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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工 动 态 
2017-2018 学年第 6 期 

上海杉达学院学生教育处                         2018 年 4 月 

【学工简讯】 

◆ 希德讲坛第 69 期：张增先“预见•未来” 

◆ 2018 年“放飞心情 健康成长”主题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开幕 

◆ 校园安全，防范电信诈骗 

◆ 第九期入党积极分子及预备党员培训班开班 

◆ 2018 年度人物与自强之星宣讲会举行 

◆ 师生参观 2018 年学习贯彻两会精神专题图展 

【院系动态】 

◆ 嘉善光彪学院 

◆ 沪东工学院 

【数据反馈】 

◆ 4月 28 日抽检部分教室上课出勤情况（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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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简讯】 

希德讲坛第 69期：张增先“预见•未来” 

职场策划师、创业者张增先做客第 69 期希德讲坛，他以“预见•未来”为题为在场学生带来一场如何

找准职业路径的讲座。 

讲座伊始，张增先从他的自身职业讲起。他说：“我认为职业规划师五年之后必将消失。”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职业选择并作出合理规划，因此职业规划师这个工作可能会慢慢退出历史

舞台。那我们如何紧随时代而不脱节呢？他通过三个部分来向我们讲解如何完成一个精准且适合我们的职

业规划：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以及迭代力理论。 

张增先首先以老鼠和老虎两个动物举例。我们经常能看见老鼠在低头觅食，很少会抬头；而老虎则是

抬头趴在视野开阔的地方，一旦出击，分秒必争，常常收获丰盛。埋头觅食的老鼠和野心勃勃的老虎形成

了鲜明的反差，老鼠终日寻食却无法长成老虎那般威猛。他通过对比这两个动物的性格特征鼓励大家学习

老虎勇于善于抓住关键时机的特点，适时在职业生涯上出击。无论你现在选择的是什么专业，你都应该对

当前的国家以及世界宏观经济大环境有所了解，这将关系到你将来就业背景以及你的成功就业几率，不了

解宏观经济法则很难拥有微观上的成功。 

张增先在第二个部分指出，产业经济的概念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企业和家庭消费者）与宏观经济单位

（国民经济）之间的若干“集合”。那该如何学习“产业经济”这个看似抽象的名词呢？他说，其实可以从

我们身边的小事开始，譬如当你看到一则新闻时，你可以思考这条新闻将如何影响区块经济和产业经济，

从而进一步考虑它将如何作用于你所发展的职业道路，有时候一条小小的新闻很有可能是你机遇的开始。 

或许还有许多人对“迭代力”这个词有些陌生，张增先将“迭代力”类比为“跨界能力”，这样更易于

理解。他以最近在国外很火的特斯拉新型汽车产业为例，

他表示作为一个卖点，新能源汽车只能代表当下，而并

不是未来。他憧憬在未来汽车将不再仅仅定位为交通工

具，倘若我们在汽车里植入智能 GPS 芯片，使得它成为

一台拥有算法功能的服务器，这便成为了能够与外部交

流的互联网汽车。他鼓励学生们善于发现身边那些契机。 

讲座最后，张增先希望学生们早日做好步入职场的

准备。在大学阶段要摆正心态，在专业学习上打下厚实

的基础，多学习一些必要的技能，并学会利用自己技能

的优势，找准职业路径。 

 

2018年“放飞心情 健康成长”主题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开幕 
4 月 18 日上午，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依托上海杉达学院陈福国工作室，开展了以“认知行为疗法在高

校学生工作中的应用”为题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开班仪式。我校校长助理杨卫平，公共教育学院院长

景继良，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丁玲，市心理咨询协会会长

陈增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福国出席会议。学生处处长陈

春峰主持会议。 

杨卫平指出，培训班的开设是加强辅导员能力建设方面

的具体举措之一。辅导员们是坚持在“一线”做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群体，而心理学与思政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时代地发展，生活上的节奏逐步加快，导致大学生心理

上的压力越来越大，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要掌握更多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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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从专业的角度去解决问题，这对思想教育工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强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普及为先的原则，各辅导员要在学习中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进而通过相关活动提

高学生的认知能力，使其健康地成长。 

  陈增堂说：“很高兴可以再次来到杉达参加开班仪式，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触。杉达虽是民办院校，

但学校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全力支持心理咨询协会工作，学校由点到面地开展了系列特色工作，

具有一定地借鉴意义。我们最终要落脚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一起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校园安全，防范电信诈骗 

随着电商成为社会的大势所趋以及电讯设备的日益完善，围绕电商和移动电话所出现的诈骗更是层出

不穷，诈骗电话、短信让我们无所遁地。在这种情况下，防诈骗的重要性日益凸显。4 月 26 日，上海治安

总队黄奕警官再次来到我校做校园安全讲座校党委副书记陈暐出席。 

黄奕警官先总结了六个现在使用最频繁的诈骗借口：刷单兼职（百分之八十都是诈骗）、网络购物、涉

嫌犯罪、航班取消、快递丢失、客服来电。讲座中，黄奕告诉学生百分之八十的刷单兼职都是诈骗，网络

购物、快递丢失和客服来电都是骗子的惯用手段。另外针对近期各高校的校园安全事件，黄奕强调，公安

民警对涉及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是不会主动打电话告知的；要求加微信好友并主动发送警官证照片的都是骗

子。 

在这次演讲中，黄警官一直在强调“十个凡是”：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

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充钱的，都是电信诈

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

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诈骗；七、凡是叫你宾馆开房接受调查的，都是

电信诈骗；八、凡是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

都是电信诈骗；十、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

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只要记住了这十个凡是，相信我

们上当的几率会小很多。 

另外，黄奕还告诉同学们由于现在电话诈骗的广泛存

在，上海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制定了“962110”的专线，请

同学们如果看到 962110 的来电显示，请不要挂断，因为

这意味着你正在被诈骗或是你的亲人朋友正在被诈骗。 

在讲座最后，黄警官说道：“大学生要抵制物质的诱

惑，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部分会承担相应的代价。” 

 

第九期入党积极分子及预备党员培训班开班 
为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工作、端正入党动机，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

4 月 16 日下午，校党委组织部、学工部在谢希德堂举行第九期党校培训开班仪式。校党委书记朱绍中，以

及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魏佳、学工部副部长仲伟霖出席仪式。本次培训时长为六周，共有预备党员 70 名和入

党积极分子 239 名参加。 

朱绍中指出，入党的过程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入党是一种奉献，对理想的追求是一辈子的事情。他强

调，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当代青年只有将自己的梦和民族的梦结合在一起，才能

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他说，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们要通过不断学习，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入党动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们要成为有信仰、有目标、有修养、有教养、有道德、有责任、有担当、有作为、

有尊严的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百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历尽艰辛、为之奋斗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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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今后，我们也要为之继续奋斗。 

仪式上，魏佳对参加本次党校学习的全体学员表示祝贺，她说，第九期党校培训班是进一步加强党员

教育培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党委历来非常重视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特别是在校大学生党员的考

察和培养。近年来，我们通过“发展一个，带动一

批，影响一片”的做法，充分发挥了大学生党员的

先锋模范和桥梁纽带作用。 

仲伟霖对学员们在培训纪律上提出了要求，他

寄语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们敢为人先，在教学

园区和生活园区中积极在群众中亮身份、树形象。 

本次培训有集中授课、视频教学、校内实践、

校外实践、小组活动、翻转课堂等多种形式，内容

涵盖了全国“两会”精神、校史、共产党员的修养、

优秀毕业生党员分享、发展党员基础知识等。 

 

2018年度人物与自强之星宣讲会举行 
2018 年 4 月 18 日，上海杉达学院“2017 年度人物与自强之星”宣讲会在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圆满结

束。宣讲会上，年度人物和自强之星的代表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同学们传递“自立自强、奋勇向前”的青

春正能量。 

“有朝气、有计划、肯尝试”，这是余悦腾对自己

的定义。他鼓励同学们在日新月异的今天，要树立明

确的目标，有规划的地去实践，勇敢放手去做，努力

实现自己的理想；李芳用她小小的身躯扛起了责任、

撑起了梦想。开学前爸爸给的 500 元支撑着她整个学

期的所有开销，勤工俭学更让她磨练出坚韧的力量，

挥动着隐形的翅膀朝着理想奋勇拼搏；徐焕作为学习

与工作上的佼佼者，用别出心裁的漫画 PPT，向我们展

示她在杉达的点点滴滴，是一个为我们带来正能量的

榜样。在教委会工作时的一条条数据，记录的更是她

在成长路上的绽放光芒，成为更好的自己；朱晓晨在他人都在关注学习、关注自己的世界时，他却积极投

身于社会。 

李佩沛与胡梦瑞的访谈环节，更是将本次宣讲会推向高潮。胡梦瑞作为一名先后荣获校级、国家奖学

金的学霸，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劳逸结合，为自己的美好未来添砖加瓦。李佩沛作为一个创业小达人，

加上身为校学生会秘书处副主任、PHS 的创始人，一直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合理兼顾创业、部门与生活。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自立、奋勇向前，永远都

是我们新时代大学生所应追求的优良品格，这一精神内涵将永远留存。 

 

师生参观 2018年学习贯彻两会精神专题图展 
为认真学习领会全国和上海“两会”精神，激励学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鼓舞学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学生工作部引进由中共上海市宣传部主办的“奋进新时代 奋

斗新征程”2018 年学习贯彻两会精神专题图展。我校师生以班级为单位，在班长和辅导员的带领下，前往

图书馆一楼进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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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图展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旨，包含

了民主、团结、求实、奋进。就脱贫攻坚、政治生态、高质量发

展、强军兴军、乡村振兴等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解释和努力。展

板逐项列明了 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以及上海市政府要

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在一条一条振奋人心的目标

和数据中，使学生感

受到了图展背后我国砥砺前行的历史过程。 

参观图展的同学说：“通过参观图展了解了我国近五年来所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人民生活已经得到了持续的改善，

生态环境状况逐步好转，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突破性进展。作为大学生，作为青年一代，我们

不仅要创造自身价值，更要注重社会价值，发扬中华民族的伟

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院系动态】 

⚫ 嘉善光彪学院 

基础部团校顺利开展 
为了充分发挥团组织教育青年的功能，加强团干部

的团队意识、增强组织凝聚力，嘉善光彪学院第五届基

础团校于 3 月 31 日、4 月 1 日两天开班，学员们集中

培训，通过考核与考试，最终共有 108 名学员顺利结业。 

此次团校分为素质拓展和专业培训两部分。在素质

拓展环节中，学员们通过担任不同角色，承担不同任务，

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在专业培训环节中，基础部邀请团

市委宣传与网络工作部张昊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为主

题，以“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团支部书记”为题目，从文

件说明、制度讲解、案例分析、经验分享四个方面，为

学员们在团支部书记的工作中指明了方向，提高了团支

书对于岗位的进一步认识和对工作的进一步理解。张昊就“为什么选择做一名团支书”、“团支书和班长的

区别”、“共青团的主要职责及团支书主要工作”等问题与学员们进行讨论。 

此次团校培训虽然短暂，但不管是素质拓展，还是从领导力到个人魅力的各个讲座，都为学员们在以

后工作中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相信学员们可以将团校所学运用到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将基层团支部建

设得更加有活力。 

 

第四次大学生行风评议活动启动仪式 
4 月 11 日，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举行第四次大学生行风

评议活动。常务副院长陈新中，建设银行嘉善支行副行长张秦哲及各网点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17 级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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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00 多名同学报名参加行风评议员活动。 

 

希德讲堂第 69讲黄奕：校园安全防诈骗 
为提高广大学生的防诈骗意识，遇到诈骗事件的应对能力，学校安全保卫办与学生教育办于 4 月 10 日

18：30 在学校报告厅，联合组织了一场主题为防范诈骗的安全讲座。特邀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黄奕警官

主讲，各班级学生和辅导员等老师约 400 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 沪东工学院 

“厉害了我的国”爱国主义系列教育活动 
为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感受十八大以来我国发

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我院团员青

年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沪东工学院分团委与思政教研组共

同组织开展了“厉害了我的国”爱国主义系列教育活动，

整个活动为期两个月。各班、团支部通过组织开展班会、

黑板报评比、电影观看等活动，积极响应学院组织，共同

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 

各班围绕“厉害了我的国”为主题，召开了班会活动。

班会中，同学们畅谈观看爱国主题影片“厉害了我的国”

的感想，共同分享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

中国网等超级工程的震撼影像及背后的故事。学生们表示

深深地为祖国感到自豪骄傲，影片不但体现了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发展的发展，同

时也将“大国”形象展示给全世界。 

作为工科专业的学生，他们也热切关注“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等热门主题，积极探讨国家在“创

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等政策方针下，如何提供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为

国家迈向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增添自己的一份力量。 

黑板报评选一直以来是工学院的特色项目，在此次的黑板报评选中同学们倾注心血，展现了当代大学

生的爱国之情，并将“中国梦”、“互联网+”等主题融入其中，绘画出了不一样的青春风采。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到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一步步的实际行动换取了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

就，向国人、向世界证明了什么

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中国人的自信力得到了空前

的凝聚。也使每位同学深切感受

到，自己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

国。希望能集中你我共同的力量，

缔造中国奇迹，书写中国篇章，

共同实现伟大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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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反馈】 

4月 28日抽检部分教室上课出勤情况（1-2节） 

序号 教室 课程名称 学院 班级 
实到人

数 

1 3202 大学综合英语（四）A26 胜祥商学院 f160415/6 27 

2 3205 大学综合英语（四）A19 胜祥商学院 f160311/2 25 

3 3206 大学综合英语（四）A20 胜祥商学院 f160311/2 26 

4 3210 大学综合英语（四）A22 胜祥商学院 f160331/2 24 

5 3211 大学综合英语（四）A24 胜祥商学院 f160411/2 21 

6 3303B 大学综合英语（四）B12 胜祥商学院 f160221/2 11 

7 3304 护理学基础 2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2-3 65 

8 3405 客户关系管理 胜祥商学院 f150217+B170211 32 

9 3408 国际商务单证实务 胜祥商学院 f150215/6 35 

10 3409 大学综合英语（艺术）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60841 26 

11 3503 网络舆情监测与应对 传媒学院 f150931/2 43 

12 3504 剧本创作 传媒学院 f160931/2 67 

13 3508 电视节目策划与制作 传媒学院 f150921/2 50 

14 5108 智能楼宇运维与管理 管理学院 b170711 33 

15 5109 专业英语 管理学院 
f150711/2/3 模块

1(BIM) 
43 

16 5110 创新与创业管理  胜祥商学院 f150411/2 46 

17 5412 英语（二外） 外语学院 f150642 12 

18 5414 高级视听（二） 外语学院 f150631 8 

19 5510 大学英语听说（四）B19 胜祥商学院 f16041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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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107 酒店人力资源管理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f150521/2 32 

21 4201 对外汉语词汇与汉字教学 国际教育学院 f162101 34 

22 4212 高级西班牙语综合 外语学院 f150641 25 

23 4301 外报外刊选读 外语学院 f150621 21 

24 4402 社会保险 管理学院 f160721 30 

25 44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管理学院 f160751 53 

26 4505 大学综合英语（四）B16 胜祥商学院 f160331/2 22 

27 4506 大学综合英语（四）B20 胜祥商学院 f160413/4 15 

28 4508 大学综合英语（四）B18 胜祥商学院 f160333/4 18 

29 8417 工程项目管理 管理学院 f160711 79 

30 8503 离散数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 24 

31 8511 海商法 胜祥商学院 f150241/2 56 

32 8523 专业英语 胜祥商学院 
f150221/2+b1702

21 
43 

 
 
 
 
 
 
 
 
 
 
 
 

编辑整理：黄祎雯                                                               欢迎各学院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