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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简讯】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双巡”活动走进我校
根据教育部思政司通知要求，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在全市高校遴选 40 名优秀辅导员，赴各高校开

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高校优秀辅导员‘校园巡讲’和‘网络巡礼’活动（上海）”（以

下简称“双巡”），12 月 11 日下午，第 7 宣讲组成员来到我校谢希德堂，面向学生代表和全体专职辅导员、

思政课教师等 300 余人开展巡讲。校领导王馥明、冯伟国、陈暐出席活动。

王馥明在致辞中指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大力

宣传、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高校首要的政治任务。我校党委高度重视，紧扣学懂、

弄通、做实的要求，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宣讲活动

基本做到全覆盖。她强调，以“不忘成长初心，牢记时

代使命”为主题开展的双巡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自

觉学习研究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希望我校青年学生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放飞青春梦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活动现场，华东政法大学缪岚、上海海事大学李吉

彬、华东理工大学崔美娜、上海交通大学蔡毓彬、上海

电力学院吕莹等 5 名优秀辅导员依次巡讲，用身边人、身边事展现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畅谈对十九大报告的学习感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领悟；

聚焦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思想论述的理论精髓，号召广大青年在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

华章。

缪岚聚焦“理想、本领、担当”三个关键词，宣讲《放飞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她说，新时代，

给青年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大青年是新时代的生力军和建设者，因此要坚定

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让能力追上野心、让才华配上梦想。

李吉彬以《建设海洋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题展开演讲，他说，我们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海洋事业的建设者和推动者，而不是旁观者；让我们戮力同心，共建海洋强国；众志成城，在实现海洋

强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崔美娜宣讲的主题是《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她说，爱国，是一种情怀；敬业，是

一种责任；诚信，是一种道义；友善，是一种温度。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

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始于今天的你我，始于你我的

一言一行。

蔡毓彬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坚定文化自

信，讲好中国故事》讲述中，他说，中国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来源于革命文化（责

任）、来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担当），读懂中国文化“软实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勇做文化自

信的践行者。

《不忘初心，熔铸时代新青年》是吕莹的宣讲主题，她从六“新”（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新矛

盾、新作为、新篇章）出发，指出不忘初心造就时代的新气象，传承初心召唤新一代青年勇承担当，坚守

初心需要每个青年坚持信仰。国家之新青年，民族之新希望，新青年要不忘初心、围绕核心、坚定信心、

万众一心。

据悉，除“校园巡讲”外，“网络巡礼”活动将持续至明年 6 月，在网络平台刊登活动报道、公开课、

论坛、微课等，全方位展示学习的成果和经验。

（信息来源：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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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沙龙：李正云教授做“从家庭治疗到家校协同”专题讲座
作为提升辅导员职业能力而搭建的定期交流平台，12 月 12 日下午，我校辅导员沙龙邀请上海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发展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专业委员副主任、上海心理卫生学会副会长李正云

教授来我校“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中心”作题为“从家庭治疗到家校协同”讲座，学生教育处全体

教师、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全体辅导员还有部分专业课教师参加。

沙龙上，李正云教授从家庭治疗的概念谈起，结合

自身多年学生心理工作经验提出“一个有问题的学生，

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的观点，她认为不能

孤立地看待学生的问题，要养成系统全面的思维方式。

李正云教授列举了大量处理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真实案

例，用“实战”经验告诉大家，作为学生工作者，在处

理学生问题的时候要有系统的观念，要充分调动学生的

家庭、学校学工部门、学校后勤保卫部门、社会相关医

疗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

沙龙最后，丁玲老师首先分享了自己的体会，她说家庭是制造人类性格的工厂，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会

内化成孩子的性格，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童年经历会如同程序一般写进个体的潜意识，精准控制着人生轮

回。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担负着培养人的任务，

通过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作为学生工作者必须重视与学生家庭的沟通，密

切保持与家庭的联系，培养家校协同的工作思路。参加沙龙的辅导员表示收获颇多，对拓宽学生工作思路，

丰富工作方法有了很多启发，沙龙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

（信息来源：张若舒）

“青春喜庆十九大 我的国我的家朗诵比赛”总决赛圆满落幕
12 月 7 日，上海杉达学院“青春喜庆十九大我的国我的家”诗歌朗诵比赛决赛在三创中心举行。本次

活动由校学生教育处举办，未央诗歌协会承办。校学生处处长陈春峰、胜祥商学院党总支书记陈敏云，各

学院形势政策联络教师担任评委。

在第一部分的展示环节，各组参赛选手用不一样的形式真切的表达了自己对于家国情怀的理解，有家

国大爱，也有对一时一事的关怀，不一样的情怀，却

又同样让人感触和振奋。选手们的朗诵，抑或温柔细

腻，抑或激情澎湃，无一不传达着新时代大学生对十

九大精神的继承和传播。

第一组参赛选手的《少年中国说》开场气势恢弘，

相继的朗诵篇目《歌唱我们的祖国》《五年抒怀－献

给党的十九大》《我的祖国》《中国根》《放飞中国

梦》《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永生的和平鸽》《我

爱这土地》《家国文》都以极其震撼的朗诵表达了对

祖国对党的热爱和赞美，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评委老师

和观众的情绪，第七组参赛选手更是温情的讲述了山

区志愿者的故事，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第八组柴亮同学用幽默诙谐的个人表述展示和深沉的朗诵，赢



3

得掌声不断。最后一组参赛选手的朗诵篇目《祝福你亲爱的祖国》配合肢体语言，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当代

大学生青春向上的活力和精神风貌。

经过现场评委打分，宋晶晶用她震撼的讲述和激情的朗诵打动现场评委，获得本次朗诵总决赛的一等

奖；第八组参赛选手柴亮和第十组参赛选手康琳慧获二等奖；第五组樊沁予等三人、第六组蒋珂宇、第九

组顾佳慧、第十二组施依莲等三人获三等奖；第一组叶皓宸、王沁语，第二组张圆圆等五人，第三组陶玉

洁，第四组吴峥越等五人获优胜奖。

此次比赛体现了我校学生对党对深厚感情，更加坚定了“听党话根党走”的理想信念，鼓励大学生以

奋勇建功中国梦的实际行动，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的实践中充分展示青春风采。

冬季送温暖：扶志授之以渔
为确保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温暖过冬，进一步加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力度，深化送温暖慰问活

动。12 月 17 日，校学生教育处、就业办携手社会公益组织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办“上海杉达学院职行力

工作坊”职业能力训练班，以期提高贫困生的职场竞争力，提升就业能力，扶贫扶志，共计 46 名困难生报

名参加。

据了解，此次职业能力作坊是我校冬季送温暖资助

工作的一次转型和提高，相较于往年通过给予困难生们

适当的物质帮助，改善贫困生的物质条件，此次职业能

力培训班是给予贫困生们的一次精神帮助。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给钱给物，只能解一时之困；扶心扶志，

扶能扶智，授之以渔，既是送温暖，更是送能力、送信

心。大学生难就业是当前很普及的一个社会问题，贫困

生面临着更严峻的就业压力，训练班通过提升他们的职

场竞争力，为其今后的就业提供帮助，鼓励困难生自立

自强，以自身能力摆脱困境。

训练班内容涉及个人职业画布、个人简历制作及修

改、实习企业的参观访问等，课程分为线上理论和线下实践两部分，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帮

助同学们梳理自己的兴趣、特质、优势、价值等，为学生提供职业成长的建议和职场锻炼的机会。其中，

线下学习定于 17 日和 23 日，由专业职场指导教师向学生介绍实用的思维工具，以课堂实践的方式，让同

学们现学现用，加深理解。另外学生还能通过线上学习“职业礼仪与形象”课程，提升自己在职场中的衣

着打扮、言谈举止等行为，增强职场专业度。同时，工作坊在近期也将陆续为学生提供各类兼职实习信息，

让贫困生们利用寒假时间接触职场，增加社会实践经验，在提高自身职场能力的同时勤工助学。

为了更好地服务指导同学，在工作坊开班之前，学校和恩派公益组织对报名的同学进行了调查，通过

了解贫困生过往的求职经历、遇到的困难和诉求，拟定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从而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职场

指，为贫困生的职业成长提供实质建议。课上，专业职场指导教师将同学们进行分组，采用小组竞争的机

制，以竞赛积分的形式，调动学生积极性和竞争意识。课后，获胜的小组获得了老师一对一的简历修改机

会。学生处副处长仲伟霖在首堂线下实践课上提出，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工作坊活动，能够全方面的分析

自己，调动自己的天赋和才智，以实现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的完美结合，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

据悉，我校之后还将陆续开展“寄语暖心”——送上冬季温馨问候、“路费暖行”——返乡路费补贴

等帮困送温暖活动，力求将关怀送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坎儿上，让他们在校园中安心学习、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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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达学子用青春唱响十九大
12 月 6 日晚，我校纪念“一二·九”运动 82 周年歌咏比赛决赛在金海校区学生素质教育中心举行。

校党委书记朱绍中，校党委副书记王馥明、陈暐出席本次比赛。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团委书记董凌莉、浦东

新区曹路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邵敏、浦东金海文化艺

术中心培训部主任孙鲁明、校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副主

任缑瑛、校教工合唱团指导教师费力担任评委。经过

为期两个月的层层选拔，共有 12 支队伍进入决赛，最

终，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代表队问鼎决赛冠军。

本次歌咏比赛主题为“青春唱响十九大，不忘初

心跟党走”，旨在通过传唱经典革命歌曲，展现当代

大学生热爱祖国、乐观开朗的精神风貌，引领大学生

牢记革命历史，缅怀峥嵘岁月，投身当代事业，铸就

伟大梦想，激励团学青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朱绍

中在致辞中说，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在这新

时代，需要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不忘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初心；需要同

学们牢记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而努力的使命。我们举办歌咏比赛，唱的是激励炎黄子孙代代相传、革命战士声声传唱的赞歌，每

一个曲调都高亢激昂、每一句言语都优美抒情，唱响中华民族的赞歌，挺直筑梦伟大中国梦的精神脊梁。

比赛中，同学们认真投入、尽显才艺，他们用整齐划一的队伍、宏伟磅礴的气势、满怀激情的歌声、

融合着舞蹈、书法和钢琴、古筝等乐器，演绎了《龙的传人》《东方之珠》《四渡赤水出奇兵》《黄河大

合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经典曲目。沪东工学院率先出场，带来歌曲《龙的传人》和《又见西

柏坡》，用优美的钢琴声配上深情嘹亮的歌声，一曲终了但依旧余音绕梁，引得现场热烈掌声。传媒学院

代表队带来的歌曲《东方之珠》《四渡赤水出奇兵》在婉转的小提琴声中娓娓道来，女领唱的民族唱腔与

男领唱雄浑低沉的声音仿佛让人看到了东方之珠的夜色。清一色女生的 17 级国际教育学院代表队表演形式

丰富，古筝与钢琴中西结合，加之舞美配合，还用隶书书写了比赛的主题。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代

表队的《黄河大合唱》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青年心中的中国梦；《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利用响指

打节奏，铃铛声清脆悦耳，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欢呼。

经过评委组对参赛队伍精神面貌、声音效果、歌曲编排、指挥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评后，嘉善光彪学

院（校基础部）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沪东工学院代表队、17 级旅游与酒店管理代表队获得二等奖；16 级传

媒学院代表队、17 级国际教育学院代表队、胜祥商学院(16 级金融/会计/市场营销)代表队获得三等奖。赛后，

冠军队负责人表示：“此次合唱排练了 2 个月，一支好的合唱团不可能一气呵成，这次的成功是 60 个同学

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每周坚持排练，哪怕再晚也毫无怨言。尤其要感谢徐老师，我们的好成绩离不开他

认真负责的指导。”

（信息来源：校园网）

上海杉达学院大学生年度人物、自强之星评选落幕
12 月 20 日，我校举行“2017 年上海杉达学院大学生年度人物”和“2017 年上海杉达学院大学生自强

之星”答辩会。经评审，此次共评选出大学生年度人物 9 名，年度人物提名 3 名，大学生自强之星 7 名，

自强之星提名 5 名。

答辩会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全面发展的优秀杉达学子，充分体现了我校学生锐意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

风貌。来自传媒学院的王晨用“初心抱怀，永怀热爱”八字总结了她的答辩主题，她向评委简单介绍了她

在 2017 年参与的十九大系列活动，以及自己对新闻专业的热爱和在社会实践中的诸多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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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技术学院的徐焕用自己绘制的 Q 版形象，向评委展示了从自己出生到步入杉达，再到慢慢学

习成长，技能“满级”的点点滴滴，用详细的数据向大家展示了 2017 年中，她的不断向上，积极进取。

胜祥商学院的李佩沛用自己的创业经历，厚积薄发、砥砺前行，书写不一样的传奇人生。

家里的负担并没有打消管理学院的魏雪学习的积极性，她以“我对自己负责”为宗旨，活出了一个不

一样的她，在学习方面，即使成绩有起伏，她依然保持一颗向上的心，积极参加各类志愿者活动和校内组

织。

国际教育学院的倪少庆，勤工俭学，始终抱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在父亲的支持下不断提升自

我，拥抱生活，勇敢的站在讲台上，讲述不平凡的自己。

据了解，大学生年度人物与自强之星的评选、表彰工作已持续多年，评选旨在树立青春榜样，实现中

国梦想，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挖掘、发扬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激励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自强不息，发奋图强，挖掘、宣传杉达学子勇于面对困难、勇于承担责任、努力成长成才的良好形象与

事迹，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以榜样的力量激励自己。

2017 年“上海杉达学院大学生年度人物”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f15041522 李佩沛 胜祥商学院 金融学

b17022119 胡梦瑞 胜祥商学院 市场营销

f16011841 余悦腾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f15092103 王晨 传媒学院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f15093118 高嘉艺 传媒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f15061406 罗艳旻 外语学院 英语

f15113302 徐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教育学(卫生教育方向)

f15113412 鲁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教育学(卫生教育方向)

t15102216 陈志浩 沪东工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7 年“上海杉达学院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f16022109 汪晓芸 胜祥商学院 市场营销

f16061414 史惠 外语学院 英语

b17071123 刘天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智能建筑运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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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海杉达学院大学生自强之星”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f15072216 陈晖 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f16111308 李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b17111124 朱晓晨 国际医技术学院 护理学

f17061529 丁涛 外语学院 英语

f16210113 倪少庆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f15083207 段佩佩 时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t16102409 包勇勇 沪东工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2017 年“上海杉达学院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f15073104 魏雪 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f15071213 李显松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f14023104 黄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f16011801 敖万君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f14023405 卓倩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希德讲坛：新闻主播臧熹做客希德讲坛谈公众表达技巧
12 月 27 日，希德讲坛邀请著名 SMG 新闻主播臧熹来我校做讲座。臧熹结合自己多年的主播经验，以

“提升公众表达技巧与沟通能力”为主题，围绕“演讲表达技巧”和“演讲稿准备”两大板块，为师生们

呈现了一场关于表达的力量和智慧的讲座，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聆听。

“什么是好的讲座？”“如何让你的演讲引人入

胜？”“听众想听什么内容？”臧熹以这些问题为切入

点，指出了现在大多数演讲存在的弊病，明确了演讲要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鼓励演讲者在演讲前对自我

认识、观众群认识、信息不对称性认识进行分析与思，

在演讲时要重点抓住逻辑、情感、互动三条主线，兼顾

生动的语言与具体的细节描述，还需要具备围绕主题的

明确的自我观点。

臧熹认为，一场好的演讲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信

息，也就是演讲的内容，演讲内容不求多，贵求精。在

选择演讲内容时，要抓住事件的核心，了解受众的兴趣点。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技

巧调动听众，让他们明白你所传达的信息。演讲中第二重要的是故事，臧熹表示，演讲就是在讲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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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的故事必不可少的就是对细节的描述，他以《中国青年说》中战地记者袁文逸描述战争的三个细节为

例子，告诉同学们在演讲中对细微画面的描述有时比数据更具有说服力，更打动人心。同样，臧熹认为一

个深刻的演讲理念和观点也是一场成功演讲必不可少的因素。他说，讲理念并不是单纯的讲道理，灌输式

的演讲只会打消受众的兴趣，要将自己的观点与受众理念相结合，娓娓道来地呈现给受众。

臧熹是 SMG 电视新闻中心《新闻夜线》、《媒体大搜索》主持人，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团委副书记、

电视新闻中心团委书记，德艺双馨，热心公益，积极服务社会，被誉为“从不拒绝”的志愿者。他不仅将

主持人看作职业，更视为一份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利用自己的媒体优势来传播志愿服务精神，先后被评

为上海“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上海“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

【院系动态】

嘉善光彪学院

1、6T建设

12 月 1 日，上海市教委正处级调研员沈永明、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生活园区管理中心主任汪峻峰等上

海市高校学生公寓“六 T”建设专家组一行来我校基础部检查“六 T”学生公寓建设情况。校长助理杨卫平

在工作汇报会上致欢迎辞，后勤保卫处处长计文炯，嘉善光彪学院副院长龚发志、党总支书记刘婷婷出席

会议，学生教育处副处长孙丹枫汇报了我院“六 T”创建成效，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2、一二·九升旗仪式

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学生爱国意识，12 月 8 日早上 7 时，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举行纪

念一二•九运动的主题升旗仪式。学生教育办主任孙丹枫老师、分团委学生干部、各班班长及团支委 400 多

人参加本次升旗仪式。

3、毛之价老师讲座

12 月 11 日晚 6:30，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海杉达学

院嘉善光彪学院在报告厅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讲座，主讲人为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浙东南演讲团毛之价先生。480 多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4、无偿献血活动

为积极响应十九大号召，鼓励青年学生用实际行动奉献社会，传承“人道，博爱，奉献”的传统，发

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15 日，上海杉达学院嘉善光彪学院组织了无偿献血活动，共计 800 余

人报名参加活血库，190 余名师生参加体检，157 人成功献血，其中包括詹凯茜、周吉两位老师，总献血量

达到 31400CC。

5、主题班会完成情况

2017 年 10 月 11 日，基础部学生教育办发布了《关于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基础部开展主题班会的

通知》，得到了各个班级的积极响应。十一月、十二月总计申报了 71 场主题班会。截止 12 月 20 日，所有

主题班会全部完成。经过学生助理团队评议、学生教育办复查，共产生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优秀主题

班会 26 场次，涉及班级 6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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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外语学院第 16届Merry Language 晚会成功举办
12 月 19 日晚 6 点，上海杉达学院外语学院第 16 届 Merry Language 晚会在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

报告厅举办。作为外语学院一年一度的特色晚会，这次晚会的主题是 Back to you，这也是首次在嘉善光彪

学院举行，晚会现场座无虚席，气氛活跃，充分展现了外语学院学生的青春和朝气。

晚会以一曲韩语版的《红豆》拉开了序幕，悠扬

的合唱令观众不禁跟随音乐挥动着双臂。随后，由 16
级和 17 级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带来的热辣舞曲《Sofia》，

更将气氛带入高潮。一首乐队合作表演《Loving you》，

架子鼓、电吉他和贝斯的完美结合，伴上主唱彭云清澈

动听的女声，给人喧闹中一缕清新的感觉。随后主唱彭

云更是为观众们献上一首《Aimer》，现场气氛完全被

点燃。紧接着由 16 级英语、日语、韩语翻译专业学生

带来的抒情歌曲《Maps》更是给观众们带来了别样的

风味。

随后主持人展开了知识竞答环节。丰富的礼物更

让观众热情高涨，积极抢答，一盏盏荧光灯有节奏的随着主持人的口令亮起又熄下，一道道问答题的抢答

令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竞答题目皆是询问西方的人文习俗，娱乐间隙展示了西方文化的习俗，也为同学们

更多地了解了西方文化。

下半场的表演更是精彩纷呈。15 级英语系的李怡玟特意为基础部学生献唱的《shape of you》，以稳重

的台风以及悠扬的歌声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回应；王伟钊带来一首《风再起时》，他那浑厚的声音带着怀旧

的气息致敬偶像——张国荣先生，各色的荧光灯仿佛汇成了一片暖海，与他的歌声附和。17 级英语专业同

学带来的《When you are old》，意境静谧内敛，与弥漫于我们周遭的种种喧嚣，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日语

及日翻专业两位同学带来的宅舞《Romantic Braker》，以欢快的舞台节奏及舞蹈动作，瞬间吸引了观众的注

意。压轴上台的歌舞组合《恋{星野源}》以舞蹈与歌唱相结合的方式，带给同学们一场视听盛宴。

晚会尾声，经由评委老师的评选，乐队表演《Loving You》荣获最佳演唱奖，宅舞《Romantic Braker》
荣获最佳人气奖，独唱《风再起时》荣获最佳氛围奖。

Merry Language 晚会的成功举办，向全校集中展示了外语学院学子的精神风貌，也体现外语学院学习

与实践的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更是以节目传播形式充分地带动了全校学生融入到学习语言的快乐氛围中去。



9

【数据反馈】

12月份主题班会各学院申报特色项目情况汇总反馈
学 院 班 级 项目名称

外语学院 F150614 诚信主题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2 诚信主题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3 诚信主题

胜祥商学院 F160213 诚信主题

胜祥商学院 F160241/2 诚信主题

胜祥商学院 F160411/2 诚信主题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 诚信主题

传媒学院 F160932 诚信主题

管理学院 F160732 诚信主题

12 月份主题教育活动特色项目评比结果
奖项 学院 班级 辅导员

一等奖 胜祥商学院 F160411/2 赵田田

二等奖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3 胡佳佳

外语学院 F150614 曹欣欣

三等奖

胜祥商学院 F160213 公建华

胜祥商学院 F160241/2 曾志嫘

管理学院 F160732 陈佳

优秀组织奖 胜祥商学院

2017 年各学院辅导员申报主题班会情况通报
学院 辅导员 申报次数 获奖次数

胜祥商学院

公建华 2 2

赵田田 3 1

张丽萍 1 1

毛文艳 3 1

刘自宁 1 1

曾志嫘 2 2

丁轶 0 0

程玉华 0 0

张振荣 0 0

王宪喜 0 0

董哲 0 0

闵文飞 0 0

桂西 0 0

袁桂娟 0 0

宋秋婕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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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吴悠悠 1 0

陈佳 1 1

王文茜 1 1

陈菊华 2 1

程龙辉 3 1

俞良友 0 0

张倩韵 0 0

王晓琼 0 0

外语学院

曹欣欣 2 2

顾祎玮 1 0

蔡晓彬 3 1

应正丽 0 0

传媒学院

官巧玲 1 1

杨玉华 1 1

杨柳 2 1

周丹 0 0

艺术与设计学院

木丹 1 1

张忠伟 2 1

宗美 0 0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郑和武 1 1

胡佳佳 3 3

赵炳发 0 0

张磊 0 0

陈卫娟 0 0

苏晓晨 0 0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何妍蓉 9 2

夏希妹 0 0

唐文静 1 1

李婷婷 0 0

李清怡 0 0

编辑整理：黄祎雯 欢迎各学院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