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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电团字〔2017〕58 号

关于开展 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

主题团日活动的通知

各基层团委：

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

的成长故事，更加全面、历史地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

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地位的重大意义，以

奋发向上、团结一心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

校团委特决定开展“与信仰对话：青年的楷模，学习的榜样”

主题团日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与信仰对话，青年的楷模，学习的榜样

二、活动内容

共青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文件



2

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深入开展“与信仰对话”主

题教育活动。以保持和增强青年团员的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为基本要求，通过自学、主题团课、社会调查、志愿服

务、科技、艺术、媒体类等一系列活动, 促进我校青年学生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不断书写奉献青春、融身社会

的时代篇章。

三、活动开展形式

1、认真开展自学。各基层团委可通过举办宣讲会、报

告会、培训班、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组织团员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

作的重要论述。

2、开展主题团课。各基层团委组织每名团员在 11 月中

上旬，集中开展一次以“与信仰对话：青年的楷模，学习的

榜样”为主题的团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青年时期的成长故事，从思想上和情感上认同习近平总

书记的光辉榜样。

3、开展社会调查。各团支部可围绕“知青岁月”相关

内容，结合社会热点和专业，开展社会调查：（1）大学生职

业规划调查；（2）大学生的价值观调研；（3）大学学风调研

等。

4、开展志愿服务。各团支部可通过组织参与志愿活动

来诠释和践行《知青岁月》中阐述的精神：（1）“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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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2）校友寻访与杭电故事寻访；（3）其他志愿服

务活动。

5、开展科技类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意识，借助改

造平台张扬个性，展现大学生最有活力的一面，培养同学们

的实践与合作精神。可开展“重生-旧物改造”、“走进实验

室、走进企业、实地探索”等活动。

6、开展艺术类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

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大学生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可开展

“朗诵经典”、“方寸之间-创意涂鸦”、“随风摇曳寄相思-铃

动杭电”等活动。

7、开展新媒体类活动。为丰富杭电校园文化，给广大

同学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彰显个人魅力的空间。可开展“好

音相伴-再续经典”、“光影之间-微电影创作大赛”、“H5 页面

制作”，以及图文综合类等活动。

四、活动对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全体在校学生（其中“十佳团支部”

评选面向全体大一新生，“活力团支部”评选面向全体在校

学生）

五、校赛展示形式

以自选项目完成的实物开展评比，以团支部为单位展示

实物，由评委进行评分。

六、活动进程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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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院赛（11 月上旬）

各基层团委组织各团支部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团

日活动并组织院赛。院赛组织形式不限，可通过宣讲会展示

评选，推荐先进，力求覆盖全体团员青年。

第二阶段 校赛（11 月中下旬-12 月上旬）

决赛由评委评分决定。基层团委组织各团支部上交 1 个

作品，由相关评委进行作品评分，现场展示有关事项另行通

知。

七、奖项设置

院赛由各基层团委负责评审及表彰事宜，每个学院推荐

2—3 个优秀团支部参加校赛。十佳团支部校赛现场评选产生

“十佳团支部”，活力团支部校赛现场产生“活力团支部”。

同时，赛后根据各基层团委和团支部工作开展情况，评选学

院组织工作奖 4 名、组织工作先进个人和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每学院各 2 名。校团委负责校赛评审及表彰事宜。

八、具体要求

1、各基层团委要做好组织宣传工作，组织各团支部积

极开展团日活动，并通过人人网、微信、微博等媒介分享图

片、文字和视频等活动材料。各团支部发微博时要@各基层

团委，各基层团委经过筛选后转发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团

委、杭电中特会（新浪微博）或杭电中特会（腾讯微博），

组织相关人员对各团支部递交的材料进行评审，并结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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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推选入围校赛的团支部。

2、各基层团委于 11 月 17 日晚 20:00 前将所有相关材

料（详见附件 2-7）电子版打包发送至校中特会邮箱

hduzhongte17@163.com，并将附件 2至附件 6的纸质材料（一

式一份）交至校中特会办公室（综合楼 302）。请各团支部负

责人加一下杭电 2017 级团支书群，群号 214559808，方便通

知各类消息。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宋星远 86878601

傅炯钰 1778857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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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

活动各类活动简介

2、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

活动“十佳团支部”申报表

3、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

活动组织工作奖申报表

4、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

活动组织（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5、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

活动学院申报情况汇总表

6、“活力团支部”候选集体申报表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团日活动 与信仰对话 活力团支部

抄送：校党委、团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各学院

共青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23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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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活动

各类活动简介

一、艺术类活动

1、“方寸之间-创意涂鸦”活动

利用校内闲置物品（井盖和堆积的轮胎等），为涂鸦爱

好者提供展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彰

显现代大学生的个性魅力。以团支部为单位，将自己的创意

以平面作品的形式上交，注明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意义。

最后根据实物展示效果和平面作品等评定，邀请评委老师进

行评选打分。

2、“随风摇曳寄相思-铃动杭电”活动

拂风掠过更无痕，悦耳风铃流心中。叮叮当当，通过灵

活的双手，创作的风铃可以装点校园，为校园风景注入新的

色彩。以团支部为单位，将自己的创意以平面作品的形式上

交，注明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意义。最后根据实物展示效

果和平面作品等评定，邀请评委老师进行评选打分。

3、“朗诵经典”活动

各团支部可通过组织参与朗诵经典活动去了解、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各成员间可相互交流体会心得，更好

地去理解经典的精髓。



8

二、新媒体类活动

1、“好音相伴-再续经典”活动

现在正值新同学熟悉大学校园生活期间，作为面向新生

的主题团日活动，我们决定开展此次电影配音活动。通过主

题，确定相应范围内的电影名单，发挥你的创意，加上团队

的配合，让同一部电影，演绎出不一样的风格。我们希望每

个人，都可以从这次电影配音中，收获些什么，留下一份属

于自己的感悟。

以团支部为单位报名参赛，参赛的评分标准为两部分：

（1）作品的立意 （2）演员的情感表达效果。

2、光影之间——微视频创意大赛

通过光与影的传递，传达团日活动的主题精神，在一幕

幕场景的自然切换中，不仅带给人强烈的视觉感受，也让人

印象深刻，在美妙的感官体验中，学会合作，发觉潜能，提

高自身修养。通过团日活动主题自行确定视频内容，发挥创

意，配合团队，共同弘扬正能量，需富有创新意识。各团支

部可以相互合作，但作品必须以团支部为单位上交，作品使

用 flv 格式，视频长度 4-8 分钟。（参加活力团支部的队伍

需将作品上传至“腾讯视频”网站）

评比内容：(1)作品对主题的契合度

(2)作品的创意性

(3)演员的情感表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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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5 页面制作

H5，即为 HTML 5。H5 页面类作品基于 H5 网页技术，包

括“云来”“兔展”“易企秀”等新媒体软件设计的产品，作

品长度为 10-20 幅页面。

4、图文综合类

图文综合类作品可包括漫画、书画、摄影、海报等作品，

文体适合网络新媒体的语境语感，文字内容和配图和谐一

致，以微信公众平台为载体发布，图片去水印。

“活力团支部”参评的注意事项：各团支部制作的新媒

体作品须为原创，主题鲜明、内容新颖、寓意深刻。内容主

要反映自“活力提升”工程开展以来，团支部在提升组织活

力、工作开展活力、团员参与活力和宣传展示活力等四个方

面的特色成果和经验做法，既可全景展示团支部活力提升的

整体创建成果，也可以特景展示团支部活力提升的突出方面

和典型特色。

（新媒体类活动大致分为 4 类，其中参加“活力团支部”

评比的需完成 2,3,4 三类中任意一个，并将新媒体作品链接

在申报表中一并报送。参加“十佳团支部”评比的 1,2,3,4 类

活动均可）

三、科技类活动

1、“重生-旧物改造”活动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一些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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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它们被我们堆砌在寝室的角落里。为了提升大学生创新

能力以及增强环保意识，我们提出“重生——旧物改造活

动”，同学们可以将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旧物，利用自己的创

新思维设计成一个实用或者是有设计感的手工物件。通过旧

物改造大赛，宣传废品再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学可以

以零成本且环保的方式让和谐温馨氛围弥漫校园。以团支部

为单位，将生活旧物改造成学校或者寝室里需要的东西。

评比内容：(1)作品本身的设计和美观程度

(2)作品的实用性

2、“走进实验室，走进企业，实地探索”活动

对于大一新生而言，刚进校园的他们对大学有着美好的

憧憬。走进大学实验室，走进企业，和研究生，企业精英们

做一次交流，也许会让他们对未来有更加美好的规划和憧

憬，回到自己的学习中，也会更加事半功倍。如果选择的专

业与理科无关，那么他们或许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与科技前

沿接轨的大学实验室学习的可能，我想对于同学们来说，是

遗憾的。如果选择的专业是理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提早

走进实验室，提早接触一些事物，对于他们今后的学习乃至

人生道路，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人生，要有丰富的经历，

即使将来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但仍然是经历的一种财富。

因此，我们借此“走进实验室，走进企业”的活动，拓展学

生眼界，丰富经历和知识，让他们对于各类学科专业有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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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认知过程，帮助他们更好找到自己的目标。以团支部为

单位报名参加，上交一份调研报告，报告中可以包含实地调

查照片，调研过程，访谈录等。最后由评委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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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活动

“十佳团支部”申报表

学院：____________

团支部

名称

负责人 电话（长号、短号）

活动主题

活动介绍 可另附纸

团支部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团委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申报“十佳团支部”填写，上交的电子材料需另附活动照

片一张。具体评选时间另行通知。



13

附件 3：

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活动

组织工作奖申报表

学院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参加团日

活动团支

部数

参加团日

活动团小

组数

参加团日

活动团员

人数

活动成效
可附后（应至少包括活动开展情况、院赛评比

流程、微博微信动态等图文说明）

活动总结 可附后（不少于 1500字）

学院团委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团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格由各基层团委填写申报，需同时上交电子和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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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活动

组织（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姓名 学院/组织

政治面貌 联系方式

类别 □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团日活动

个人总结
可附后（不少于 1000字）

学院团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各基层团委、学生组织中的个人填写申报，需上交电子材

料和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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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7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信仰对话”主题团日活动

学院申报情况汇总表

学院：____________

申报项目 □是 □否 申报组织工作奖

“十佳团支部”

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学院团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各基层团委填写申报，需同时上交电子与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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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活力团支部”候选集体申报表

学院： 年级：

团支部名称

团支部书记姓名 联系电话

团支部团员人数 联系邮箱

主要事迹

（1000 字

以内，文

字鲜活生

动，适宜

在新媒体

平台上传

播报道）

备注：团支部名称请务必详细，如 XX 学院 XX 专业 XX 年级 XX 班团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