”
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0 月 29 日清晨，天空中下着毛毛细
雨，艺术分院马术社的成员们早早地在
广厦学院西门等待，准备前往乾骉马
场，开展马术社团马会一日游活动。
活动还邀请到了我院的英语外教老师
Pieter，
来跟着社员一起来感受马术文化。
乾骉马会位于绍兴诸暨的东白湖，
那里的气温比市区气温要低很多，但社
员们的热情不减，一到马场，社员们就
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马场，与马
场里的马儿们来了个近距离接触，并按
照工作人员所讲的注意事项喂马儿吃了
胡萝卜。
每匹马都风姿卓越，高扬着骄傲的
头颅，抖动着优美的鬓毛，尤其是“绝
影女神”。她和往常屏幕中的马儿不大
相同，身高 175cm，气势雄壮，四蹄生
风，长长的鬓毛披散着，跑起来四肢像
不沾地似的。喂食时，她又温驯可爱，
憨厚娇羞。
外 教 Pieter 对 乾 骉 之 星 甚 是 喜 爱 ，

那是匹德国汉诺威马，Pieter 微笑着抚摸
着 它 ， 双 手 抱 着 马 儿 的 头 说 “kiss
kiss”，马儿仿佛也听懂了 Pieter 的话亲腻
的凑了过去。
马房中，有一匹品种很古老的荷兰
弗里斯兰叫雷爵，他奔跑时的步伐非常
优美，一般马儿是三步跑，而它是五步
跑，跑起来时高抬腿，跑得越快抬的也
就越高。饲养员为它量身编织的毛发更
为吸引社员们的眼球。
下午是社员们试骑时间，敢于尝试
的外教 Pieter 主动要求上马。穿好装备
之后，在马术教练的指导下踩上踏板一
跃上马，在教练的带领下在马场上驰骋。
在马场的一天使社员们丰富了许多
关于马儿的知识，这是平时在课堂上都
学不到的知识。"Wow，what a wonder⁃
ful day!Thank you!It was great fun and
I really enjoyed it so much !It was real⁃
ly an honor for me !"Pieter 说。
（刘佳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