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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像一条潺潺流过的的小

溪，清澈透明，活跃奔放，滋润着

我们的心田，纵然没有大海的浩 成

江河的辽阔，但自有其可爱之处。

于是，就让我们去翻阅这千年的文

化之卷，品味情感上的体验生活中

的了悟，精神上的滋润，艺术上的

享受。 

读书更像一把灵性的钥匙，开

启这座神秘的知识宝库。书是食粮，

是我们不可残缺的精神食粮，我们

展开思想的双翼，飞翔于这座知识

的天堂。 

文/李翔 

 



 

 

读书协会是由团委指导读书协会是由团委指导读书协会是由团委指导读书协会是由团委指导，，，，直属图书馆的一个协会直属图书馆的一个协会直属图书馆的一个协会直属图书馆的一个协会，，，，她在两年的奋斗中她在两年的奋斗中她在两年的奋斗中她在两年的奋斗中，，，，取得了取得了取得了取得了

不少成果不少成果不少成果不少成果，，，，从作品展到从作品展到从作品展到从作品展到““““走出院校联谊走出院校联谊走出院校联谊走出院校联谊””””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活动，，，，都蕴含着每个会员的都蕴含着每个会员的都蕴含着每个会员的都蕴含着每个会员的

热忱与对协会的希望热忱与对协会的希望热忱与对协会的希望热忱与对协会的希望，，，，并希望在今年的工作中得到老师与同学的更多的支持与参与并希望在今年的工作中得到老师与同学的更多的支持与参与并希望在今年的工作中得到老师与同学的更多的支持与参与并希望在今年的工作中得到老师与同学的更多的支持与参与。。。。 

现临圣诞现临圣诞现临圣诞现临圣诞，，，，元旦双喜临门之际元旦双喜临门之际元旦双喜临门之际元旦双喜临门之际，，，，学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向全体师生献上一学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向全体师生献上一学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向全体师生献上一学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向全体师生献上一

份祝福份祝福份祝福份祝福—学院读书协会全体同学祝全院师生节日快乐学院读书协会全体同学祝全院师生节日快乐学院读书协会全体同学祝全院师生节日快乐学院读书协会全体同学祝全院师生节日快乐！！！！ 

                                                   〈〈〈〈〈〈〈〈 图书馆与读书之声图书馆与读书之声图书馆与读书之声图书馆与读书之声〉〉〉〉〉〉〉〉 

      欢迎使用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欢迎使用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欢迎使用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欢迎使用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 

 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收录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收录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收录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收录 1994年至今的年至今的年至今的年至今的 5300种学术类核种学术类核种学术类核种学术类核

心的专业特色期刊全文心的专业特色期刊全文心的专业特色期刊全文心的专业特色期刊全文，，，，累积全文累积全文累积全文累积全文 400万篇万篇万篇万篇，，，，题录题录题录题录 1000万余条万余条万余条万余条。。。。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覆盖理工覆盖理工覆盖理工覆盖理工 A（（（（数理科学数理科学数理科学数理科学））））理工理工理工理工 B（（（（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理工理工理工理工 C（（（（工工工工

业技术业技术业技术业技术）、）、）、）、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医药医药医药医药、、、、卫生卫生卫生卫生、、、、文史哲文史哲文史哲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经济政治与法律经济政治与法律经济政治与法律、、、、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

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分九大专辑分九大专辑分九大专辑分九大专辑，，，，126 个数据库个数据库个数据库个数据库，，，，网上数据日益更网上数据日益更网上数据日益更网上数据日益更

新新新新，，，，现阶段现阶段现阶段现阶段，，，，根据我馆的一些实际情况根据我馆的一些实际情况根据我馆的一些实际情况根据我馆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仅购买了我们仅购买了我们仅购买了我们仅购买了 2000年年年年—2001

年的专题全文数据库五个专辑使用权年的专题全文数据库五个专辑使用权年的专题全文数据库五个专辑使用权年的专题全文数据库五个专辑使用权，，，，希望能够满足广大师生的文献希望能够满足广大师生的文献希望能够满足广大师生的文献希望能够满足广大师生的文献

检索需要检索需要检索需要检索需要，，，，为大家学习与科研助一臂之力为大家学习与科研助一臂之力为大家学习与科研助一臂之力为大家学习与科研助一臂之力。。。。 

 

-----------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由自己做起由自己做起由自己做起由自己做起 
下面是一位安葬于西敏寺的英国主教的墓志铭：我年少时，意气

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梦想要改变世界，但当我年事渐长，阅历增
多，我发觉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缩小了范围，决定先改变我的国
家。 

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了。 

接着，我步入了中年，无奈之余，我将试图改变的对象锁定在最
亲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遂人愿。他们个个还是维持原样。 

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顿悟了一件事：我应该先改变自己，用以
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 

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后来，
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谁知道呢？    

                                        马蕾供稿 



   宁宁宁宁 波波波波 职职职职 业业业业 技技技技 术术术术 

 学学学学 院院院院 

图图图图 书书书书 馆馆馆馆 简简简简 介介介介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位于宁波经

济技术开发区新大路1069号，总建筑面积约

4500平方米。主体建筑四层，环半圆弧形状，并与学校行政楼

连成一体。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现有工作人员12人。分属于采编

室、图书借阅室、期刊阅览室、外文阅览室、教师资料室、学

生资料室和电子阅览室。图书馆狠抓科学管理，严格遵循“团

结、勤奋、高效、热忱”的新馆风，谒诚为读者服务。图书馆

新成立科技情报信息，重点开发及维护图书馆业务网络、图书

馆网页、全文期刊镜像站点工作及全院现代信息检索课的教学

与实习和参考咨询服务等工作。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全面实行自动化集成系统的计

算机管理，现有计算机总数55台，引进了清华同方全文数据库

光盘和万方数据库资源系统。电子阅览室全天候面向学生开

放，配有各类外语学习、知识百科、音乐欣赏等多媒体光盘1500

余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是一座综合性图书馆，馆藏涉及

文、理、工等多门学科，采用全开架服务。馆内现有藏书约17

万册，中、外文期刊近万余册，有四个大型阅览室，座位达到

800个，周平均开放时间达到90小时，为广大师生利用图书馆

收藏的各类文献资料提供了较好的便利条件。 

   图书馆供稿 

 



电子阅览室简介 
 

      图书馆新引进了中国期刊数据库。共收录1994年以后国内5300余种期

刊的题录、摘要以及3500种期刊的全文，并每月更新。我馆引进了2000年以

后的其中5辑。它分别为： 

理工A辑：数学、力学、晶体、天文、生物、

生物化学、气象、地理、地质、海洋、自然科

学综合。 

理工C 辑：机械、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仪表、计量、电工、动力、原子能技术、工程

技术综合、建筑、水利、武器。 

文史哲 辑：哲学、文化、历史、考古、音

乐、艺术、体育、美术、语言、文学、文字、宗教、心理。 

经济政治与法律辑：经济、商贸、金融、保险、政论、党建、外交、军

事、公安、法律。 

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辑：电子、无线电、激光、半导体、通信、计算机、

自动化、新闻、出版、图书情报、广播、电视、科学研究。 

全校师生可在校园网上对该网络数据进行检索、浏览及全文下载。 

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们图书馆信息中心联系。 

联系人：姚建  孙豪亮  电话：86891468 

电子阅览室还为大家提供网上冲浪的机会！ 

电子阅览室周一至周日全天开放，开放时间为： 

早上    8：00——11：00 

下午   12：15——16：00 

晚上   18：00——21：30 

各位同学请凭阅览票上机，购票地点：8#101室，上机费用：每小时一元，

谢绝现金。 

 

 



故故故故    乡乡乡乡    情情情情    思思思思    
文文文文////    李翔李翔李翔李翔    

                游子的心往往对故乡倾注了无悔的思游子的心往往对故乡倾注了无悔的思游子的心往往对故乡倾注了无悔的思游子的心往往对故乡倾注了无悔的思

念之情念之情念之情念之情，，，，就因为他是浪迹鲁迅笔下的就因为他是浪迹鲁迅笔下的就因为他是浪迹鲁迅笔下的就因为他是浪迹鲁迅笔下的《《《《故故故故

乡乡乡乡》》》》萧缥凄残萧缥凄残萧缥凄残萧缥凄残，，，，但我心中的故乡但我心中的故乡但我心中的故乡但我心中的故乡，，，，是充满是充满是充满是充满

了希望和美好的祝愿了希望和美好的祝愿了希望和美好的祝愿了希望和美好的祝愿。。。。异地求学异地求学异地求学异地求学，，，，更加增更加增更加增更加增

添了对故乡的几分思念添了对故乡的几分思念添了对故乡的几分思念添了对故乡的几分思念，，，，那种感情是无法那种感情是无法那种感情是无法那种感情是无法

用言语来形容的用言语来形容的用言语来形容的用言语来形容的，，，，只能用心只能用心只能用心只能用心，，，，用心体会用心体会用心体会用心体会。。。。

当夜幕拉下来当夜幕拉下来当夜幕拉下来当夜幕拉下来，，，，天空闪烁着星星时天空闪烁着星星时天空闪烁着星星时天空闪烁着星星时，，，，使我使我使我使我

对故乡的情思对故乡的情思对故乡的情思对故乡的情思，，，，似等待一位久别的恋人似等待一位久别的恋人似等待一位久别的恋人似等待一位久别的恋人，，，，怀着这种浪漫与真诚的情感怀着这种浪漫与真诚的情感怀着这种浪漫与真诚的情感怀着这种浪漫与真诚的情感。。。。

我信步独出我信步独出我信步独出我信步独出，，，，在星光灿烂的天空在星光灿烂的天空在星光灿烂的天空在星光灿烂的天空，，，，我来自内心深处的情思我来自内心深处的情思我来自内心深处的情思我来自内心深处的情思，，，，使我无法使我无法使我无法使我无法

逃脱情感的缠绕逃脱情感的缠绕逃脱情感的缠绕逃脱情感的缠绕。。。。看一片落业轻飘看一片落业轻飘看一片落业轻飘看一片落业轻飘，，，，在天空漫舞在天空漫舞在天空漫舞在天空漫舞，，，，听一阵晚风听一阵晚风听一阵晚风听一阵晚风，，，，在宁在宁在宁在宁

静中感受我的思念静中感受我的思念静中感受我的思念静中感受我的思念。。。。    

                故乡是我心中永远故乡是我心中永远故乡是我心中永远故乡是我心中永远感到温暖的那方土地感到温暖的那方土地感到温暖的那方土地感到温暖的那方土地。。。。手捧一把尘封的泥土手捧一把尘封的泥土手捧一把尘封的泥土手捧一把尘封的泥土，，，，

隔着岁月的陈年隔着岁月的陈年隔着岁月的陈年隔着岁月的陈年，，，，散着淡淡的幽香散着淡淡的幽香散着淡淡的幽香散着淡淡的幽香，，，，我感到了故乡在召唤我的心灵我感到了故乡在召唤我的心灵我感到了故乡在召唤我的心灵我感到了故乡在召唤我的心灵，，，，

天空依旧星光灿烂天空依旧星光灿烂天空依旧星光灿烂天空依旧星光灿烂，，，，而我心依然怀念着故乡的一草一木而我心依然怀念着故乡的一草一木而我心依然怀念着故乡的一草一木而我心依然怀念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当万家灯当万家灯当万家灯当万家灯    

火照亮整个村庄时火照亮整个村庄时火照亮整个村庄时火照亮整个村庄时，，，，是故乡最美的时候是故乡最美的时候是故乡最美的时候是故乡最美的时候。。。。不知现在此刻不知现在此刻不知现在此刻不知现在此刻，，，，故乡你是故乡你是故乡你是故乡你是    

否依旧披着那种神秘的长衣否依旧披着那种神秘的长衣否依旧披着那种神秘的长衣否依旧披着那种神秘的长衣，，，，在万籁俱寂的夜中在万籁俱寂的夜中在万籁俱寂的夜中在万籁俱寂的夜中，，，，舞动起你那修长舞动起你那修长舞动起你那修长舞动起你那修长    

的香臂的香臂的香臂的香臂，，，，这是在我脑海中这是在我脑海中这是在我脑海中这是在我脑海中，，，，永远那道划不去的轨迹永远那道划不去的轨迹永远那道划不去的轨迹永远那道划不去的轨迹。。。。大地大地大地大地，，，，山川山川山川山川，，，，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是我心中的灯是我心中的灯是我心中的灯是我心中的灯，，，，在我失败时在我失败时在我失败时在我失败时，，，，我感到孤独时我感到孤独时我感到孤独时我感到孤独时，，，，是你重新燃是你重新燃是你重新燃是你重新燃

起我信念的火光起我信念的火光起我信念的火光起我信念的火光。。。。                                            



 

                     

当自己暮暮垂年时，朋友，你是否能欣慰的告诉自己：青春无悔。如你不能，

那么就做好今天，因为青春不会再重来一次。 

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出生的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喔，太阳，明天我与你同行! 

世界上哪些图书最畅销?  
据最新与世界同步出版的 2000 版《吉尼斯世界记录 

大全》收载：阿加 莎·克里斯蒂是迄 

今为止最受欢迎的 小说家，她的 78 

部侦探小说已被译 成 44 种语言，估 

计发行量在 20 亿 册。 

世界上发行 量最多的也是最 

最畅销的书是《圣 经》，从 1815 年 

至 1999 年间估计 发行量在 38.8 万 

册。 

目前销量超过 3000 万册的小说有三部，其作者都 

是美国女作家。这三部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 

《飘》，哈泼·李的《杀死一只反舌鸟》和杰奎琳·苏 

珊的《娃娃谷》出版后 6 个月就售出 680 万册。  

  

文艺圈写手大比拼  

    近日来，中国文艺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比赛活动，引人注目的赛事一共举行

了 4场，1.白岩松VS卫慧， 2.卫慧 VS 棉棉，3.王朔 VS

白岩松，4.痞子蔡 VS 李寻 欢。 

这 4 场比赛之所以引 人注目，是因为他们逐渐都

成了文艺界的大腕，白岩 松刚刚出版了《痛并快乐

着》，叙述了自己经常坐在第一排看戏的感受；而卫慧的《上海宝贝》一举奠定

了自己在中国性文学史上继李渔《肉蒲团》后的又一代大师地位；棉棉因一本《糖》

的出版，得到了著名文学骂评家王朔的秋波；至于痞子蔡和李寻欢，均已成为两

岸文学界的新一代琼瑶阿姨的代表。 

                                                           朱斌供稿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 

—陈 毅 

舟次中秋 

张煌言 

淡荡秋光客路长  

兰桡桂棹泛天香 

月明圆峤人千里  

风急轻帆燕一行 

此夜衔杯惭庾亮  

几年持斧笑吴刚 

观涛岂必钱塘去  

碧海银潢自渺茫 



《心灵鸡汤》——翻开一面，感动永远 

 

人生的长链不论是金铸的也好，铁打的也好，
荆棘编成的也好，花朵串起来的也好，要不是你自
己在终身难忘的某一天动手去制作那第一环，你也
就根本不会过上这样的一生了。 

我们其实都像那沉默的榕树一样渺小，最需要
的是自然的活着。凡是树，就会努力生长；凡是人，

就不会无端堕落。如果我们的心足够明净，就会发现太阳离我们很
近，月亮离我们很近星星和路灯都放着光明，簇拥着我们前行。 

活着的人，要记住，生命是美丽的，而美丽总是短暂的。紧紧抓
住它吧！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 

成功不是脚踏两条船的事，你要有一番大作为，就必须有一番大
决心的取舍。学会爱自己，这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光荣。 

看了《心灵鸡汤》这本书，心中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们过着
尘埃喧嚣的生活，心灵有太多的负累。我们时常会长吁短叹，怨天
尤人，为了一件小事而闷闷不乐。然而，在你品尝了这“心灵鸡汤”
后，你是否会为此而感到不值呢？因为，生命是美丽的，你应懂得
去珍惜、爱护。 

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免不了会有一些人在小小的挫折面前愁
眉苦脸，丧失了斗志。因为他们害怕失败，更害怕面对失败。于是
乎，不知不觉地陷入到痛苦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甚至越陷越深。他
们认为这个世界对他们不够慷慨，周围的人们不够关心他们，阳光
不够灿烂，花草不够清香------总之，他们成了“最最可怜”的人。其
实，这种人是没有认识到生命的可贵，对自己也没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他们不知生活本来就是一团麻，总会有解不开的小疙瘩。而有
些人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他们把人生当作依次旅行，把挫
折失败当作是旅行中必不可少的旅费。要想成功，必须学会面对失
败，继而才能战胜困难。 

巴尔扎克说过：不幸，是天才的进身之阶，是弱者的无底深渊。
我们需要把“不幸”转化为“幸福”，用一颗宽容的心和一双智慧的
眼来发现周围的种种“美”，用我们的双手来创造“美”。只有对自
己以及这个世界充满信心，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体验生活，才能活
出真我的风采。 

珍惜生命，也珍惜生命中的挫折与不幸，因为他们都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我们存在于这个宇宙中实在渺小得不值一提，可我们也要
好好爱他人，爱自己。 

             
                                        英语 4021   虞虹 



 

            

              一本书是一个回忆 

   生命就像拼图游戏，收集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珍藏的青春的方式，一

页日记，一笺信纸，一首歌，甚至是一条朴素的碎花都能唤醒，你的一段回忆。然而，

对于我，一本书就是一个回忆。 

    用手指轻抚书的封面，立即会想起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亲切而温暖，好像在倾

听遥远地方的音乐声。 

    我的启蒙读物是《格林童话》中的故事。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像亲人一样，每当看

到它，我就会想起那些黄昏，那些童话里的精灵，那些欢乐和忧郁。老人的眼睛是灰

色的，在枯黄的天光中，让人联想起鸽子的眼睛，那样温和，那样亲切。在午后的阳

光里，我知道了什么是忠诚．坚忍．仁爱．友善和宽容。我想，有这样一片光明垫底，

长大后无论我遇到什么丑恶的事，我也不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记得深秋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但凡旧的东西都可爱，因为它带着故事。是的，一

本书更是一种情感象征。它们时时提醒我生命中美好的东西，提醒我心灵的宁静与自

由，提醒我朴素的爱好真实的感情。我唯一的心愿便是珍视所有真诚的友谊，努力焕

发出生命所有的光彩。  

与书同行，与回忆同行。 

看世界杯看世界杯看世界杯看世界杯 

阿呆是一个十足的球迷，知道这次

的世界杯在韩国举行便死缠烂打的要

爸爸带他去看世界杯，开始他爸还招架

得住，可阿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日子

久了石头都会穿孔，更别说是阿呆的爸

爸了！某日，阿呆又缠住他的爸爸。爸

爸实在无奈，只得答应。在阿呆欢呼雀

跃的时候，老爸又冒出一句话来：“不

过你要带好游泳衣！”“为什么？”阿呆

不明白。“废话，不游过去难道飞过去

呀！” 

老妈看足球老妈看足球老妈看足球老妈看足球 

今天是十强赛中国 VS 卡塔尔，因

为是午夜 12 点直播，所有全家人

都睡了，只有我守在电视机旁。下

半场刚开始几分钟，我老妈睡眼朦

胧的出来了，说她睡不着，也陪我

看足球。十分钟后，她大发感慨：

穿红衣和穿白衣的小伙子都不错，

抢球抢得很凶，只有穿黑衣的没

用，一个球也没抢到！ 



 

 

冲上一杯咖啡，轻轻的合上这本让我感动得差点想哭的书。说到

感动得想哭这感觉并不同于看琼瑶的书的感觉，这是一种很贴近自身

的、有很多思绪翻涌的感动。不像看琼大姐（也许应该叫琼阿姨）写

的那些剥离真实的东西，看完后只有小女生（或许说是小女人）才会

有的痛苦（哭）和甜蜜。 

很有再看一遍《亲》的冲动，可是又不忍再看。尤其是那段： 

“如果我还有一天寿命，那天我要做你的女友。我还有一天的命

吗？没有。所以，很可惜，我今生仍然不是你的女友。   

如果我有翅膀，我要从天堂飞下来看你。我有翅膀吗？没有。所

以，很遗憾，我从此无法再来看你。 

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浴

缸的水全部倒得出来吗？可以。所以，是的。我爱你。” 

这段话总是让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这不仅仅是对书中那段凄美

的爱情的感触。也许哪天我会再来看这本书时，我想我仍会有同样的

感动！ 

看着从口中慢慢吐出的烟，飘荡在空气中的感觉：轻舞飞扬——

我想用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来形容。或许也是生活的感觉。 

当然很多男孩子希望自己的女友能如同“轻舞飞扬”一样爱“痞

子蔡”那般爱他们。但他们是否也同样会像“痞子蔡”爱“轻舞飞扬”

那样爱他们的女友？当然，并不希望女友要和“轻舞飞扬”一样有那

般悲凉的命运。 

很棒的一本书，不是吗？故事十分感人，却也不泛幽默，常常令

人捧腹。不愧被称之为“网络圣经”。文字简单明了，话语深刻透彻。

很好地体现了现代网络文化的本质。还有网络人生的曲线。 

现在的 e时代，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也不是围绕着《铁达尼号》写

了较长一段吗？ 

看完这本书后，我对一句美丽的宋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是吗？同时期待着蔡智恒能推出他的下一部

力著。真的很期待再为他的书感动一次。 

                                        

营销 4031 班朱斌 



                                                                                            

新的世纪，新的祝福，站在新年时钟的驿站上回眸，我们业已

感知春之无言的呼唤， 且看这春之伟岸的胸怀，

江河浩荡、烂漫山花， 不都是因了春的启动么！

这是在新世纪中我们亲 爱的祖国即将迎来的第二

个新年。新中国已经走 过了 52 个春秋，其中也是

一段风风雨雨的历程。 

 我们祖国在每一个 历史时期都留下了深深的

痕迹。新中国刚成立的 初期那是一段艰苦的岁

月，改革开放更是一曲 奋斗的赞歌，当我们迈入

21 世纪，伟大的祖国将 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我们

在为祖国取得如此大的 发展后，也清楚的认识到

我们的不足，要完成中 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在于

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我们年轻一代人所肩负的历史

使命，用我们的实际行动高唱这曲伟大的赞歌。 

 “新年好！”无数的祝福写进了贺卡的诗行里，随着电波飞向

故园，飞向学校，飞向异国他乡。 即使是岁月无情地把我们的脸上

刻上皱纹,这句普通的祝福也永远不会衰老。我们不需要用更多的语

言去修饰，只需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伟大

的祖国，同时也祝愿天下每一个人都新年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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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室值班室值班室值班室：：：：  86802304 

宿管中心宿管中心宿管中心宿管中心：：：：86891000 

维修中心维修中心维修中心维修中心：：：：86891507 

（（（（夜夜夜夜）：）：）：）：   86891302 

保卫处保卫处保卫处保卫处：：：：  86891337 

（（（（夜夜夜夜）：）：）：）：   86891313 

医务室医务室医务室医务室：：：：  86891298 

（（（（夜夜夜夜）：）：）：）：   86891296 

学生处学生处学生处学生处：：：：  86891371 

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心理咨询：：：：86891479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 周四晚周四晚周四晚周四晚 6：：：：00-

800）））） 
 



 

 

宁波鸿发文具有限公司宁波鸿发文具有限公司宁波鸿发文具有限公司宁波鸿发文具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外贸部经理、外贸业务员、单证兼文秘、采购部经理、 

文具采购员、总经办主任、营销部业务员、网络工程师(电子商务) 

宁波保税区远东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远东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远东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远东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员 

宁波紫光中式装饰有限公司宁波紫光中式装饰有限公司宁波紫光中式装饰有限公司宁波紫光中式装饰有限公司  
装饰 设计、营销 

奉化市中皇油泵制造有限公司奉化市中皇油泵制造有限公司奉化市中皇油泵制造有限公司奉化市中皇油泵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CAD、机械工程师 

宁波百姓住宅装饰有限公司宁波百姓住宅装饰有限公司宁波百姓住宅装饰有限公司宁波百姓住宅装饰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总经理助理、行政部经理、ISO9002 内审员、水电部经理（水电工程师）、设计

师、项目经理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亿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亿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亿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亿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外销业务员 

瑞泰遮阳制品瑞泰遮阳制品瑞泰遮阳制品瑞泰遮阳制品（（（（台州台州台州台州））））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助理、成本会计、销售部经理及销售人员、翻译兼秘书、品管主管、测试中心品管

员、现场品管、研发部主管、电脑绘图、资材（采购）主管、电脑主管 

宁波大生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大生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大生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大生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认证操作工程师、出口电器产品安全认证员 

宁波天宫庄园果汁果酒有限公司宁波天宫庄园果汁果酒有限公司宁波天宫庄园果汁果酒有限公司宁波天宫庄园果汁果酒有限公司 
食品专业工程师、食品专业技术人员 

白龙广告白龙广告白龙广告白龙广告 
平面设计师、策划、展示设计、销售内勤宁波天胜传动件有限公司 

品管人员、检验人员、开发人员、机械人员、磨工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工程师、注册会计师、信用证结算和纳税申报会计、营销推广、市场调研、企划专员等” 

宁波市科技园区华博软件宁波市科技园区华博软件宁波市科技园区华博软件宁波市科技园区华博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业务主管、软件开发工程师、网页设计 、程序开发、lotus notes 开发人员、软

件销售人员、财务软件开发人员 



该部门将以优质的服务该部门将以优质的服务该部门将以优质的服务该部门将以优质的服务、、、、良好的态度良好的态度良好的态度良好的态度 

帮您解决各类电脑问题及电脑咨询 
 

 
联系人： 李达  舒展 

                                           林彬  姜国庆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86891085868910858689108586891085 
 

宁波海曙甬力机械阀们厂宁波海曙甬力机械阀们厂宁波海曙甬力机械阀们厂宁波海曙甬力机械阀们厂 

生产主管、绘图员、营销员 

易贸通信息技术易贸通信息技术易贸通信息技术易贸通信息技术（（（（北京北京北京北京））））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销售顾问 

宁波三星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三星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三星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三星集团有限公司 

空调工程部、人力资源部部长、空调电气、设备电气工程师等 

宁波华翔检验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检验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检验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检验有限公司 

化学专业 

宁波市青草地园林建设发展公司宁波市青草地园林建设发展公司宁波市青草地园林建设发展公司宁波市青草地园林建设发展公司 

插花艺术、营销部经理、财务主办会计、园林监理、园林养护、园林栽培、办公室文员、营销

员、网站监理员、兼职广告业务员 

宁波香溢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宁波香溢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宁波香溢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宁波香溢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营销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