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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时的张雅洁

看看妈妈也好，妈好想你，妈想和你说说
话！”
2 月 18 日，是学生返校的日子，班主
任厉晓航发现张雅洁未回校报到，打了电
话才知道这件事，立马向管理学院领导反
应了这件事。
学院得知雅洁的情况，便开始筹划为
其祈福、筹款。初期，在学院领导的号召
下，分院师生纷纷转发由雅洁家长发起的
“水滴筹”，并扩散至全学院、教师及教师
的亲朋好友、学生的朋友家长等等，大家
也纷纷在微信朋友圈、QQ 空间等。
短短一个礼拜，水滴筹的金额从 2 万
余元涨至 22 万余元。
据了解，2 月 25 日的医院会诊，虽已
调整治疗方案，但张雅洁目前仍未脱离危
险期，对于后续的治疗尚无法确认。对于
后期的治疗费用，更是难以预计。
2 月 27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团总支
主 办 的 “ 绿 植 义 卖 —— 为 雅 洁 祈 福 ” 活
动，在管理工程学院门口举行。活动现场
分别设有“绿植义卖爱心箱募捐台”、“折
千纸鹤送祝福”
、“爱心墙祝愿”三个部分。
“绿植义卖”，同学们捐款一定数额便可
得到两盆多肉植物的盆栽。绿色代表着生
机，也寓意雅洁同学能够如那绿色小草顽
强，战胜病魔，生命充满活力，温情洋溢；
“千纸鹤”台前也聚满了人，同学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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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洁，我们等你霸气归来！
”

有一个名字，十天里传遍了校园的每
个角落；一声声祝福，十天里在空气中流
传。“雅洁，加油！！！”“雅洁，我们等你回
来！”……
“张雅洁”三字牵动了校园里师生们的
心。
张雅洁，2016 级建筑工程管理 1 班学
生，1 月 29 日，突发头痛，高烧不退，送
入慈溪人民医院治疗，后转入宁波市第一
医院；2 月 4 日凌晨，病情恶化，转至重症
监护室，并确诊为脑炎；2 月 13 日转至浙
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那个阳光灿烂，喜爱篮球，喜爱运动
的大男孩，现如今浑身插满管子，躺在浙
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虽
首先考虑颅内感染，病毒性脑炎，但每天
一万多的医疗费用，对本就风雨飘摇的家
庭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压力。
万般无奈，张雅洁妈妈发起了水滴
筹，一封 《孩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看
哭了无数人：“你一直是妈妈的骄傲，妈每
次看到你获得的奖牌，都为你感到自豪，
可妈万万没想到，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新年
的喜悦和团聚中时，一向健健康康的你，
却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躺在了重症监护
室的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说你
脑子里感染了病毒，确诊为脑炎。孩子十
五天了，整整十五天了！你哪怕睁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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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纸鹤为张雅洁送祝福，团总支便送“爱
心丝带”一条，书上满挂一串串千纸鹤，
在阳光的照射下飞舞着翅膀，青春洋溢。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便纷纷来
到管理门口，捐款的捐款，折千纸鹤的折
纸鹤。“慈善无界，情暖人间”的爱心墙上
写满了同学们真切的祝福：“雅洁我们等你
回来！”“预祝雅洁同学早日康复。”“雅洁
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早日康复，不要错
过每一个好天气”。
“跑过去捐了 100 我就跑了。”有个学
生在微信上说。
“学生党也没什么钱，但是我还是很有
爱心的，雅洁加油！”……
“东阳过了明天就开始都是大晴天了，
你的病也很快就好了，快回来一起学习
吧。”同学 HELENA 说。
“加油啊，广厦的兄弟！”
“雅洁，我们等你醒来，一起成长，愿
你战胜病魔，加油！”
“我也是刚刚进入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未来的路还很长，人生还等着我们去开
创。祝你一切顺利！逢凶化吉！”……
学校本次为张雅洁同学募集资金共计
13583 元，其中，绿植义卖爱心箱募捐活动
共募集现金 12213 元，支付宝及微信转帐
共 1370 元 （含校友捐助 800），张雅洁所在
班级也在第一时间为雅洁筹集了 6500 元，
班里的兄弟都在等着雅洁的霸气归来！
“从开学前一天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
花费二十多万，目前把水滴筹所筹的 22 万
善款取出，我们对后面的治疗也没有底，
只能先走着看。对学院的这个活动，我现
在也没什么其他想法，就是感谢吧。”雅洁
妈妈含着泪在微信的那头说。
第二天，管理分院代表将款项送至医
院，交到张雅洁爸妈的手上。病魔无情，
我们有爱，雅洁加油！
（吴晶 翟婉珍 宓佳蓓）

3 月 15 日，为了庆祝支教九周年，经外
学院青志会的成员们再一次来到了东阳特
殊学院，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
下午一点，青志会的成员们提前来到
了场地开始了游戏前准备。满地的五颜六
色的气球，装了半瓶水充当保龄球的矿泉
水瓶，和几盆印手印的脸盆，还跟学校的
老师借了几个仓库里的轮胎。

首先进行的第一轮游戏是轮胎过河，
志愿者们通过搬运轮胎使小朋友通过踩着
轮胎渡过一条“长河”。随着志愿者的一声
令下，首当其冲的三小组动作迅速，配合
默契的过河，等待的小朋友不约而同的开
始喊起了加油，为游戏中的伙伴们加油鼓
励。
而充满童年回忆的老鹰抓小鸡更是让
原本兴奋小朋友的情绪更加高涨，整个活
动室里都充满了孩子们和志愿者的笑声；
“保龄球”项目让剧烈运动后的孩子们有了
休息的时间，孩子们有秩序的在志愿者的
安排下排起了队伍，每次在投完保龄球后
都高兴的和身后的朋友分享着自己的成绩。
这次活动不仅带给孩子们快乐，开阔
孩子们的眼界，增进部员的使命感与与责
任感，增强部门合作意识与凝聚力。还加
强巩固广厦学院与特殊学校的关系，也让
更多的人了解到爱心支教。
支教不止，爱不停歇，愿这些孩子们
永远都能保持灿烂的笑容。
（陈怡）

我院获省高校“无偿献血爱心集体”称号

3 月 18 日，全省高校“骄子情怀 热血
青春”爱心献血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大学
紫金港剧场隆重举行。本次启动仪式由省
卫计委，省教育厅，团省委和省学联四部

门联合主办。
会议通报了 2012—2015 年，全省高校
师生累计献血 19.35 万次，献血总量 5.39 万
升，年平均献血率为 4.64%，我院学生年平
均献血率达 5%以上，获省高校“无偿献血
爱心集体”荣誉称号，卢红军同志获省高
校“无偿献血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献血有限，爱心无限。多年来，我们
广院师生身体力行，捐献热血，书写青
春，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每年的 5
月和 10 月，在我院第三餐厅前都会定期开
展“无偿献血 爱洒人间”献血，倡导无偿
献血签字仪式等活动。2016 年我院累计献
血人数约 700 人、累计献血量 278000ml，广
院师生把希望的种子洒向病患的心田，把
青春大爱洒遍浙江大地。
（学工部）

植树造林 让广院更美丽

蛋雕走进幼儿园 小朋友惊叹“蛋壳会开花”
一颗生鸡蛋来到世界上有几种命运？
被蒸了？被煮了？被煎了？大抵如此，东
阳市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面对这个问
题，也是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吃了！”但
是，昨天，他们知道了鸡蛋还有另外一种
高大上的命运，就是成为一个艺术品！
这就是 0.3 毫米蛋壳上的雕刻艺术——
蛋雕。
昨天下午，广厦学院蛋雕社的成员走
进实验幼儿园，将这项民间手工艺展示在
小朋友们面前。
“哇，好漂亮！”“太美了！”小朋友们
一进多功能厅，立刻被展示台上的蛋雕作
品吸引住了目光，细细打量，不舍得放手。
“确实太精细了！”有位女老师频频拍
照，“实在难以想象这么易碎的鸡蛋上能雕
刻出如此美丽的图案。”
蛋雕，源于明清，民间每每到嫁娶、
祝寿、添子的喜庆时刻，总会相互赠送红
鸡蛋，称为“彩蛋”，后来商贩们又在彩蛋
上画些花鸟、鱼虫、脸谱等图案，以图生
意兴隆。
彩蛋工艺逐步提高，如今，人们将鸡
蛋钻孔掏空，在蛋壳表面雕刻精美图案，
形成了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艺术珍品——
蛋雕艺术品。
看着一张张蛋雕图片，小朋友们聚精
会神，赞叹声不绝于耳。
当然，不是每一颗生鸡蛋都有机会成
为蛋雕艺术品，首先，蛋的色泽要均匀，
蛋壳厚薄适中。
接着要抽取蛋清，对蛋壳进行消毒处
理，然后将要刻的内容用铅笔画在上面，
再雕刻。
“绘画难度小，雕刻难度大，稍有失
误，就会一刀毁掉整颗蛋！”蛋雕社社长张
晋说着，将雕刻需要的刻刀、电动雕刻笔
展示给小朋友们看，“有没有小朋友要上来

尝试一下？”
“我”、“我”小朋友们纷纷举手，跃跃
欲试。
一位姓“徐”的小朋友第一个举手，
被请上了台，将他的姓一笔一画写在鸡蛋
上之后，张晋拿起电动雕刻笔，手把手教
他如何划线。
小朋友一划，线条飞了。“我看哥哥划
的很简单，自己画就一点儿都容易。”
“是的，手上劲用小了，蛋壳撬不掉，
用大了，壳就会破！”张晋说，做蛋雕精微
细密，出手必须“恰到好处”。
叶晓梅是第一个上台的老师，她在鸡
蛋上画了一只小猫，在张晋的带领下开始
雕刻，从耳朵到脸上的胡子，她认真地学
着，从一开始的刻不出一条流畅的线，到
最后画了一条漂亮的胡子。

“蛋壳要开花，靠的是手艺和韧劲
儿！”张晋肯定了叶晓梅第一次尝试的成
果，“不错了！”
叶晓梅的蛋雕首秀——小猫转眼被喜
爱的小朋友们抢走。
在小朋友的热情下，张晋原先现场雕
刻一颗蛋的计划被增加至 4 颗蛋，小猪、
大公鸡、兔子、蝴蝶，分别送给了现场的
小朋友们。“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失望的表
情，就尽可能画了简单的图案，多刻几个
送给他们！”
一个小时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小朋
友们提着板凳，依依不舍地离开，走之前都
不忘来邀约蛋雕社的哥哥姐姐们：
“ 我也想
要一个蛋！”
、
“哥哥，你们啥时再来教我们！”
张晋笑言，这是他们遇见的，最热情
的观众。
（吴晶）

春天来临，万物复苏，校园内的花草
树木都抽出了新的枝丫。
3 月 8 日，学院开展植树节活动，下午
一点半各分院在各自的大厅集合后，都往
在飞凤湖边集合。
今年的植树节又为我们的校园增添了
新的生机。这次的植树活动以班级为单位
领养属于自己班级的树苗，还准备好了挂
在树苗上的班牌。
来到现场的同学们都纷纷拿起自己手
中的工具，拿着铁锹的同学开始寻找合适
喜欢的地点，同学们之间互相配合，有的
挥锹铲土、有的扶树填土、有的培土浇
水，忙得不亦乐乎。
参与这次的种树活动的同学们表示，

电商学子需“软硬皆施”

“天狼冠军”余东——广院的骄傲
3 月 18 日，2017 天狼·杭州 100 越野赛
在杭州举行，起点位于风水洞，终点位于
青芝坞。设有 100km 个人组、100km 双人
组 、 42km 个 人 组 、 4km 青 少 年 组 4 个 组
别。我院毕业生余东以 14 小时 12 分的成
绩，勇夺 100km 个人组冠军，把赛会记录
16 小时 40 分远远的抛在身后。
余东是我院 2009 届建技改革试点班学
生，曾经是我们广厦学院田径队的金牌队
员，也是浙江省大运会专科组万米记录保
持者。他一直坚持锻炼，曾多次参加马拉
松比赛和定向运动比赛并获得较好名次。
这次 2017 天狼·杭州 100 公里越野赛，
要求参赛者必须两年内曾经参加完成过难
度系数大于等于 60KM 的马拉松或越野跑比

赛，才可以报名。为此，余东克服了工作
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坚持训练，参加了
本次越野赛并获得冠军。
中长跑一直以来是广厦学院在省级大
学生田径比赛中的优势项目，大运会田径
比赛专科组万米记录保持者余东，大学生
田径锦标赛专科组万米记录保持者王康，
大运会两块铜牌得主陆东政是其中的代
表，受到领导和教练的高度重视。
据悉，6 月份浙江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将在杭州师范大学举行。余东的获奖给我
院田径队队员注入了一支强心针，他们表
示，学弟学妹们以他为荣，并将努力训
练，为校争光！
（张新军）

要将原本显得有些单调的草地种上满满的
小树苗，等春天到来后，这片草地就会变
得生机勃勃。
这场植树活动还有一棵特殊的树苗，
是由我们广院街拍的“我要上头条”选出
的第一个幸运儿，为了响应这次植树节活
动，特将此次的神秘大礼定为一棵可以由
自己命名的小树苗。收到这份神秘大礼的
女生表示，“这个礼物我很喜欢，觉得比小
玩偶之类礼品有意义多了！”
这次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使同学们感
受亲自动手植树的辛苦与快乐，更是为这片
土地增添了一分绿色与生机。在种树中学
会合作，在种树中理解绿色生命的来之不
易，使同学们能够了解绿化的意义。（陈怡）

3 月 15 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让我们
看看，在广厦学院，从事着消费者投诉的
“重灾区”——电商行业的团队们，日常做
得如何。
可乐团队是创业园德国“SOS”母婴用
品项目的经营团队，仅仅 30 块钱，他们赢
得了一批客户的口碑，并且无形中为自己
培养了潜在客户群。
他们将一个产品放在淘宝美折上售
卖，原价 99 元，折后价 69 元，销量一直尚
可。三八节前后，折扣到期，美折恢复原
价售卖，而可乐团队因为学业繁忙晚了两
天续期，两天内成交的几笔订单均是按原

价。可乐团队将差价一一退还给每位顾
客，得到了顾客的极大好评。
不仅可乐团队，经外的创业团队们都
秉持着诚信经营理念，在半年多的店铺经
营中几乎没有收到过客户投诉。
这一切，多半要归功于电子商务专业
日常的职业素养教育。
电商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把“诚实信
用、严守机密；合作分享、客户第一；创
新思维、关注市场；善于学习、激情创
业”这 32 字的职业素养内容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实践，让学生不仅具备从事电商行业
的“硬本领”（职业技能），也让学生学会
做人做事的“软素养”（职业素养）。通过
课堂教学、电子商务技能大赛、工作室、
企业家讲座和创业实践等多种方式，让学
生在技能学习中“体会要领”、在行业标准
中“了解规矩”、在市场上“真枪实弹”锻
炼，在日积月累的熏陶、磨砺中成长。
诚信，人之根本，更为经营之根本。
我们在这里许下承诺：“以人为本，诚信经
营！创业，我们是认真的！”
（蔡丹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