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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大事记

书院首部官方宣传片院训、院徽、愿景官方发布 祥波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铜像揭幕仪式

D栋居家健康监测 校园开放日-祥波站

三周年院庆活动
海洋影像厂视频工作坊

三周年院庆活动
“啡”常午后

三周年院庆活动
爵士舞工作坊

三周年院庆活动
吃一波第五期

三周年院庆活动
《朝雾 · 浪花》摄影展

三周年院庆活动
香波荟萃第二期

三周年院庆活动
浮世画社春日写生

篮球

排球

羽毛球

足球

2021春季球球运动会

2021春季球球运动会

1月20日 祥波书院正式发布了院徽、院训、愿景和使命，并公开征集院歌。
3月8日 为庆祝三周年院庆，书院举办了包括师生座谈、汉英语文化、体育、舞蹈、艺术、摄影、烹饪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3月29日 首部官方宣传片发布，成为外界了解书院的新窗口。
3月26日 大学第四届体育节开幕，在近一个月的赛事中，书院110位运动健儿在环校跑、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足球、排球、
台球和游泳9项运动中表现出色，排球队力夺院史首冠，羽毛球队、女篮队、台球队勇夺团体亚军，游泳队拿下4金7银5铜，祥波人
团结一致，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4月10日 大学校园开放日祥波站接棒，家长考生亲临书院深入了解“全人教育”的理念与践行。
6月7日 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在书院举行。
6月17日 D栋出现疑似密接者，开始7天3检居家健康监测，以全员核酸检测阴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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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掠影

1月19日 祥波书院牛 · 新春活动中，集福卡、迎春留影、新年祈愿墙环节和宿生会举办的漂流瓶活动给祥波师生带来了喜庆欢乐的佳节气氛。
3月8日起 祥波英语角共举办7期活动，包括女性职业规划、美剧俚语、甜品文化等纯英文交流主题。
3月8日-4月12日 书院聘请专业老师开启尊巴入门课程。
4月8日、5月7日 祥波夜谈第十五期、十六期活动分别邀请了青年音乐剧演员朱芾老师和来电科技联合创始人黄云先生为大家带来“音乐剧漫谈”与“成功的公式”讲座。
4月17日 吃一波第六期带领大家制作抹茶曲奇、拿铁，畅享美食的快乐。
4月18日 百文呈祥第五期将6篇优秀入围作品与书院隶属老师李博寒博士的专业点评发表于书院微信公众号。
5月31日 书院在端午节活动中收到了许多优秀书法绘画投稿作品，祥波人以笔墨丹青寄情传统节日。
5月6日、6月10日 书院分别举办了母亲节、父亲节活动，大家打印出与母亲的合影、绘制创意T恤，并将祝福贺卡和三周年院庆限定院徽在节日时分一同邮寄到祥波师生的父母手中，以表达爱与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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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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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波书院宿生会举办了元旦和春节主题活动，为同学们带来温馨的节日关怀；每个
月为当月过生日的同学举办生日会，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在书院三周年院庆之际，举
办“祥波弄潮儿”书院周边设计大赛，邀请大家写下给祥波的三行情书为书院庆生；
在期中、期末考试周，举办追光夜跑、暖心咖啡活动，引导大家健康生活、调节压力。
在学业之余，宿生会还举办了丰富的课外活动，与趣旅行社团联合举办的“春园雅
集”游园活动，在山水间寻找心灵的宁静；带领同学们前往可口可乐公司参访，与国
际名企深度交流学习；举办调酒工作坊，增添生活美学小技能。

2021 年3 月 球队参与春季球球运动会 ， 为师生提供垫球 、 传球 、 扣球等趣味体育游
戏 。

2021年3-4月 球队在校体育节中凭借严谨的战术、默契的配合以及平日勤奋的训练，
为书院夺得院史的首个冠军荣誉。

学生组织

学生助理

祥波书院排球队

2021年3月 篮球队参与春季球球运动会 ，准备了投篮 、运球等趣味体育游戏，吸引了
众多师生参与。

2021年3- 4月 篮球队在第四届校体育节中展现出了不放弃 、 不气馁的拼搏精神和团
队凝聚力，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喝彩。

祥波书院篮球队

祥波书院宿生会

曹力文
（2019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维护官网助理）

程雨童
（2018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翻译助理）

黄日奇
（2019级 祥波书院 理工学院 设计助理）

王   婧
（2019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行政活动事务助理 & 美编助理）

张逸辰
（2020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美编助理 & 维护官网助理）

周玲玲
（2019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摄影助理）

为激励学生助理，更好地推进勤工助学工作，祥波书院办公室于6月开展了2020-2021学年优秀学生助理评估工作。
获得2020-2021年度祥波书院优秀学生助理的名单如下：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

祥波书院海洋影像厂共举办祥波书院三周年影展、祥波人的
新年一镜、达芬奇软件入门工作坊、蓝晒体验共4场活动，为
祥波师生带来了丰富的摄影文化，感受一场场独特的视觉盛
宴。

祥波书院Hip-hop社举办了Beat制作Workshop，带领祥波
同学了解嘻哈说唱和编曲，并且分享了一些可以提高编曲能
力的渠道，鼓励感兴趣的同学继续发展。

祥波书院海洋影像厂 祥波书院Hip-hop社

2021年3月 足球队非常投入地训练战术打法 ， 展开了分组对抗 ； 球队参与了春季球
球运动会，为祥波师生准备了“猜球队”、“猜球员”及“九宫格”射门趣味游戏。

2021年3月- 4月 体育节前 ， 球队积极参与新球衣的设计 ⸺ 他们采用了与书院的院
徽颜色相近的蓝黑色，其中，球衣中的白色体现了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金色展现出
对冠军的追求。体育节期间，队员们不畏艰难，在赛场上展现出顽强的拼劲和强大的
团队凝聚力。

祥波书院足球队

祥波书院咖啡因社共举办特调咖啡、手冲咖啡工作坊与愚人
节咖啡旅馆活动，带领祥波师生亲手实践制作各类咖啡饮
品，深入了解咖啡知识，分享对于咖啡极其衍生文化的心得
体会，畅享属于祥波人的咖啡生活美学。

祥波书院青年研习社组织部分社员于2021年暑期期间前往
韶关、湖南等地开展“知行”社会实践活动。

祥波书院咖啡因社 祥波书院青年研习社

Hurricane舞蹈队上半年举办了两期街舞工作坊，合作出品
了舞蹈视频《与梦盛开》，并在精舞团舞展上演绎了极具异域
风情的舞蹈作品《Take Me Home》。此外，Hurricane啦啦队
为校内的体育赛事献上了数场助力表演，用舞蹈为祥波师生
带来美与力的视觉享受。

浮世画社举办了神仙湖写生活动、首届优秀作品展，在“爱在
初夏日落时”音乐节进行了绘画摆摊，组织了每半个月一次
的内部绘画沙龙，让祥波师生能在绘画中享受生活的恬静与
美好。

祥波书院Hurricane舞蹈队 祥波书院浮世画社



舍堂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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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导师 新入职导师

章桃莹 夏艺嘉 谢雨晴 徐瑄

廖颖泓李铁铭

张洪铭

•  2021年6月9日祥波书院举办“祥波工作坊 | 端午香囊DIY”活动。祥波书院A栋二层宿舍导师夏艺嘉（Krystal）老师带
领15名师生在香波餐厅VIP厅感受端午气氛，亲手制作香囊。通过制作小小的香囊，不仅让师生们解锁了新技能，更
体会到了古人香囊传浓情的浪漫。

•  春季硕博学生的入住、退宿
2021年春季，共迎接16名春季研究生顺利入住，24名硕士生退宿。

•  2021-2022宿舍调整开放申请
书院于6月针对所有宿生开放2021年度宿舍调整申请机会，搭建换宿平台，同学顺利完成宿舍调整，构建温馨和谐的住宿环境。

•  在校生疫情防控排查，出入校管理
根据政府及大学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针对不同疫情排查区，实时对在校师生开展相应摸底排查工作。针对不同情况，积极配合防疫
要求，有序进行“四个一”健康管理、“居家健康观测”、集体核酸检测、注射新冠疫苗、学生出入管理等防疫工作，保障书院及大学的安
全健康环境。

•  开展院长舍监会议，舍监汇报各栋学生事务情况与导师近期工作情况。

•  截止2021年6月，共有5名新导师加入祥波书院舍监导师大家庭。

•  开展2020-2021导师年度考核，评选优秀导师。

•  祥波书院留校师生团圆饭 
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徐扬生校长，潘文安副院长与祥波留校同学共享团圆饭。

舍监导师春季工作动员会

农历新年团圆饭

导师与同学共膳

学生事务

舍监导师活动

舍监导师团队建设：

•  师生共膳计划
截止6月 ， 书院共有542位学生参与了共餐活动，舍监导师及书院办公室老师在与学生的共餐中深入了解学 生 ， 包括
学习、生活、社交、健康、兴趣爱好等情况，与同学们拉进了关系。



祥波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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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祥波书院院徽正式落成。院徽由蓝、白、金三种颜色组成，庄重大气，与书院建筑主体相得益彰。

祥波书院于B1大堂设立文化展厅，其中包
含院徽、院训书法字、书院创办人铜像、文
化展示柜等，旨在展现祥波特色，记录书
院成长轨迹。

书院顶楼晾晒区雨棚由于使用日久出现老化，书院利用暑期，协同大学楼宇与设施管理处对雨棚进行防水层
的修复更新，维护其使用性能。

上半年度祥波书院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访团到访，为书院制育人理念的传扬尽绵薄之力。
3月26日 广东重点中学校长团到访祥波书院。
4月27日 全国化学竞赛负责人团体到访祥波书院。
5月18日 祥波书院董事会成员程津培院士莅临祥波书院指导工作。

为 向 社 会 各界 全 面 介绍祥波书院 ，书院
2021年度宣传册于今年4月推出，其内容
涵盖书院概况、书院设施、书院活动及学
子风采等。

正值祥波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一系列主
题纪念周边随之推出，涵盖徽章、马克杯、
西服外套、帽衫、止汗带等日常用品，独具
祥波元素的文化周边增添了书院学子的归
属感。

院徽落成 晾晒区雨棚维护

大堂文化展厅设立 2021年度宣传册三周年系列周边

文化宣传 设施与硬件更新

对外交流

奖学金
祥波书院奖学金设有五个奖项，分别为院长嘉许奖、杰出领导力奖、优秀服务奖、卓越体育贡献奖和卓越才艺
贡献奖。评选对象为祥波书院全日制学生。 祥波书院奖学金 （2020-2021学年） 于6 月18 日开放申请， 共84人
提交申请，经祥波书院奖学金委员会综合评定，最终将产生42名奖学金得主。

2021年5月，中航物业对书院宿舍空调风扇开展年度清洗，以保持洁净的住宿环境。为响应环保节能，宿舍内
的照明装置统一更换为LED灯具。而随着南方步入夏季，校园内蚊虫逐渐增多，暑期期间，书院为楼层茶水间
购置灭蚊灯，为楼层洗浴间增设纱窗，显著改善蚊虫滋生的问题。

楼层住宿环境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