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  大  团  情 
 

2014-2015 学年第四期（总三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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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 

 新常态 新际遇 新发展——温州大学共青团 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新学期

工作会议召开 

 

【组织建设】 

 追梦立志 且行且思——温州大学团校第十五期学生骨干培训班开班典礼举

行 

 

【素质拓展】 

 圆我一个特殊的“飞行”梦——飞行部落培训师队第一轮招新面试顺利进行 

 

【志愿服务】 

 沟通、交流、成就大运之梦——浙江省第十四届大学生运动会首批志愿者培

训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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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生活】 

 溯初学区：首届体育文化节活动成功举办 

 步青学区：教工党员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部旧址参观活动进行 

 超豪学区：第三届博然辩论赛激情开幕 

 

【学院关注】 

 生环学院：海洋保护宣传调查活动成功举办 

 城市学院：第五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学生骨干）培养学院第一课开讲 

 人文学院：“超豪杯”大学生思想政治风采大赛人文学院选拔赛开赛 

 建工学院：测绘蓝天，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开展 

 机电学院：2015 年暑期社会实践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 

 法政学院：“爱心饺子温暖老人心”团日活动开展 

 外语学院： Let’s talk 口语培训班第一课开课 

 教育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动员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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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 

新常态 新际遇 新发展 

——温州大学共青团 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新学期工作会议召开 

2015年 3月 20日上午 9:00，温州大学共青团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新学期工作会议

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B409召开.校团委书记杨立淮，副书记屠霁霞出席会议，各学院、学区团

（工）委书记及团学主要学生干部与会。团委副书记屠霁霞主持会议。 

会上，校团委书记杨立淮运用简明生动的图示演示，扼要解读和部署了 2015 年校共青

团工作重点。他指出本年度全团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团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到：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着力推进团的思想教育引领工作；要围绕学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着力推进大

学生科技创新服务工作；要围绕大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要着力推荐校园文化育人工作；

要围绕新形势下基层团组织的活力创建，着力推进团的自身能力建设工作。其间，他还就“四

进四信”、“我的中国梦”、“与信仰对话”、网聚新媒体等新常态工作开展进行深入说明。

最后，他强调新时期的团工作不仅要求有“眼睛向下、重心下移”的工作胸怀，更要具有“眼

睛向外”的工作视野和统筹能力，积极服务学生成才与学校发展。 

屠霁霞副书记作近期重要会议精神解读。她根据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带领团干学习了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团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研究贯

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精神的通知、团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概

要）、2015年浙江省共青团工作要点等，倡导各级团干要以建设基层服务型团组织为统揽，

积极拓展团的创意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团的组织活力，用新常态思维渗透到各项工作中，

并就有关精神贯彻落实与团学活动的对接给出了积极建议。最后，她就温州大学 2015 年度

学院（区）共青团工作考核测评分表(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说明。 

随后，校团委老师就科创工作、大艺展、艺术团工作、志愿者、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

各项分管工作进行说明。 

本次会议为下阶段共青团工作统一了思路和意见，会上全团齐心一致，下一步将紧密围

绕学校育人中心和团工作“三化一库”的工作格局，积极创建平台、整合资源、着力服务，

不断推进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路径，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

努力提高团组织自身建设，科学谋划、务实创新，不断把全团工作引向深入，打造温大共青

团工作的新常态和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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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追梦立志 且行且思 

——温州大学团校第十五期学生骨干培训班开班典礼举行 

2015 年 4 月 13 日 18:30 分，温州大学团校第十五期学生骨干培训开班典礼在北校信息

楼隆重举行。出席本次典礼的有校团委书记杨立淮，校团委副书记屠霁霞、熊琳，校团委科

技创新部主任唐华，校团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晓华，校艺术团指导老师胡震鹏。各部门学生骨

干参加了本次培训。熊琳副书记主持典礼。 

全体人员起立奏唱团歌。熊琳老师首先介绍本次培训班基本情况，本次培训旨在利用教

育实践打造强有力的团学骨干队伍保障，培训班的形式灵活多样，既有专题讲座也有素拓培

训，以集中培训和小组分训的方式，增加各组成员的交流，锻炼组织活动能力。 

屠霁霞老师为本次团校生动致辞。屠老师指出上半年的学生骨干培训是指导同学们如何

更好地成为一名学生干部，同时她在剖析“什么叫骨干”时，指出“骨干是事物的主要部分，

起着支撑作用，而学生干部正是在团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对于如何成为优秀学生干

部，屠老师给出了“立志追梦，努力做人生的思想家”、“求志求是，努力做事业的耕耘者”、

“逐新逐沸，做时代的弄潮儿”、“且行且思，努力做人生的思考者”等几点建设性意见，

希望同学们做到人勤，手勤，心勤，学以致用，反馈到学习和生活中去。 

工作人员郭国栋宣读本期培训班考核条例后，来自人文学院的胡婉琼同学作为学院代表

进行发言，她通过回顾团校培训，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为同学们的时间管理等方面出谋划策，

鼓励大家“把握机会，明确目标，统筹规划能力”、“提高认识，严格纪律，遵守各项制度”

以及“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杨立淮老师为在场同学做以“网络新媒体背景下，开展团学活动的思维和方法”

为主题的专题讲座。杨老师通过现场提问同学思考“在以往工作中通过什么方式开展活动？

活动效果好吗？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改造和提升共青团活动”这三个问题，指出我们需要在

工作探索中强阵地、建队伍、发声音，利用共青团新媒体和网络宣传工作的独特优势，扩大

整体影响力，提高协同战斗力。同时，杨老师要求在场学生骨干把握网络新媒体的新趋势和

新机遇，着力做大做强共青团网络的工作队伍，强化互联网思维和新常态活动开展思路，开

辟团学工作新品牌。 

本次团校开班务实、高效。特别是精彩的第一讲带来了学生骨干工作在新媒体背景下的

工作思考与落实途径，为学员们在后续团学工作提供了不少实用的参考建议。学员们也纷纷

表示，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肩挑重任、不负使命，为学校的共青团工作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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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拓展】 

圆我一个特殊的“飞行”梦 

——飞行部落培训师队第一轮招新面试顺利进行 

2015 年 3 月 28 日，校团委素拓中心飞行部落培训师队在南校 5号楼 A 座 105 室进行了

第十一批培训师第一轮招新面试。这天，四百多位面试者陆续踏入面试场地，只为了圆一个

关于飞行部落的梦。 

上午八点三十分，第一批面试者到达等待区，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教室。在

正式面试之前，飞行部落第十批培训师队长张骏先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缓解了大家内心的

紧张，一如之前素质拓展培训时的破冰之旅。紧接着第十批培训师，同时也是主要面试官，

排着整齐的队伍，一字排开站在大家面前，响亮地喊出自己的名字。他们飒爽的英姿，自信

的眼神，坚定的声音正是底下面试者向往和憧憬的，也让此时的面试者跃跃欲试。 

随着培训师们回到各自所属的面试场地，上午的面试正式开始。面试者在工作人员引领

下进入不同的试场进行面试。面试者依次进入试场，不论紧张或放松、自信或害怕，都站上

讲台，写下自己的名字，精神抖擞地自我介绍，希望将自己百分之一百的优秀展现给四位面

试官。同时，在等待区，张骏队长不断给大家机会表现自我，让大家放下内心的压力，轻松

面试，他鼓励大家“你们都是披着人皮的王者，不要紧张，只要展现自己就好了！”通过编

者的询问，发现大多数面试者都是因为之前的素质拓展培训与飞行部落结缘，从而向往加入

这个优秀的组织。对于他们大部分人来说，今日的面试不仅仅是一次面试，也是一趟特殊的

圆梦之旅。 

下午的面试与上午的流程相似，但是面试的人数相比上午更多了，给面试官们和工作人

员增加了压力。但是飞行部落用它自己的态度展现了队伍的精神，认真对待每一位紧张的面

试者，给与他们掌声与鼓励，给他们提一些关于面试的小意见，让每个人都有所收获。 

飞行部落第一轮招新面试就这么平静地结束了，也许普通，但就像张骏队长说“如果接

下来的面试还是这么普通，我们就不叫飞行部落了！”所以让我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面试吧，

期待精英们的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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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 

沟通、交流、成就大运之梦 

——浙江省第十四届大学生运动会首批志愿者培训会举行 

2015 年 4 月 15 日 13:30，浙江省第十四届大学生运动会第一批大运会志愿者培训会在

北校法政楼 101教室如期举行。本次培训会由温州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举办，其中体育

学院院长袁建国老师、后勤集团党总书记陈兴桂老师和校团委书记杨立淮老师等相关负责老

师出席了此次培训会。 

培训上，袁建国院长拿出亲笔书写的毛笔字作品——“大运会使者”。五个大字，字字

苍劲有力，洋溢着满满的信心和期待。他提到：“我对大家能够担负起这次大运会志愿者服

务的重任表示感谢。志愿者在承载着志愿工作的同时，也是对外宣传的窗口。我们这一岗位

所做的具体工作，直接辐射全省 80 多所高校师生，社会影响极大。”诚挚的话引起在场老

师和志愿者们的热烈掌声。紧接着，体育学院赵海波老师通过 PPT、视频向大家风趣而详细

的讲解了健美操赛事的相关规则，让在场的志愿者们清楚的了解各自所负责的工作，同时也

为大运会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后，杨立淮书记发表讲话，并殷切地期望我们这一次

大运会能够圆满成功。每一名志愿者以自信、细心、热情来迎接每一支参赛队伍，创造一个

最好的志愿服务环境。志愿者们应服从老师安排，努力去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给每个人留下

最美温大的印象。 

最后，志愿者们跟随各自的负责老师进行分类型详细且系统的培训。每个老师和志愿者

们互相沟通和交流，为即将到来的省第十四届大运会做出最大的努力！愿大运会取得圆满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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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生活】 

溯初学区：首届体育文化节活动成功举办 

2015年 4月 18日，温州大学溯初学区首届体育文化节成功举办。上午 9:30左右，学区

党委副书记章志图老师为本次体育文化节致辞。章老师强调了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以及学区

对体育工作的重视。他希望同学们能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培育健

康的体魄，为专业学习和个人发展打好基础。随后，激烈的个人闯关赛拉开帷幕。个人闯关

赛分为七个有趣的小游戏，难度也逐级递增，吸引了不少同学来围观。如小型保龄球，游戏

要求参赛人员必须在 2米外用排球一次性击倒全部的矿泉水，一些参赛同学只一次就成功地

击倒了全部的矿泉水瓶，赢得了不少惊叹声。另外还有花样跳绳、鲤鱼戏珠、百发百中等精

彩的比赛。不少选手在过程中各显其能，闯过重重关卡，赢得了阵阵喝彩。 

之后，兼顾了趣味性和互动性的团体合作赛更是精彩纷呈。如指压板叠罗汉，每队中的

参赛者们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叠成所抽到的要求样式，从简到难。选手们为着团队的胜利，他

们不怕脏不怕痛，脱掉各自的鞋在旁边的地面上先练习，有背着队友的，有踩在队友脚上的，

都各出高招，团结协作，在指压板上摆出相应的样式。还有蜈蚣赛跑，同心协力等丰富多彩

的团队比赛。学区内各式比赛进展得如火如荼，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派欢乐轻松的气氛。 

在这次活动中，同学们体验到了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锻炼、增强体质的途径，更是一

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体验。本次活动将体育文化的性质、目的和精神等丰富内涵转化为

实际活动，有利于同学们增进友谊、增强凝聚力、欢悦身心并营造起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 

 

 

 

步青学区：教工党员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部旧址参观活动进行 

 

4 月 18日，温州大学步青学区教工党支部在学区党委何毅副书记的带领下，前往永嘉县

五尺村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部旧址，学习红十三军的革命精神。 

活动中，教工党员们参观了军部旧址陈列室、纪念馆。陈列室里，弹痕累累的红十三军

军旗，作战用的大铁锅、红樱枪、土枪土炮，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简陋的卧室、粗糙的棉被、

破旧的办公桌椅、公文包等都默默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而纪念馆里的关于红十三军的介绍、

一张张图文并茂的老照片也镌刻着那段永载史册的往昔。 

参观过程中，党员们一边认真聆听关于红十三军在艰难岁月里如何宣传十大政纲、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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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教育和发动人民群众配合全国土地革命战争等的历史，一边思索

和感慨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最后，教工党员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之情，参观了“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纪念碑”并合影留念。 

此次教工党支部活动，让教工党员们更切身地感受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深

刻地认识到了我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工作路线，更加坚定了教工党员进一

步加强学习，提高素质，献身党的教育事业，为“四个全面”战略实现贡献才华和青春的理

想信念。 

为加强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学区部分优秀学生党员一同参加了本次教工支部活动。 

 

 

 

超豪学区：第三届博然辩论赛激情开幕 

3 月 29日，超豪团工委学生会实践外联部举办的第三届超豪博然辩论赛在多功能教室如

期举办，出席本次辩论赛评委的是徐翊凌、董晓霞和杨哲峰。 

第一组辩题是爱情观，其中，正方观点是爱情在于天长地久，反方观点是爱情在于曾经

拥有。随着主持人铿锵有力的开场白，一场不见硝烟的激烈斗争就此拉开帷幕。正方一辩首

先陈述观点，认为爱情不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回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然而反方选手不

甘示弱，以爱情只有因为短暂才会感到美好加以还击，环环相扣，展现了过人的思辨能力。 

辩论赛一开始，双方锋芒就已经显露。最精彩的是法庭式盘问环节，双方都是措辞准确，

思维敏捷，抓住对方漏洞巧妙进行还击，这无疑是场精彩的对决。接着就是第二组上场了，

正方观点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反方观点是大丈夫宁死不屈，同样是精彩绝伦。最后出场的第

三组正方辩题是异地恋有没有未来，同样赢得阵阵喝彩和掌声。 

精彩的辩论赛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冠军组是第二组反方亚军组

是第一组正方，第一组正二辩手获得最佳辩手称号，第二组反二辩手获得最佳风采称号，由

董晓霞学姐为他们颁奖，此次辩论赛正式结束。 

此次辩论赛彰显了超豪学子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同时本着友谊第一的原则，增强了互

相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通过这次精彩的辩论赛，也展示了同学们的才气和灵活的辩论能力，

为同学们的课余时间增添了活力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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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关注】 

生环学院：海洋保护宣传调查活动成功举办 

2015 年 4 月 19 日上午八点，海洋协会在 A 区华表及主干道展开了本学期第二次活动—

—宣传及调查海洋保护问题，本次活动目的在于让各位会员更加了解海洋保护知识，同时也

让更多同学有关于海洋保护的意识。到场的人员有：会长毛一珺，海洋协会理事、干事及会

员。 

所有会员在 A区华表处集合完毕之后，由会长和理事给大家分发调查问卷，他们不仅带

头寻找过路同学填写并向会员示范宣传海洋保护知识的技巧，会员们听得格外仔细。作为海

协的一份子，会员们都争先恐后，纷纷上前寻找目标。面对过路同学时底气也变得充足起来。

在会员们有条不紊的讲解海洋保护知识时，时间也在慢慢流逝，本次活动也完美落下了帷幕。 

本次活动的意义在于：让海洋协会的会员们更加了解海洋环境保护；让会员们在活动中

了解知识，开阔眼界，也让更多同学了解海洋文化知识，树立海洋环境保护的意识。 

 

 

城市学院：第五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学生骨干）培养学院第一课开讲 

2015 年 4 月 17 日 12:40，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第五期青马学院第一课在二号楼 510 沟通

实验室开课。此次课程由城市学院团委书记范茂盛老师担任讲师。 

课程讲述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与繁荣而产生的环境破坏问题。讲师以浙江省为例，

分析了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情况与存在的坏境问题，详细说明了水源工程项目建设的现状。为

了使同学们了解到环境污染的重要性，范老师为大家详细解释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让此次

课程更加专业详细。 

随着经济增长，我们浙江省正面临着到底要金山银山还是绿水青山的两难境地，范老师

则用温瑞塘河治污历程来对此项选择进行了落实，温州正是很好的选择治理整顿环境的模范

城市！ 

该院对此次课程的实践活动的参与度很高，也对省内多处的河流进行了检测，此次课程

的教学时间虽然并不长，但是课程的内涵必定会让同学们对于环境保护有了更加深刻的领

悟，相信经过这次意义重大的课程后，大家都能自觉成为环境保护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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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超豪杯”大学生思想政治风采大赛人文学院选拔赛开赛 

2015年 4月 15日 15：30，“超豪杯”大学生思想政治大赛人文学院选拔赛在人文学院

101教室举行。 

首先为我们带来表演的是 14 中本一班的话剧《蜥蜴》。主角赵局长的本色出演让人赞

叹不已。而接下来 14 中本二班的《透视》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演员的投入和表演艺术具有

强大的感染力，观众在座位席上大呼过瘾。他们的诗朗诵《晨光，我做了一个梦》以特有的

清新和温暖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中本的表演结束后，广告的同学用生动形象的表演告诉

了我们什么是《大学的色彩》。而之后历本的压轴表演，深情地讲述了每个大学生心中的想

法——《我的未来不是梦》。最后的情景剧《不屈的生命》，让同学们在欢笑的同时收获了

美好的心情。 

最后，根据同学和老师们的评选结果，一二三等奖分别由《透视》、《不屈的生命》、

《蜥蜴》获得，其余的节目均获得了优秀奖。至此，“超豪杯”大学生思想政治风采大赛人

文学院选拔赛成功落幕。 

 

 

建工学院：测绘蓝天，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开展 

2015年 3月 28日 20:30， A区 11号寝室楼上演了一场艺术灯光创意展示。 

展示通过各寝室的志愿者控制日光灯开闭形成不同的图案。简单的几个图案之后，楼层

上开始出现了“3,2,1”的倒计时，紧接着的“60”表示熄灯六十分钟，“earth hour”是

地球一小时的英文表述，“JG”则是建工学院的拼音缩写。今年是建工学院“筑心”青协发

起“地球一小时”活动的第六年，这些不断变换的图案代表了温大建工人为地球一小时发起

的倡议：发挥你我的力量，测绘蔚蓝天空，扭转气候变化。 

今年，建工学院与步青学区联合发起倡议，在校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步青、超豪、溯初

三大学区积极响应与配合熄灯活动。当晚 20：30，步青学区的各个寝室楼准时熄灯。在熄灯

前的这段时间里，建筑工程学院团委学生会准备了精彩的环保小游戏和丰厚的奖品希望可以

让大家在游戏中了解地球一小时的意义。 

2015，全球继续关注雾霾问题，熄灯一小时旨在让人们携起手来，共同关注气候变化。

地球一小时，我们在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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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学院：2015 年暑期社会实践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 

2015 年 3 月 22 日 18：30，机电工程学院 2015 年暑期社会实践培训班开班仪式、动员

大会暨交流表彰大会在雁山厅准时召开。到场的嘉宾有辅导员孙双老师，林梅老师，学生会

主席团代表，各班学生。 

大会首先以精彩的实践视频总结了 14年的暑期社会实践，并对 14年各个实践获奖成员

及团队进行颁奖。紧接着是实践负责人吴雪娇给大一学生介绍暑期社会实践。她列出了实践

时的注意事项，提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实践，锻炼自我，将大会引向

高潮。各个实践队队长也纷纷上台作实践经验交流。团委副书记陈炳威学长分享的实践心得

与感想也让大家有了更多的感触。最后孙双老师对本次大会作了总结，强调了实践的重大意

义并鼓励在场同学积极参与实践。 

此次活动不仅总结了 14 年的暑期社会实践，也规划了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的新方向，

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为机电学院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政学院：“爱心饺子温暖老人心”团日活动开展 

2015年 4月 19日上午，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14行管班同学策划已久的“爱心饺子温暖老

人心”团日活动在溯初厨房开始了。全体同学按照预期策划分头开始行动，采购食材、买饺

子皮、买饺子馅儿、包饺子、联系老人......整个活动，全体同学积极参与，争相展示自己

的“才艺”。 

14 行管班的同学以省为单位进行分组，组内成员分工合作，按照“精心、热心、爱心、

孝心”的要求精心包出代表自己家乡特色的爱心饺子。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代表全班 13个省市地域文化特色和满满爱心的“十三省风采爱心

饺子”新鲜出炉。中午 11时左右，第一批满含同学们爱心的香喷喷、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

了大学城小吃街摆地摊的几位老人手中。同学们一边陪老人们吃饺子，一边给他们讲解经过

精心准备的“生意经”，告诉他们大学生一般喜欢什么样的商品、怎样宣传自己的商品等。 

之后，同学们还给茶山镇上的老人送去了热气腾腾的饺子，活动受到老人们的交口称赞

和感谢，同学们也在活动中得到了深刻的感悟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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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Let’s talk 口语培训班第一课开课 

2015 年 4 月 11 日下午一点半，由外国语学院主办的 Let’s talk 口语培训班第一课在

外国语学院 104教室开课。 

在培训班干事向学员们简单介绍培训班结业要求后，课程正式开始。首先外教 Rizchele 

Priagula Conde向学员们进行自我介绍，并让我们直接叫她 Riz。接着她向学员们介绍了这

一学期的课程安排，并以“Formal Introduction and Informal Introduction”的课题开

启了 Let’s talk 口语培训班本学期的第一课时。Riz 向学员们讲解了怎么样进行自我介绍

才能给对方留下印象的一些英语口语中的较为地道的句子，并且让学员跟着她一起大声朗

读，还耐心地纠正学员的发音。之后，Riz 给每个学员发了一张白纸片，让他们在纸上写下

一些关于自己的信息，比如专业兴趣等，并强调不要写自己的名字。学员们写完之后 Riz将

所有纸片收集起来，打乱之后又发给学员，让他们拿着别人的纸片去寻找对应的人，学员们

拿着不同的纸片去挨个询问，不仅能锻炼自己的口语，还结交了新朋友。Let’s talk 口语

培训班新学期新一课在欢乐中结束了，高质量的课堂让老师和学生都十分满意，期待下一周

更加精彩的课堂。 

 

教育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动员大会召开 

为使新生充分了解暑期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锻炼实践能力，4 月 1

日下午，我院于信息楼报告厅举行了暑期社会实践动员大会。出席本次大会的院领导老师有

嵇小怡副书记，陈秀雅老师。 

大会一开始，嵇书记致辞。首先嵇书记详细介绍了温州大学暑期实践队的概况，特别指

出了我校暑期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其次，书记向同学们介绍了以下暑期实践要注意事项：第

一点：先构思再策划，先设计再实践。合理科学的实践设计，为之后的暑期实践打下良好的

基础。第二点：实践中求合作。团队合作，与不熟悉的同学合作，进一步扩大人际圈。这着

实需要同学们认真对待。第三点：活动中求突破。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实践过程

中要人身安全、交通安全、饮食安全。 

陈秀雅老师讲话。她着重强调了实践主题的选定，如主题需要抓住社会的热点，吸引媒

体的眼球，关注大众的生活，实践活动才会出彩。 

老师们和各位队长给了与会者颇多启发，相信我们也将在这个夏天扬帆起航，开辟属于

自己的一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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