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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 朱剑
这是我第二次行走徽杭古道袁虽说 2 次的
行走路线和辛苦程度不尽相同袁但我却感受颇
深遥 行走过古道的人都知道袁如果你要尝试行
走徽杭古道袁那就必须做好精神上和生理的准
备和挑战遥 本次的行走袁我们野宏山队冶10 名成
员在互助尧鼓励尧坚持下走到了终点袁圆满地完
成了任务袁赢得了对精神和生理上的挑战遥 我
和我的队友相信袁有一种精神袁那就是坚持曰有
一种幸福袁那就是坚持的结果遥

宏泉丽笙酒店 贺艾伦

信息网络中心 胥晓伟
这次拓展袁 不仅锻炼了个人的意志袁而
且体验到不常感受到的困境遥 我作为野爆破
队冶的队长袁体会到当一回团队的领头人实
属不易袁 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遥
我非常荣幸参加这次活动袁感谢公司能给我
这次机会袁让我受益匪浅浴

财务结算中心 凌佩琴
五月徽杭景色秀袁苍山碧水雨中游遥
百年古道逶迤展袁看我宏泉显身手遥

人力资源部 黄柳
千年来袁因为徽州人的吃苦耐劳袁硬生生地
走出了这条饱含风霜的经商之路袁 选择来到徽
杭古道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它所蕴含的精神-野吃苦尧耐劳尧开拓尧辉煌冶遥 借着它的精神袁我们
顺利完成了两天一夜的徒步拓展遥 此次徽杭古
道之旅袁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感受都不一样袁
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记忆袁 那就是我们曾一起
爬过山袁涉过水袁围过篝火袁分享过快乐遥

What a great experience last weekend in the
mountains. For me it was very nice to see how
everybody helped each other to climb the
mountain. We assisted each other in carrying the
bags or turned on some music to forget the pain
in the legs from climbing and there for able to
walk much longer. The scenery during these 2
days was really stunning, but what was even nicer
was the feeling of being part of a team. It was
very welcoming and special feeling which really
left a great impression to me.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join, it was a truly great experience浴
上周集团在徽杭古道组织的拓展活动非常令
人难忘袁是一次难得的体验遥为了让大家的徒步变
得轻松些袁我们团队相互协助队友背包尧为队友腿
脚减压尧还播放音乐让大家忘掉疲惫的感觉袁一起
朝着目标努力爬山遥 这次拓展活动不仅体验了徽
杭古道的历史和沿途的风景袁 更记忆深刻是展现
了团队的精神袁 让我充分感受到我是团队中的一
份子遥非常感谢让我参加这次的拓展活动袁真是一
次宝贵的团队体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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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也不
能阻挡我们前
进的脚步。

七言绝句
腾飞队

历时 2 小
时，顺利抵达
江南第一关！

野向前进袁向前进袁宏泉的战士徽杭古道行曰前有红军万里长征行袁

宏山队

自古临安徽杭美袁
百年古道雪岩行遥
宏泉琅郡共携手袁
百尺竿头从头跃遥

宏泉拓展来徽杭袁
山路崎岖互帮忙遥
耳闻溪声脚踏峰袁
宏泉精神胜徽杭遥

爆破队

米其林队

五月徽杭景色秀袁
苍山碧水雨中游遥
百年古道逶迤展袁
看我宏泉显身手遥

徽杭风景美如画袁
八方旅游来做客遥
共享此时欢与乐袁
团队协作情意深遥

今有宏泉人二十公里行曰向前进袁向前进袁宏泉的战士徽杭古道行遥 冶

感受行走的力量

古道徒步行路线图

宏泉金牌鸟叔献舞

宏泉艾瑞酒店 闵桦
这次拓展活动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团队协作在任务执行过程中
的重要性袁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突破自己心理的极限袁可以说是一次
非常难得的经历遥 通过这类拓展项目也使各个小组的成员成为一
个真正能够发现问题袁解决问题的战略团队袁大家都各司其职尧各
负其责袁在拓展项目中寻找合作的黄金点袁不断形成一种默契袁这
种关系由原来松散的个体磨合成为一个能够冲破任何防线的组合
体袁每个成员在项目进展中都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袁提高
了面对困难能坚忍不拔进行到底的决心袁 更可贵的是锻炼了每个
队员的胆识袁也克服了有时只凭感觉行事的思维定式遥

兴梅川公司 费筠
感谢老天给了我们细细沥沥的小雨和满山的云
雾缭绕袁感谢杨总在我最累的时候拉着我走袁感谢男
同胞们不顾形象的性感舞姿和卖力演出袁 感谢大家
一起制造了这段浪漫回忆遥

搞笑的胖鸟叔

宝祥小贷公司

王茜

对于平时不太运动的我来说袁两天走 20
公里路袁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遥 由于这次
徒步是负重前行袁 虽已精简了随身物品袁但
是加上两天分发的必需物资水之后袁行囊无
比沉重袁同行的男同事就主动提出替女同事
分担遥 当体力透支的时候袁大家分享食物补
充能量体力袁 领队带领大家唱歌鼓舞气势袁
为了不让一个队友掉队袁 还特地派人垫后袁
确保团队集体活动遥 当到达登山大本营野逍
遥人家冶的时候袁大家都露出了笑容袁虽然很
累袁却很值得袁挑战了自我袁挑战了极限遥

西大堂 俞龙海
两天的路程二十余公里袁 我们一步一个
脚印走来袁团队的温暖尧团队的力量无处不在
彰显袁真的很幸运可以参加其中袁真心希望可
以在今后为支撑宏泉这个紧密有力的大团队
贡献自己的所有力量遥

祥泓物业 张琪
让我感触最大的还是那种团结的力量袁每个人执
着的态度袁这种态度并非仅仅源于兴趣袁更多的是一
种责任遥 路途虽然崎岖袁但它磨砺了我们的意志袁拓展
了我们的思维袁培养了我们的人格袁同事之间愉快相
处的点点滴滴都在其中遥 我相信袁如果大家像这次徒
步的心态一样袁团结一心袁坚持不懈袁勇往直前袁宏泉
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浴

陈琳

曹林

王丽琼

陆旋

“挑战自我 勇于突破 挥动激情 放飞梦想”

上山容易
下山难，杨
“雷
锋”在行动！

蓝天凹，我们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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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袁伴随着阵阵细雨袁由集团董事长王岳祥率队一行 40 人来到徽杭古道开展为期二日
的徒步拓展培训遥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徒步活动袁而是一场超越自我极限的体验式培训遥
两天的时间完成负重前行 20 公里路袁对于大家来说袁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遥 按照既定行程和任
务院40 人分成 4 小队袁从古道的东边要要
要浙江临安的永来村进入袁途经蓝天凹尧下雪堂尧黄茅培尧施茶
亭和江南第一关袁到达古道西边的安徽绩溪遥 徒步过程中袁每队须完成数个难度系数不同的任务遥
时间紧袁任务重浴 雪上加霜的是雨后的道路格外湿滑遥 在整个徒步过程中袁队员们饱含热情袁克
服重重困难袁互相帮助尧互相鼓励尧互相搀扶遥 野宏山队冶的宋丽英徒步没多久就出现腿部肌肉抽搐尧
体力不支的状况袁队员们时不时地给她鼓励袁你拉我一把袁我搀你一下曰野爆破队冶的杨伟中除了帮助
队内的成员外袁在看到野腾飞队冶的陈琳有困难时袁毫不犹豫地上前搀扶帮助她通过泥泞难行的路
段遥在全体队员的齐心协力下袁四队人都圆满完成了任务袁顺利到达目的地浴第一日晚间的篝火晚会
上袁野米其林队冶令人捧腹的小品尧野宏山队冶婀娜的舞姿尧野腾飞队冶美妙的歌声尧野爆破队冶嗨翻全场的
江南 STYLE噎噎这一刻袁大家尽情地挥动激情袁释放青春袁忘却了徒步所带来的劳累遥
想起希腊诗人米南德曾经说过院野谁有历经千辛万苦的意志袁谁就能达到任何目的遥 冶的确如此浴
青山绿水红花袁鸟鸣溪语风声袁这次徒步行收获的不仅仅是古道的美景袁同时锻炼了人的体魄和意
志尧突破了自我极限袁更重要的是体会到了团队协作这股无穷的力量遥

徽 杭 古 道
徽杭古道西起徽州绩溪县伏岭
镇袁东至浙江省临安市马啸乡袁位于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侧袁北
靠黄山袁南依天目山袁全长 15 千米袁
是 古 时联 系 徽州 与 杭州 的 重要 纽
带袁 保存最完整的一段是绩溪县境
内的盘山石阶小道袁 是徽杭古道的
精华所在遥 徽杭古道是历史上徽商
与浙商交流贸易的重要通道袁 是继
我国野丝绸之路冶尧野茶马古道冶之后
的第三条著名古道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