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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举行新生开学典礼，校长王立寄语——

培养创新创业意识 把握跨文化沟通能力
晚报讯“希望你们通
过国际化教育培养全球化
的视野、批判性的思维、创
新创业的意识、跨文化沟
通的能力与家国天下的情
怀。
”在昨晚举行的温州肯
恩大学 2019 级本科生新
生开学典礼上，该校校长
王立深情寄语来自全国
17 个省（市）的近 800 名
大一新生。
开学典礼由青春洋溢
的街舞表演拉开序幕，王
立随后上台致辞。他将温
肯形容为一个正值韶华的
青年，虽然年轻但充满活
力与希望，
“ 从今以后，温
肯将和你们一起奋斗，一
起追梦，一起将学校建设
成
‘温州有作为、省内有地
位、国内有影响、国际有特

色的一流国际性大学’
。
”
“国际化”是王立演讲
中的高频词汇，多次被他
提及：
“温州肯恩大学结合
了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和
美国优质的高等教育，是
教育国际化实践的一个缩
影。去年 6 月，部省会商
明确将温肯列入中外合作
办学示范性重点建设对
象，支持建设国际化、高水
平大学，温肯可以总结为
5 个‘国际化’：目标定位
国际化、教育理念国际化、
学生培养国际化、师资队
伍国际化、课程设置国际
化。”
围绕国际化教育，王
立还表达了自己对新生的
期待：
“温肯所提供的国际
化教育，不仅仅是用世界

前沿的学科知识武装你
们，更多的是通过先进的
教学手段和丰富的资源拓
宽你们的眼界，学校丰富
的国际资源也将为你们创
新创业提供大展身手的平
台。大学生还应该始终坚
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勇
于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责任。希望你们能
通过国际化教育培养全球
化的视野、批判性的思维、
创新创业的意识、跨文化
沟通的能力与家国天下的
情怀。
”
王立同时祝愿温肯的
大一新生，
能够秉持
“海阔
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的壮
志，主动把握教育国际化
的机遇，
勇敢迎接挑战，
挥
洒青春，
一路向前。

温肯校学生会主席、
大三市场营销系学生袁正
清作为学生代表，为新生
传授了在校园内学习、生
活的经验。他建议：
“同学
们要把学术放在首位，与
此同时尽可能地参加课外
活动，并且为自己制定详
细的四年计划。
”
开学典礼结束后，温
州肯恩大学还别出心裁地
举行了一场美式新生迎新
派对。全员跳苏格兰舞、
歌曲串烧、DJ 打碟……从
全国各地聚集到温州的新
生，在新结识的大学校园
内尽情歌舞青春，为即将
开始的大学生活留下一段
难忘的回忆。
□晚报记者 王亮
通讯员 王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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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今年新生一览
2019 年 ，温 肯 招 录 近 800 名 本 科 新
生。今年，温肯新增了 5 个招生省市，包括
上海、广东、陕西、湖南还有云南。其中湖
南文理科提档线分别超一本省控线 23 分
和 27 分，陕西文理科提档线分别超一本省
控线 26 分和 27 分。
除了全国统考外，浙江部分学生凭借
温肯一年一次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
生入读。
今年是该校连续第六年进行三位一
体招生，
共招收 99 名学生。

平阳 12 岁学生旅行 10 天 写下近两万字游记
“这几天，我准备
把几本中学推荐的名
著看一看。
”暑假接近
尾声，8 月 26 日，今年
12 岁、平阳苏步青学
校昆阳校区初一新生
包轩宇，打算以看书
的方式来放松自己，
并迎接即将到来的初
中生活。记者了解
到，在今年暑假，
他和
爸妈去新疆旅行。一
路上，包轩宇边看边
记录，疑惑之处问问
百度，
回来后，他写了
近两万字的游记《新
疆漫记》，以此作为对
新疆旅行的纪念。
□晚报记者 王敏洁

包轩宇在新疆旅行留影

写游记
加深旅行的记忆
7 月 26 日 至 8 月 6
日，包轩宇一家以自驾的
方式，将乌鲁木齐作为首
站，途经阿勒泰地区、喀纳
斯、克拉玛依、赛里木湖、
霍尔果斯、巴音布鲁克、乔
尔玛烈士陵园、吐鲁番等，
最后回到乌鲁木齐。包轩
宇就以途经的这些景点，
作为每篇游记的主题，一
共写了 11 篇游记。记者
了解到，这已经不是他第
一次写游记了。
“之前去四
川旅游，写过《渝川之行》，
这个游记拿过鳌江镇
2017 原创文学作品网络
大赛金奖。
”包轩宇说。
关于为何要写游记，
包轩宇说，如果不记录下
来，对于旅游的一些细节、

所思所悟就会很快遗忘，
最终仅仅停留在“到此一
游而已”
。相反，
有了写游
记的想法，就会认真做好
攻略，积累当地风土人情、
人文地理等相关知识，更
会加深旅行的记忆。
就像此次出游，他和
父 母 参 考 了 马 蜂 窝 APP
上其他人的出行路线，做
了想去景点的规划。一路
上，他对游玩过的景点写
下几百字简短的记录，有
疑惑的地方，
就上网查找。
新疆回来后，包轩宇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先
前记录的内容逐步完善，
如赛里木湖和艾丁湖的区
别等。出乎他意料的是，
最终形成了近两万字的游
记《新疆漫记》。在这一个
月“回忆”的时间里，他感
受到，虽然已经回到温州，

但仿佛还在欣赏新疆风光
的路上。
“我至今还对刚到新
疆时，遇到的第一个新疆
人——出租车司机大叔，
送我半块馕印象深刻。
”包
轩宇说，
“这半块馕脆脆香
香的，
和饼干一样，
而且司
机大叔十分热情，还向我
们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

老兵故事
让他感受
“天山精神”
到达新疆的第二天，
包轩宇一家便开始了在新
疆的行程。在包轩宇看
来，
要想了解一座城市，
就
必须先去当地的博物馆，
此次新疆之行也不例外。
从曾经繁盛的西域三
十六国，到了汉朝，卫青、
霍去病等大将击败匈奴，
在新疆建立西域都护府，

再到张骞穿越茫茫沙漠，
打通了一条中原与西方的
贸易通道——丝绸之路。
后来的唐朝年间，高僧玄
奘也通过新疆前往天竺取
经……通过博物馆，他了
解到，新疆一直都是中西
交流的走廊。除了对新疆
的历史感兴趣外，他还对
博物馆内的一件镇馆之宝
——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锦护膊，颇为着迷。因为
它不仅凝聚着高超的丝织
工艺，
而且在它的背后，
有
一个传奇的故事。
此外，
在新疆，
包轩宇
还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的
洗礼。在乔尔玛烈士陵园
中，最令他感动的当属老
兵陈俊贵的故事。陈俊贵
是一名军人，在独库公路
开始建设后即前往新疆加
入筑路队伍，他为在建设
这条天山之路而牺牲的战
友义务守墓几十年。当
天，包轩宇还购买了一本
讲述陈俊贵事迹的书，还
与陈俊贵爷爷合了影。他
希望在书中，能更好地读
懂什么是
“天山精神”
。

学徐霞客
走遍祖国名川大山
包轩宇介绍，暑假期
间，平阳中学教师万晓萍
对他在写作方面进行了悉
心指导，并对此次游记整

体框架的设置作了点拨，
使他的写作思路清晰多
了。
不仅仅是此次写游
记，他对于写作的兴趣由
来已久，而这源于他父母
的鼓励。
包轩宇的妈妈毛女士
说，培养孩子的写作兴趣
很重要。小学时期，包轩
宇就读于鳌江实验小学。
在他上小学一年级时，还
不会写很多字，但是每去
一个地方游玩，毛女士都
会让他把当天的所见所闻
口述下来，
并进行录音，
还
表扬孩子说得很棒。让孩
子在不同阶段的录音当
中，逐步感受到写作能力
的提升，
激发写作兴趣。
“到了三年级，
孩子会
写的字多了，我和他爸爸
会把他写的文章拿去投投
稿，孩子也拿过写作方面
的一些奖项。
”
包轩宇告诉记者，他
喜欢看《中国国家地理》杂
志和《徐霞客传记》，对祖
国的大好河山很是向往，
希望像徐霞客一样，走遍
祖国名川大山。同时，他
已经在计划寒假的旅行。
包轩宇说，还是喜欢
有历史人文底蕴的地方，
比如想去河南走走。“不
过要初一期末成绩考得好
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