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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一战过六级”“我想回家”“疫情

快结束”……在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悦心坊”的门口，有一块留言板，上

面写满了学生们的心里话。最近，重

新装修过的“悦心坊”成为最受学生们

欢迎的打卡点。

“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说起我的

痛苦，‘悦心坊’很温暖，心理咨询师就

像一束光，照亮我的内心。”学生小文

（化名）走出“悦心坊”的那一刻，感觉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让人想不到的

是，最早发现小文烦恼的人是寝室长

小希（化名），朝夕相处中小希看到小

文总是独来独往，也不太愿意和室友

交流。她主动向小文伸出手，鼓励她

走进“悦心坊”，打开心门。

近年来，浙江经贸职院不断健全大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制机制，全面升

级软硬件设施，完善“学校—学院—班

级—宿舍”四级工作网络，以心育促德

育。而在这背后，有一双有力的“手”

在托举，就是学校以寝室为基本单位，

构建起全天候育人空间。

“我是寝室长，也是心理委员，更
是‘气象员’。”

跨越4000多公里、2个小时的时

差，从西北到江南，19岁的新疆女孩轩

刘芳终于站在了西子湖畔。2020年，

第一次离开家乡的轩刘芳，踏进了浙

江经贸职院的校门，成为文秘专业的

学生。

“我刚开始也不知道心理委员要

做什么，就是觉得有机会跟同学们多

接触，就很珍惜。”为了融入班级，轩刘

芳报名了班干部选举，成功当选为心

理委员。眼前的轩刘芳面色沉静，语

气温和。其实，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

的心理委员心理团辅活动时，她只是

站在角落里默默观察，不敢参与。“我

们来玩一个破冰游戏吧！”浙江经贸职

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胡惠迪提议

道，轩刘芳鼓足勇气加入，没想到，这

为她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

此后，她认真地参加学校组织的

每一场心理委员培训，把破冰游戏带

到班级活动中活跃气氛，增进同学们

之间的感情。大一下学期，轩刘芳又

多了一个角色——寝室长。

寝室矛盾是许多大学生都会遇到

的，也是很多高校管理的难点。轩刘

芳却有自己的“套路”：“我认为，室友

之间最重要的是沟通。”为此，她主动

提出寝室4人每天轮流值日，每周四

晚上4人一起打扫卫生。“寝室就是我

们的小家，让小家干净是‘家人’的责

任。”轩刘芳微笑着说。

作为班级心理委员和寝室长，轩

刘芳认为自己最大的作用就是连接教

师和同学，当一名同学心理状态的“气

象员”。

“在大学里，最了解学生的就是他

的室友了。”浙江经贸职院学生处副处

长徐雅萍有着多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经验，她认为寝室是发现学生心

理状况的第一道防线。为此，学校推

动育人力量下沉，坚持党员干部联系

寝室制度，把宿舍建设成为思想教育、

情感融合、素质培养的“第三课堂”。

“我是辅导员，也是心理咨询师，
更是朋友。”

“我坐在大树下，看着来来往往的

人，心里想着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胡惠迪静静地听着学生小李的讲述，

这是当天预约她咨询的第3个学生。

1993年出生的胡惠迪担任学校心理

咨询师已经快3年了，从辅导员转型

为专职心理咨询师，她坦言：“是不一

样的体验，我希望给学生更专业的心

理健康指导。”

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生心理咨询

的需求，浙江经贸职院从硬件和软件

上都进行了提升。“以前学校的心理

咨询室是跟教师办公室连在一起的，

学生可能会有所顾忌。如今，学校专

门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环境干

净舒适，学生们更愿意来了。”胡惠迪

见证了学校心理健康咨询工作的变

迁，不仅是环境升级，咨询室还引进

最新的心理评估系统、疗愈音乐、智

能手环等，辅助进行心理健康测试和

评估。

如今，“悦心坊”有7位专业心理

咨询师，学校还鼓励辅导员们考取相

关资质后兼职心理咨询师，沈钰就是

其中一员。学校实行辅导员与学生

同住制度，所以作为国际贸易学院的

辅导员，沈钰除了学生管理工作，每

周四晚上还要在“悦心坊”兼职做心

理咨询师。

在一间心理咨询室中，记者看

到有两个沙盘，还有摆满两个架子

的模型。“这个是用来做团体心理辅

导的沙盘，学生们选择不同的模型

角色，在沙盘上进行演绎。”沈钰解

释道，团体心理辅导还可以用在新

生入学时的心理健康状态评估，帮

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情况，提前

发现问题，及时预防。

“比起辛苦，更多的是充实。”被问

及兼顾辅导员和心理咨询师会不会觉

得累时，沈钰笑着回答道，“帮学生做

心理咨询，能让我更深刻地了解如今

学生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关心什么，

想要什么，这对我做辅导员的工作是

一种有益补充”。

“学业上指导、生活上辅导、心理

上疏导，多方联动才能协同育人。”浙

江经贸职院学生处处长邱雷鸣认为，

将“三全育人”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是

深入到学生一线，这也是学校经过多

年实践，探索出来的一条一站式学生

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改革的有效路径。

“这里是自习室，是阅览室，是文
化社区……”

“我们去学林雅苑听就业讲座吧！”

下课后，学生们鱼贯而出，学林雅苑是

很多学生每天都会去的地方。原来，浙

江经贸职院结合学生的宿舍分布情况，

建设了1个一站式育人服务中心，打造

了学林雅苑和逸云阁2个文化社区及

N个楼宇特色党团活动室，不仅推动社

区硬件空间建设，还立足专业特色，结

合学生实际需求，打造了别具特色的多

功能学生社区，充分满足学生阅读、研

讨、咨询、休闲等需求。

此外，学校还以创建星级寝室为

载体，进行多种形式的寝室文化建

设，逐步构建“123456”活动体系，包

括举办公寓文化节，设立“经贸爱寝

日”“走访寝室日”，举行环校火炬接

力赛、足球赛、篮球赛等体育活动，开

展十佳歌手大赛、校园主持人比赛、

青春礼仪大赛、大学生合唱比赛等文

艺比赛，开辟音乐、舞蹈、美术、戏剧、

心理五彩活动室，设计课堂文明、交

往文明、寝室文明、网络文明、就餐文

明和交通文明等6个文明站点，提升

学生综合素养。

在浙江经贸职院，党委书记、院长

进寝室是很常见的。毕业季来临，党

委书记劳赐铭、院长陈德泉有一次来

到2022届毕业生寝室。“毕业论文答

辩顺利吗？升学还是就业啊？”劳赐

铭像父亲一样坐在毕业生中间，详细

了解他们的情况。

“校长，我在创业呢！”汽车营销与

服务专业193班学生陈枝伟骄傲地

说。陈德泉竖起大拇指，微笑地说：

“给你点赞！”“你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要转变心态、调整观念，多积累经验，

厚积薄发……”一句句叮嘱的话，一次

次不舍的告别，学校像一个温暖的港

口，期待每一艘小船都能从这里出发，

扬帆起航。

□本报通讯员 潘旭艳

“坚守初心，先做人，再做事；先专

注，后专业；先增值，再回报；先沉淀，

后成才；先有为，后有位。”这是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职工职

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施文美成为湖州

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育人德育导师后上

的第一堂课的结语。

近日，湖职院聘请了4名全国劳

动模范、2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担

任学校首批“红绿蓝”思政育人德育

导师。

“‘红绿蓝’中的‘红’就是要引导

学生守护红色根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绿’

就是要加强学生‘两山’理念和生态

文明教育，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养成生态文明习惯；‘蓝’就是要培育

学生的工匠精神，淬炼过硬的技术技

能，成为金牌蓝领。”湖职院党委副书

记叶主介绍，学校以“红绿蓝”思政育

人工程为载体，通过德育导师把思想

引领、文明修身和工匠精神有机结合

在一起，为社会培育高素质创新型技

术技能人才。

前不久，湖职院德育导师，长兴县

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馆长、党支部

书记陈峰平受邀为学校的入党积极分

子们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他声

情并茂地解读了新四军苏浙军区的发

展历史和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还带

来了一个移动的红色教育展览。

湖职院是浙江省首批党建示范

校。近年来，学校充分利用浙江地区

的红色教育资源，在安吉县余村村、长

兴县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德清县

五四村等地设立了思政育人德育基

地，为红色教育引领青年大学生成长

成才提供阵地支持。

湖州是“两山”重要思想的诞生

地。湖职院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将绿

色发展的理念渗透到了学校育人的每

个环节。除了邀请村委会主任与学生

们谈论“两山”重要思想的实践成果，

自《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

来，学校每年还会评选校园垃圾分类

先进个人、先进寝室，通过倡导学生身

体力行，将绿色发展理念和循环经济

概念入脑入心。

2021年，湖州市政府将地方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研究院设在湖职院。一

年来，学生们践行生态绿色发展，面向

社会开展绿色环保、垃圾分类、循环经

济主题的宣传教育300余场，参与学

生5100余人次。

大国工匠受聘德育导师，走进大

学校园，给青年学生带来的不仅仅是

技术技能的提升，更是对工匠精神和

使命担当的更深理解。据悉，目前学

校有30%以上的专业课引入了企业专

家、高水平工匠进课堂讲授，在传授专

业知识的同时，也将工匠精神、职业道

德、公民道德、社会责任教育融入了课

堂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大国工

匠的加盟，使我们的思政育人工作更

接地气，更容易让大学生接受和认

同。”湖职院学工部部长谢飞说。

□胡欣红

每年毕业季，大学校长们会在

“最后一课”上比拼出什么金句，备

受关注。

临别之际，北京大学校长龚旗

煌院士给毕业生们送上真挚嘱托，

希望他们永远牢记北大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自觉传

承北大红色基因，赓续北大红色血

脉，在新的人生旅程上，以天下为

己任，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

毅前进。

大学校长在毕业致辞上应该

讲些什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

题。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话语，俯

下身来说话，无疑是迅速走进学生

内心的有效方式。媒体也喜欢从

中寻找亮点，其传播效果十分显

著。或许是受其“诱导”，近年来校

长们的演讲呈现出“卖萌”倾向。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毕业致辞可以采用轻松活泼、

贴近年轻人的字句，但不能停留于

“秀机灵”的层次。从根本上讲，承

担着神圣使命的毕业致辞，更应该

传递大学的精神和价值，体现一所

大学的精气神。倘若为了接地气

而“接地气”，就会本末倒置，异化

成投机取巧。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

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

海亦英雄。”1917年，时年19岁的周

恩来东渡日本时撰写了这首慷慨

激昂的《大江歌》，激励了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立志报效祖国。站在

新的历史时期，北大校长龚旗煌院

士勉励毕业生以天下为己任，正是

这种精神的延续。无独有偶，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院士也

寄语毕业生要理想高远，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

国的大我，立大志、明大德、成大

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人数

屡创新高，今年全国一共有1076万名毕业生走

出校园。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色彩或许已

经淡化了很多，但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

代，其身上确实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身

为知识分子，不能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理应有天下情怀，秉承担当精神、奉献精神、使

命精神，尤其是顶尖学府的学子，更要勇挑重

担，放眼长远。

大学校长是教育家，作为教育家当然要有

大格局。相比于那些时髦的话语，以天下为己

任之类激发家国情怀的谆谆嘱托，才是最值得

反复品味的“金句”。正是这种有精神内涵的毕

业致辞，才让人们对大学充满敬意，对大学的未

来充满期待。或许看上去有些平淡，缺乏“萌

点”，但这样的“老生常谈”却值得每一名大学毕

业生铭记在心。

浙江金融职院
17年共筑“幸福”村

本报讯（通讯员 李王晶尔）“17年的坚持让我们

共同筑造了一个真正的幸福村！”日前，在浙江金融职

业学院与淳安县瑶山乡幸福村结对共建续签约仪式

上，幸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洪茂君动情地说。

据了解，2005年至今，浙江金融职院每年都为幸

福村提供资金和文化支持，双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5年，修建‘同心坝’，对农田灌溉提供了有力保

障；2006年，修建客坑坞林道‘共建路’，受益农户300

余人……2021年，幸福村开始建造村物业楼，为了减

轻村集体经济负担，学校出资对物业楼内部进行装

修。”洪茂君对学校援建的项目如数家珍。他说，其实

自己当选幸福村党支部书记之前，就对浙江金融职院

有着浓厚的感情。因为从结对开始的每个暑假，学校

都会有一批大学生来到村里，为孩子们提供各类教育

辅导，为孤寡老人带去各种生活帮助。

仪式中，双方续签了协议。未来3年，学校和幸福

村将充分发挥校村资源优势，形成校村共建长效机制，

构建山区共富型制度政策体系，着力激发幸福村发展

活力、创新力、竞争力。

“幸福村给学校师生实践锻炼搭建了平台、创造了

舞台，给了教师们研究乡村的好题材，给了同学们投身

乡村‘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宝贵机会。”浙江金融

职院院长郑亚莉表示，下一阶段，学校将通过数字化赋

能、专业课程整合介入、淑女学院培训、投资理财学堂

培训等措施，深入推进校村共建工作，真正将共同富

裕、共享幸福落细落实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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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暖心港湾 助扬帆起航
浙江经贸职院构建全天候育人空间

德育导师入校园 携手共进育新人
湖职院创新“红绿蓝”思政育人模式

美“画”乡村

近日，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
奔赴淳安县石林镇千岛湖村开展“爱心
帮扶乡村，共建美丽家园”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师生以千岛湖村沿湖线15户村民
庭院为中心，发挥学院环境设计专业优
势，重点开展走访调研、宅院测绘、院墙
彩绘、方案设计等专项活动，用手中的画
笔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通讯员 钟江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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