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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凌思敏）

在 2013 年 11 月 26

日落下帷幕的中国大学生和平大使选拔赛中，

杭高的优秀毕业生赵雪同学荣膺季军。《杭高

人》近日对赵雪同学进行了一次采访，以期走

近这位美丽的学姐。

在约赵雪见面之前，心里有点小紧张，然

而见面之后， 她亲和的微笑和温润的话语让

我放松不少。 相貌原本就姣好的她， 留着平

刘海和梨花头，给人一种甜美、可人的印象。

而她身上最好的品质， 不是美丽的容颜，也

不仅仅是遇到困难的不退缩， 其最可贵的，

是对生活的热爱， 追求浮躁生活中的宁静与

平和。

一、既然来了，就要笑到最后

赵雪现在是浙江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国际

和平大使比赛的浙大校内选拔中，赵雪通过了

才艺展示、 英语口语表达和即兴演讲的考核，

获得了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 在比赛

之前，她以为比赛是综合性的，而实际上，国际

和平大使选拔赛和世界小姐、旅游小姐、国际

小姐并称国际四大选美，是一个选美占 90％的

活动。

因此，在比赛中，赵雪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

穿高跟鞋走秀。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走秀甚至

是穿高跟鞋的经验。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比赛期

间的半个月里， 从酒店到培训地点的半小时路

程，她都坚持穿着高跟鞋。回到酒店她的脚常要

抽筋，所以她总等脚抽筋完才去洗澡。

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赵雪的照片和帖子。

照片中， 赵雪和其她选手都穿着华丽的礼服，

但是只有最后的十二强才能有机会穿上礼服。

她说：“其实我想法真的很单纯，因为从来没有

机会可以穿十几万的礼服在台上走，感觉会特

别好，所以我当时的愿望可能就是能够穿上那

件很贵的礼服。 ”

二、人心平和，世界就和平

问及比赛中最大的收获，赵雪毫不犹豫地

回答是认识了和她一同比赛的 43 位女孩子。

和平大使选拔赛的选手都来自较优质的大

学，每个人都不仅漂亮，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比赛中有一位女孩子表达了对和平的理解：

“人心平和，世界就和平。 ”赵雪很喜欢这句

话。“和平大使对于我们真的太远了……现在

很多女孩子很容易被一些外在的东西所吸引

……但是那个女孩子淡定平和的心态让我很

喜欢她。 ”

生活中的赵雪也努力做一个平和的人。 比

赛过后， 她没有选择往届多数冠亚季军那样，

接下各种代言或是直接进入娱乐圈，而是将这

次比赛当作是人生中的一次经历，“比赛结束

的那一刻，它就真的结束了，只是一次经历。 ”

赵雪的朋友亦是通过新闻报导才了解到她获

奖的消息。“我不会通过这个让别人知道我、喜

欢我。 那些都是顺其自然的东西。 ”

赵雪在杭高时，曾机缘巧合地参加并当选

了阳光星主播， 常常去杭州电视台录节目，于

是她较同龄人而言更多地了解电视人的生活。

也正因为如此，她放弃了成为专业主持人的念

头：“我是真的很喜欢传媒，但是这个行业带来

的日夜颠倒、很浮躁的生活，不是我特别想要

的。 它太浮躁了， 让人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思

考。 ”

作为杭高人，赵雪很骄傲的描述，杭高是

一个虽然不大却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地方。 在她

心中， 这是杭高带给她最重要的东西———“热

爱生活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很浮躁的东西。 ”

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进入大学，赵雪认为她有了更多时间去做学

习以外热爱的事。 比起学习，她更喜欢把时间腾

出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看看书或和家

人、朋友聊天，慢悠悠一点。赵雪在浙大的文青艺

术团所属戏剧分社，她只是服装组的一个“穿衣

工”。但她说：“我不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人。从小

事做起一步一步来，能演戏也就好好演，不一定

要当主角。 ”

采访接近尾声，笔者请赵雪对杭高的学弟

学妹们畅所欲言。 她说：“我觉得高中时光加上

高考，是很单纯很幸福的最后一段时光，接下

来要面对的东西太多太多，珍惜当下，走好每

一步，做这个年纪该做的事，不要有那么多顾

忌，因为高中是我们最后一段你犯错别人会原

谅你的时候。 ”

“珍惜这一段青春时光吧。 ”

人心平和，世界就和平

———中国大学生和平大使季军获得者赵雪校友专访

2013全国数学联赛，

我校获优异成绩

2013年 10月举行的全国高中

数学联赛结果已于近日公布，我校

高三学生周昱杉、刘群力获得了全

国一等奖，获一等奖的人数位于杭

州地区第二； 另外还有李斯昆、陈

潘、张弛获浙江省一等奖，朱弘毅、

杨佳鸣、王静怡、张小屿获浙江省

二等奖。

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是我国数

学竞赛中级别最高的赛事。杭高能

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离不开杭高数

学组对竞赛研究和辅导的重视，更

是与金牌教练王希年、伊建军两位

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参赛同学的不

懈努力分不开的。

我校定向队战果丰硕

我校定向队在 11 月 1 日～4

日代表杭州市参加了在宁波举行

的省定向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获

得团体第三名。（具体获奖名单见

中缝）

11 月 8 日， 在校政教处吴一

青老师，体育组周晴、胡筱飞老师

的共同带领下，我校定向队参加了

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举行的

2013 年杭州市中学生定向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我校定向队再创佳

绩， 获得高中组所有单项的第一

名，及团体第一。

参加的队员是栾奕祺、 郑志

文、陈张骋、叶子豪、傅泰允、翁佚

凡、沈如逸、王鸿昱、袁闻艺、帅旌、

鲁舟、林雅靓、俞嫣然、童家学、陈

嘉政等同学，其中百米赛的第一名

获得者是郑志文、 袁闻艺同学，短

距离赛的第一名获得者是叶子豪、

袁闻艺同学。周晴老师获得优秀教

练员称号。

我校在 2013杭州市

无线电测向比赛中再创佳绩

在 23、24 日结束的杭州市无

线电测向锦标赛中， 我校获得 1

金、1 银、1 铜三个一等奖；1 个二

等奖；7 个三等奖共 11 个奖的好

成绩。（获奖名单见中缝）

我校金逸洁同学当选市

第十三届社团文化节

学生组委会主席

在 9 月 22 日杭州市第十三届

社团文化节组委会成员选拔中，我

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鲁迅文学社

社长金逸洁同学凭借深厚的学术

素养、过人的工作能力、充沛的创

新精神、丰富的审美情趣，在众多

选手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为组委

会主席。

我校李海青老师荣获市

青年教师基本技能竞赛

二等奖

在 11 月 23 日举行的杭州市

第十七届青年教师基本技能竞赛

暨“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活动中，

我校李海青老师经过师德案例分

析、专业技能汇报、计算机应用、

写作、 书法测试等几大环节的展

示，凭借先进的教育理念，全面的

教学素养， 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荣

获市青年教师基本技能竞赛二等

奖，并获市“优秀青年岗位能手”

荣誉称号。

我校团委荣获“浙江省

基层活力团委”荣誉称号

经各级团组织层层选拔和考

核，我校团委荣获共青团浙江省委

授予的“浙江省基层活力团委”荣

誉称号，是杭州市惟一获此殊荣的

中学。

我校寿婷尔老师参加市

系统“勤廉故事我来讲”

演讲会获优胜奖

2013年 11月 22日上午，我校

青年党员寿婷尔老师参加了杭州

市教育局在全市举行的“勤廉故事

我来讲”活动，她以《养正园内正气

扬，益校益民应书记》为题，用真

情、真事、真感讲述了我校应益民

副书记身兼党务、德育、高三教学

工作，废寝忘食忘我工作，勤奋笃

实、廉洁自律的感人故事，在 31 支

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决赛优

胜奖。

杭高女篮获市高中篮球

联赛季军

杭州市中学生篮球联赛于

2013 年 10 月上旬正式拉开序幕。

我校女子篮球队经过了为期近一

个月时间共八场比赛的角逐，最终

获得了杭州市中学生篮球联赛（高

中女子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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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9

日到 20 日期间，我校

林岚、 储王伟两位老

师远赴新疆阿克苏，

开展援疆远程控制天

文台二期项目的建设

安装工作。 远程台二

期项目位于阿克苏市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阿

克苏高级中学校园

内， 将搭建一套准专

业的天文观测望远镜

设备。 两位老师一到

达就投入进紧张的工

作中，修改天文台的设计方案，联系设备的货运和安装的前期准备工作。 随着设

备的逐渐到货，即进行各个设备的仔细检查和测试，包括便携式望远镜设备，远

程控制设备，自动气象站、主镜赤道仪，主镜光学系统等。 一旦有晴朗的夜晚，都

需要对各台望远镜进行观测测试和调整。 通过十余天辛苦的努力，在阿克苏高

级中学校长、总务处和相关老师的帮助下，整个天文望远镜的安装和基本测试

工作终于成功完成了。

北大、清华等高校招生组纷纷来我校开展招生活动；

我校获“致远计划”、“引航计划”等自主选拔校荐名额

11月 4日中午，来自北京大学招生组的张长东老师与高三年级部分优秀学

生的座谈会。 清华大学、南方科大等高校招生组纷纷来到我校开展招生活动。

杭高和北大的渊源历来悠久，不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都曾有过同

一位校长蒋梦麟，都曾出过一批名家大师；而且近年来又有省文科状元申屠李

融同学，及省文科（裸分）第一的姜动同学等人被北大录取。 而 2013年杭高获得

了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推荐资格。 因此，今年北大招生浙江组负责

老师首先来到杭高，和杭高学生进行座谈，介绍北大传统、文化氛围、学科分布、

历年招生等情况。

除获得“2014 年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名额外，我校还获得 2014 年上海交大

自主选拔“致远计划”、上海同济大学自主选拔“引航计划”等校荐名额。

苗圃计划系列报告第 3讲：汽车与人

11月 25日下午杭高报告厅，“杭高 -同济大学苗圃计划” 系列报告第 3 讲

如约而至。 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吴志军教授为同学

们讲述了当今汽车在设计、制造、能源、污染等方面的情况，鼓励同学们积极探

究汽车研究这一前途无量和充满挑战的领域。

全人教育：知识、品格和智慧

———杭高

98

届校友倪旭东博士回母校做客杭高讲坛

11月 19日，98届杭高校友倪旭东博士做客杭高讲坛，倪博士在报告中指出

当代很多学生在成长之路上迷失了自己，他们“有知识而没有智慧”、“有技能而

没有思想”、“有学位而没有方向”。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构建起全人成长体系，

具体而言，便是“知识：建立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品格：建立原则驱动的思维模

式”、“智慧：建立意义追寻的思维模式”。

走近外交官的真实世界

———杭高外交翻译社邀请外交官来校讲座

11月 15日下午， 杭高外交翻译社邀请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新

闻文化处处长莫丽丽老师，在 109教室，为杭高外交翻译社与政治经济社的社员

们作了题为《和平的使者 友谊的桥梁———我的外交外事工作》的专题报告。 共

有 40余位同学聆听了莫老师的讲座。

台湾鹿林天文台林启生先生来我校做精彩彗星讲座

11 月 2 日，台湾著名天文摄影家林启生先生来到杭高天文社，为天文社的

师生们带来了一次精彩的讲座和视觉盛宴。

我校援疆远程天文台二期项目顺利完成主体安装

《杭高人》———讲述“杭高人”自己的故事。

因发展需要， 本报现面向全校招纳文字、 摄影记者若干， 请有热情、 有干劲的同学， 赶紧向邮箱

shoutinger@126.com（联系人：寿老师）扔份简历（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及优秀稿件若干）。

录取者将成为《杭高人》特约小记者，有机会与优秀校友、校园大事件面对面，稿件一经录用，还有稿

酬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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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凌思敏

杭高定向队 杭高女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