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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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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首届大学语文教学比赛决赛圆满落幕 

我校李依晴老师荣获二等奖 

 2015 年 9 月 19 日，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上海高校语文

教育联盟承办的上海市首届大学语文教学决赛，在华东政法

大学松江校区进行。比赛旨在提升高校语文教师的教学能力

和业务水平，切实增强高校语文教育质量。经过初赛选拔后

的 21 名教师参加了决赛。我校公共教育学院中文教研室李

依晴老师有幸入围决赛，并最后取得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组

第二名的好成绩，荣获二等奖。教育部语用司姚双喜司长、

市教委陆靖副主任出席了颁奖典礼。 

    此次比赛分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初赛在今年 7月举行，

上海交大、华东师大等共 29所高校 51位教师报名参加比赛，

共分古代文学或古代汉语、现当代文学、演讲与朗诵、写作

四个类别。在与众多名牌大学教师的教学比赛中，我校教师

精心准备，用饱含激情的教学展示，充分体现了我校大学语

文教学的实力，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公教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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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学校和语委肖凤林老师受到 

上海市语委表彰 

为表彰学校 2013-2014年度在语言文字水平测试工作中

取得的良好成绩以及在语言文字各项工作中取得的巨大进

步，经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和上海中小学幼儿教师

奖励基金会评审，学校被评为上海市 2013-2014年度在语言

文字水平测试工作先进单位；经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评审，校语委办公室肖凤林老师被评为上海市 2015 年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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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作先进个人。（语委办供稿） 

 

 

 

 

第八届“多读书读好书”征文活动颁奖 

  为激发同学们的阅读热情，使我校图书馆藏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积极打造“书香杉达”，11月 25日，校图书馆组

织举办“读一本感动自己的书，做一件感动他人的事”——

图书馆志愿者书友会成立仪式暨第八届“多读书读好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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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征文活动颁奖典礼，共有 30篇文章获奖，其中，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7篇，鼓励奖 19篇（一等奖空缺）。 

   

  校图书馆、大学语文教研室及中国经济书店上海二店等

部门于去年 10月联合举办了第八届“多读书读好书”有奖

征文活动。活动期间，共收到文章 95篇，入围优秀征文 65

篇。 

    图书馆陈少川馆长在讲话中，鼓励同学们充分利用图书

馆的资源，开拓眼界，为迈向成功的明天打下坚实的基础。 

   颁奖典礼结束后，4位获奖代表“以文会友”与大

家分享了她们优秀的文章。史梦月同学的《在死亡的伴随下

活着——读<活着>有感》用平实的语言简要概括了此书的内

容，段段描述与体会相结合，在文章最后感叹：“让我们脱

离幻想与逃避的漩涡，真实淡然地活在当下，体会活着的意

义，不畏死亡的存在，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追求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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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恒！”马星原同学的《唤醒心中的诗意——读〈于丹 •

重温最美古诗词〉有感》处处透露出丝丝灵动，语言充满了

诗意，听完之后让人洗去一身疲惫，留下满腔书香。陈佳敏

同学的《梦想与现实相遇——读<堂吉诃德>有感》思考着：

当梦想与现实相遇，我们选择的是耽于幻想，活在自己“象

牙塔”中的堂吉诃德，还是想与之斗争，坚持自己的理想，

不为外部的诱惑所动摇的桑丘？翁依莉同学的《<走近钱学

森>读后感——平淡，静默，伟大》则是从“两弹一星”元

勋钱学森的经历中，反思自己。 

 颁奖仪式上，图书馆志愿者服务队的代表潘慧慧、陈伟

健、颜俊俏与大家一同分享了读书体会。潘慧慧在阅读完毕

淑敏的《预约死亡》后结合自己的专业以及志愿者实际工作

中有感而发：“在护理课程的学习中，人文关怀是医学的首

要中心。我们在与病人的接触中如果能做到‘给我一份信任，

还您一身健康’，相信医患纠纷会慢慢消退。” 

  来自大学语文教研室的李依晴老师作为本次“多读书读

好书”活动的评委，点评了获奖征文，并希望大家都能坚持

阅读、快乐阅读，由学生志愿者带头做起，读一本感动自己

的书，做一件感动他人的事，用文字记录下一点一滴，留下

大学四年的美好回忆。(图书馆刘明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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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达“辩论队”在市高校法治辩论赛中获佳绩 

 10月 24日，在我校胜祥商学院法学系教师颜晓闽的带

领下，来自各专业的 7名辩论队员，在“2015上海高校大学

生法治辩论赛”（预选赛）中取得佳绩，并成功晋级复赛。 

 

 此次辩论赛由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政法学院承办，是本市举办的第二届

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作为上海高校法治教育的一项品牌

活动，本次辩论赛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弘扬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为主题，旨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学生的思

辨能力、探索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 

 在复旦大学等 29支上海高校参赛队中，我校“辩论队”

脱颖而出，与上届四强构成了复赛的 16强。在预选赛中，

我校 7名选手轮番上阵，就辩题“扶不起的老人，是法律问

题还是道德问题”，和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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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外贤达经济人文学院的辩论队对阵。我校代表队战胜

了今年上半年的“财会杯”冠军上海理工大学队，获得了宝

贵的 16强名额。我校法学系大三的李梦思同学还获得了最

佳辩手称号。 

  为了在比赛中发挥出应用的水平，使自己的论点在赛场

上更具说服力，赛前辩论队员们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

查找并整理了大量的事实和理论论据，为取得佳绩夯实了基

础。 

  此外，队员们还组织了多次赛前热身活动，相互磨合，

彼此熟悉。除了校内互辩训练外，法学系还邀请了上海金融

学院的参赛选手进行实战模拟。这是法学系第二次邀请外校

专业辩论队参与赛前模拟辩论。 

24日上午，作为杉达队的教练、领队并兼 G组的评委，

颜晓闽老师应主办方邀请，代表全体教练和领队作了鼓舞性

的发言。比赛结束后，颜晓闽表示 ，此次参加高校法治辩

论赛，不仅打出了杉达辩论队的气势和水平，而且促进了我

校与其他高校之间的交流，提升了同学们的法学知识素养和

综合素质。 

 据悉，法学系近年来一直在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上不断

探索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应用型教研成果。参与辩论赛等

指导学生走出校园、与其他高校积极开展应用性学科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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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是法学系特色专业培养的一部分，所有参与的同学纷

纷表示受益匪浅。（胜祥商学院供稿）   

 

传媒学院沈周荣获上海教师板书大赛优胜奖 

    9月 22日，由上海市教育工会精心策划的 2015年上海

教师板书大赛在第二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市 28所高校、

18个区县，共计 46个单位的 104名教师，当场手执六角粉

笔竞技。我校今年 9月刚入职的传媒学院教师沈周，小试锋

芒，就获得高校青年组的优胜奖，为杉达争得一份荣光。 

 

  本次大赛是为了提高广大教师的教学素养，加强教学基

本功训练，搭建广大教师学习交流的平台，展示“老师一手

好字”的板书艺术风采。沈周从 7岁开始学习书法，学生时

代多次做过板报。对书法感兴趣的她表示，做一名老师写好

板书非常重要，教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在各方面给学生树

立榜样。通过此次比赛，她更加认识到教师是一项严谨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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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书时不能擦来擦去，最好是一气呵成，给学生呈现统

完整的知识。（校工会供稿） 

 

“一二·九”红色经典诵读比赛圆满落幕 
    12 月 10 晚 18：30 由校团委主办、宣传部承办的“一

二·九”红色经典诵读活动决赛举行。这场比赛历时 2个月，

来到决赛的共有 7支队伍。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 

    一等奖:医技学院 

    二等奖：沪东工学院 

            商学院 

    三等奖：外语学院 

            传媒、艺术与设计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 

            （校团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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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队参加“汉字情、中国梦” 

           首届上海高校汉字听写大赛 

    12 月 1 日，首届上海市高校汉字听写大赛在上海金融学

院小剧场举行，我校参赛队伍由蒋佳怡、马烨霜、许慧婷组

成。 

    此次比赛共分为初赛、半决赛、总决赛，初赛由各校视

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半决赛、总决赛由活动组织方统一安排。 

半决赛各高校以团队形式比赛，分为偏旁部首大战和拼音对

决，分别以总成绩的 30%和 20%计入总成绩，半决赛成绩前

九进入总决赛。在本环节中，考验的是团队协作力和整体智

慧。 

    总决赛每轮每队派出一名选手答题，回答正确继续等待

答题，错误则淘汰离场。本环节考验的是个人的汉字听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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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在比赛过程中，不难听到观众席发

出的阵阵惊叹。信心十足的选手们，给现场的评委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当主考官念到熟悉的汉字时，选手们会心一笑，

信心满满的书写，当遇到生僻的汉字时，选手们也会眉头紧

锁，精心思索。赛场上热烈紧张的气氛，让每个选手都高度

谨慎。 

    最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以团体第一的总成绩成功夺冠。 

    在这个键盘取代手写的新时代里，我们一定要牢记汉

字，牢记母语，让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经久不衰，让汉字在世

界舞台上散发璀璨的光芒。 

 

 

平凡之路 不凡青春 

            杉达演说家第一季总决赛上演 

她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待时光缓慢流过，年老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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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的爱情，才是最美好的。他说，感谢上天给我了我残缺

的性格，又给我敢于改变自己的气魄。她说，拥有一颗敢于

追梦的心去面对平凡又不平凡的生活。他和她，还有他们，

是今天的主角，“杉达演说家”冠军角逐赛于 12月 16日在

谢希德堂举行。 

决赛伊始，本届“十佳歌手”冠军田诗宇深情演唱的一

首《平凡之路》，开启了今晚的“不凡之路”。大荧幕上同

时播放了大赛的主题微电影，为“杉达演说家”第一季做了

开篇。紧接着，入围决赛的 8位选手将依次上台，演讲自己

的“平凡人生”。 

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是叶诗琦，以往的她总是以主持人的

身份站在舞台上，第一次站上演说家的舞台，她微笑着坦言

自己有些紧张。说起平凡，她讲起自己的爱情观，从小向往

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等到真正经历后才懂得平淡和

温馨才是爱情的代名词。房玉鑫讲述起自己“不平凡”的降

生故事，降生的那一天，母亲难产却一心只想保住她。这样

的经历使她对家人更加珍惜。林立，则与观众分享了他在创

业道路上的趣事，立志要做一个“脑袋在天上飞，脚踏在地

上的人”，拥有一颗“匠心”才能创造平凡中的不平凡。一

段独白响起，是著名作家三毛在得知自己丈夫遇难后的心事

记录。此时，陈彦妃自信地走到了舞台中央讲述起了三毛对

她一直以来的精神感染，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生活，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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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目标，希望自己在平凡的道路上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人

生。以跌宕的演讲技巧、深情的语言，获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和评委们的好评。五号选手韩晓健，讲述了他的 “人生蜕

变”，蜕变发生在高中，从高傲孤僻到懂得与人友好相处。

夸张的表情、幽默的语言配合以巧妙的手势动作完成了出色

的演讲。六号选手鲁一超，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存

在，都有一股还没被激发的潜力。相信自己，未来的人生将

不会平凡！ 七号选手戴正婷以轻微细腻的声音娓娓述说了

自己所遭遇的家庭不幸。她悲痛地呢喃，“我没有爸爸了”，

震撼了观众们的心，以自己小小的力量倡议家庭和睦。压轴

上场的选手周洁，通过 VCR诉说，她所渴望正在青春时能做

自己想做的事，在灿烂的年华活得，待年华逝去，回首不留

有遗憾。 

第一轮演讲过后，评委对选手们的表现做了专业到位的

点评，肯定选手的表现也提出了不足。第一轮评比后，周洁、

鲁一超、陈彦妃、韩晓建四位选手进入到第二轮。在第二轮

辩论环节，一对一每人 60秒。4位选手就“美是福还是祸”、

“男女之间有没有纯洁的友谊”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辩

论，进行了一场语言上的“交锋”之战。经过评委评比，表

现突出的选手鲁一超与陈彦妃分获了本轮决赛冠亚军。 

最终经过大众评委的投票，陈彦妃以最高票数获得第一

季“杉达演说家”的总冠军。大赛的最后，由本次大赛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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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阳哽咽地道出创办演讲比赛的艰难历程并真诚感谢与

他一同为此努力尽心尽力的各位好伙伴。（团委姚苏桐供稿） 

 

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参加 2105 年两岸 

大学生汉字创意大赛 

根据《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学生

参加 2105两岸大学生汉字文化创意大会的通知》要求，校

语委与艺术与设计学院合作，共推荐 5件作品参加教育部语

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组织的 2015两岸大学生汉字文化创意大

会，目前已有 1件作评入选参加展览。（语委办供稿） 

参赛作品和指导老师列表 

序号 设计者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指导老师 

1 王懿婕 廿四节气图形字体设计 视觉设计   万轩 

2 梅晶晶 云南柳体字体设计 视觉设计   万轩 

3 徐晓雯 《周易》海报设计 视觉设计   万轩 

4 杨佳菲 十二生肖装置设计 视觉设计   徐文娟 

5 余甄妮 《忆光拾言》书籍设计 视觉设计   赵一恒 

 

 

编者致谢：尊敬的各位领导和老师，衷心感谢大家一年

来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支持和关心！ 

过去的一年，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紧紧围绕教学中心，服

务精神文明建设，在各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下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语言文化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显著的成绩，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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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师生的肯定和市语委的表彰，为学校争创语言文字工作

示范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新的一年，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将围绕学校转型发展需

要，以促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浓厚中华文化氛围，提高学

生人文素养为目标。按照语言文字工作示范校标准要求，不

断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各位

领导和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科学安排，认真组织，积极开

展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语言文化活动，贯彻落实语言文字

法律法规，规范学校用语用字，宣传中华优秀文化，使学校

的语言文字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祝各位领导和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