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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对我来说，是
捉摸不到的东西。 然而，
就是这样东西，使人更珍
惜自己的时光。 如果，岁
月可以给每一个人愿望。
我希望，岁月可以倒转。

清浅时光， 岁月静
好。找寻时间的步伐，追
逐时间的痕迹。每一分，
每一秒， 那汩汩流动着
的， 不仅仅是你身体里
的血液， 也是你存活的
生命源泉。听，一丝丝抽
尽，缓慢却又急促，带着
你，由青春步入衰老。
（招生就业办 詹又辉）

晨曦中的教学楼孤独矗立
着，尽显沧桑疲倦的迎接着初升
的朝阳，他不知道，这里再过几
天即将成为一片废墟，断壁残垣
见证着这里曾经的辉煌，铭刻下
多少建安人的青春与记忆，毕业
十余载，熔铸下我人生中最美好
的年华， 一切的欢笑与落寞、疯
狂与浮躁都将在这里尘封，历史
不会停止书写的节奏，年轮不会
停止滚滚的前行，崭新的明天等
待去迎接，别了半山……

（基础教学部 吕永江）

怀思
虎踞龙盘行半山，
凤凰浴火待重生。
三旬八载悠悠过，
遥寄情思予建安。

（院办 柴祝平）

忆
机声隆隆北垣倾，
来往历历心浪起。
忽雷忽电似号角，
春秋万载系半山。

（经济管理系 周涛）

新起点 新征程
———我院举行 2017年新年文艺汇演

12 月 30 日上午 9 点， 由学院团委主办的
以“新起点 新征程”为主题的 2017 新年文艺汇
演在学院广场火热开演。学院党委书记沈超、工
会主席谢雪芬和全体师生一同观看了演出。

演出在沈超书记热情洋溢的致辞中拉开帷
幕，沈书记在致辞中总结了 2016 年学院所取得
的辉煌成绩， 同时表达了对学院未来的美好憧
憬与展望。

文艺汇演节目丰富多彩，形式变化多样，有
极具现代感的舞蹈《血汗泪》，也有传统的民族
乐器琴笛合奏《锦鲤抄》，更有极具生活气息的
小品《吃面》，精彩纷呈的节目赢得了同学和老
师们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此次演出除了同学们的精彩表演， 还有建
筑艺术系和经济管理系的老师们也加入其中，
他们的倾情演唱《为你我受冷风吹》、《我真的受

伤了》把演出气氛推向了高潮。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历时一个半小时的

表演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 这场精彩纷呈的
视听盛宴充分展示我院学生不仅在技术上有过
硬的本领，在艺术领域上同样也出类拔萃。

新的一年，新的校区，新的征程，学院的每
位师生已经做好准备，向美好的明天迈进！

（院团委 胡海瑛）

12月 7日上午，冬阳和煦，学院在
富阳新校区首次举办冬季趣味运动
会， 全院三千多名师生共同见证了这
一刻。

本次趣味运动会共有 64� 个班级
参加了 8个比赛项目的激烈角逐。8个
运动项目充分彰显了趣味性， 并紧紧
围绕着“全民健身、全员参与、全面发
展”这一主题。

此次运动会虽强调的是“趣味”，
但如何在玩出趣味的同时赛出不错的
成绩呢？ 想要在 8个项目上拿名次，要
看参与团队整体上的协调配合。 如水
到渠成、同心击鼓、同舟共济等项目需
要团队成员间的默契配合。 由于高年
级学生彼此相处的时间长， 他们之间
的默契度会高一些。 普遍的，高年级学
生在这些需要默契配合的项目上比低
年级学生要有优势。

比赛过程中， 参赛队员们可谓拼
尽了全力。 同舟共济项目中，龙舟的两
只角耸立很高， 站在首位的队员一路
上都被两只角拍打着脸部， 但他们都
只顾竭尽全力向前迈步， 而毫不在意
被拍打得通红热辣的脸。 在 4×400米
接力赛中， 有队员由于速度过快而甩
掉了一只鞋子， 竟光脚坚持跑完才去
捡鞋。

12月 9日上午是教职工的比赛时
间，教职工按系部共分为六组，学院领
导班子成员在钱院长的带领下悉数上
场比赛，运动会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这几个比赛项目大多靠的是技巧
取胜。 不少教职工把从学生比赛时总
结到的经验教训分享给同组的队员。
各个系部在队长的统筹协调下积极参
加比赛，表现出极大的活动热情。

经过此次趣味运动会， 全院师生
的精神面貌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学
生们尽情展现了他们的朝气活力，同
时，各个班级的凝聚力、向心力有所增
强，同学与同学之间增进了了解。 教职
工的工作热情也相应得到提高， 他们
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教书育人的征
程中。

（基础教学部 王弯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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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长征纪念胜利 80周年之际，为
了激发更多同学对朗诵与爱国的乐趣和
情怀，11 月， 我院校团委联合学生会学
习部，举办了“中华颂，红色情”朗诵比
赛，本次比赛共历时三个星期完成，参赛
人数达到了 60余人。朗诵比赛分为了三
轮来举行，分别为初赛、复赛和决赛。

在这三场比赛中， 选手们或是以个
人的名义参加比赛或是以组合的方式亮
相。在这三场的比赛中不论哪一场比赛，
观众们的热情都很高， 而参加比赛的朗
诵者们用富有感情的声音将现场的每位
同学和老师感染。 而最终在经过了初赛
与复赛之后，剩下的 25组选手进入了决
赛，决赛于 11 月 17 日晚上 18 点准时开
始，到场的特邀评委有：凌荣武老师、高
艳涛老师、学生会主席冯宇科、副主席袁

霞敏、以及学生会秘书周锐勇和程春梅。
比赛开始后， 选手们纷纷以饱满的

激情、激昂的语言、大方的举止来展现自
己的实力体现自己的爱国情怀。 把对党
和国家的热爱表现的淋漓尽致。

而在比赛结束后， 主办方也很快的
统计出了分数， 第一名为：13 环艺高技
杨菲和 13 造价高技 1 陈陆贤； 第二名
为：16 网络安防傅哲斌、14 造高 3 徐彥
鑫、16施工高技马奔；第三名为：16 施工
高技胡杰和马哲涵、14 五年一贯经管杜
烨和富婧彤； 优胜奖为：15 楼宇高技 1
杨立、16 五年装饰张昕可、15 五年一贯
经管陈高燕和邵振邦。 所有获奖的同学
在“校园十佳歌手比赛”的开幕式上被颁
发了奖状。

（学生会 傅嘉伟）

“中华颂，红色情”朗诵比赛圆满落下帷幕

为传播志愿精神， 提升我院志愿者服
务水平，12月 9日下午，我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志愿者参加了“青春志愿行，共筑中国
梦”的培训活动。培训活动由来自杭州志愿
者培训学院的培训师马维星带我们开展。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是志愿者和志愿者
的服务理解，志愿者服务的概念和意义，志
愿者行为规范和注意事项以及志愿者服务
情况介绍。 首先培训师与我们讲述了他与
志愿活动的 8年和 3年。随后以 PPT的形
式介绍了一些特色内容， 如对志愿者的理
解，志愿者也称义工、义务工作或志工，是
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

技能等资源， 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
和帮助的人。 志愿者还秉着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精神。之后以互动的方式解决了
志愿者服务时常见的一些问题。 在互动的
环节中， 志愿者们积极的与培训师分享他
们对志愿者的理解与感悟。

在培训期间，志愿者不仅收获了对
志愿者服务的理解、志愿者服务的概念
和意义， 还让志愿者们进一步增强了
“服务你我他，微笑靠大家”的信念。 最
后全体志愿者在培训师的带领下进行宣
誓， 此次活动在阵阵掌声中画上了完美
的句号。 （青年志愿者协会 陈露）

感受志愿美丽，体味服务精神

11月 29日晚六点， 由学院团委主办，
学生会文艺部协办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首
次在新校区行政楼后广场隆重举行。学院六
位老师、学生会理事会三名成员、一名学生
代表出席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另有 700余
名师生观看了本次比赛。

学校舞蹈社、 轮滑
社、 合唱社、Cosplay 社，
以及历届十佳歌手代表
的华丽表演拉开了本次
大赛的序幕。精彩的开场
之后，主持人宣布了“中华颂，红色情”
诗歌朗诵大赛获奖同学的名单， 并由
老师代表颁奖。隆重的颁奖仪式结束后，
14届十佳歌手总冠军 13施工高技（1）班
余江涛、 邱杭波同学演唱的《写给方大
同》惊艳全场，为后面的紧张激烈的角逐
开创了良好的开端。于是，一首首青春的
旋律在一阵阵掌声中奏响， 比赛有声有
色地进行着，从海选中脱颖而出的 22 名
选手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展现着自己。

本次大赛，各系能人唱将齐聚一堂，
选手们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激烈而又精彩的视听
盛宴。来自 15施工高技 1班的选手方琦
同学演唱的歌曲《忍着》 诙谐而不失风
度， 一度将晚会推向高潮！ 一场激烈的

角逐过后， 我院第二届
十佳歌手终于华丽诞
生。他们分别是：15施工
高技（1）班方琦；16 五年
一贯装饰李天清、廖鹏、

邵佳妳、陈诗瑜；16 环艺高技潘昊煜；16
五年一贯造价 杨粤渝；15 五年一贯造
价邵振邦；16 装饰高技（2）班唐丽娜、杨
丽平、周环；14 造价高技（2）班顾国胜；
15装饰高技（2）班赵亨；16 造价高技（1）
班钟艺婷；15五年一贯造价王宇昕。

本次大赛是继学校迁入新校区，融入
16届新血液后第一次举办的大规模的歌
唱比赛。它将艺术的种子撒向每位建安学
子心间，充分展现了我院不仅可以是专业
技术人才的培养基地，也是艺术表演人才
的孕育摇篮。 这些人才的涌现，为学院校
园文化建设和第二课堂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学生会 徐彦鑫）

歌声唱响学院 星光闪耀征途
———学院第二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