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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周览 
我校教职工志愿者开展“保护母亲河 我们在行动” 

志愿服务活动 

6月 5日,恰逢第 48个世界环境日，我校志愿服务团“青刚”志愿服务队 70

余名教职工志愿者赴黄河花园口旅游区开展“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志愿服

务活动。 

志愿者们顶着酷暑，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互相配合，将烟蒂、饮料

瓶、果壳纸屑、包装袋等垃圾，统一打包后投放到垃圾箱。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经过近两小时的整治，清理过的地方变得干净、整洁、有序，来往行人也纷纷为

他们点赞。 

近年来，我校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工作，学校师生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的积极性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以“IEC”志愿服务队、“食为天”志愿

服务队、“青心”志愿服务队、“七彩梦”义务帮教服务队为代表的特色品牌志

愿服务团队，并涌现出一大批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多次受到省直文明办、

承办 



省教育厅、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等部门的表彰。（摘自：校园网） 

 

我校多措并举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月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化“省

级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学校于 5月份在全校开展

了“师德师风建设月”系列活动。 

一是开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习和主题宣讲活动。经济与管理学院、机电工

程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分别举办了“师德师风建设月”学

习讨论、主题教育等活动，带领全体教职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讲

话精神、《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并组织教职工结合自身学习、工作实际，针对“立德树人、践行师德”的思想认

识与做法开展了热烈的研讨与交流，畅谈了各自的感想和体会。 

二是开展师德楷模学习和重温教师誓词活动。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分别开展了“学楷模 践师德”教育活动，带领

全体教师学习了师德楷模黄大年、张玉滚、张丽莉、李芳的感人事迹，重温人民

教师誓词，打开了一扇扇师德心门，增强了广大教师立德树人的信念和决心。 

三是开展“师说师德师风”主题教育活动。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开展了以“能

动发展我献力”为主题的第四届师说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举

办了以“践行‘四有’标准，潜心立德树人”为主题的师说师德师风教育活动。

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传道授业·师德先行”师德师风分享会，展现了新时代教师

应具备的优良师德师风。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激

励广大教师学师德典型、讲师德故事、悟师德真谛、践师德品行，促进形成优良



师德师风。 

四是开展身边师德榜样选树活动。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召开国家“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王永华教授师德师风报告会；外国语学院举行优秀教师表彰暨 2019 年

教风学风建设大会，政法学院开展“扬师德、彰师风”为主题的征文活动。通过

活动，教师们对新时期教师应具备的师德师风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明白

自身既要做立德树人、为人师表的典范，又要做勤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典范，更

要做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典范，要在立德树人过程中，以优良的教风和师德师

风，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摘自：校园网） 

 
短讯集锦 

【思想引领】 

★6 月 3日，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和建筑环境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主教楼前

广场举行了“弘扬传统文化”主题升国旗仪式，两学院 40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

活动。此次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民族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增强了师生民族责任感和

民族文化自信，激励了师生用实际行动弘扬传统文化，共筑传统文化美好未来。

（记者：张鑫红） 

★6 月 3日，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二教楼 816室开展了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微团课活动，该学

院食品科学与工程 1802 班团支部全体成员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进一步激

励了同学们大力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坚定了他们的爱国信念，在

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记者：张鑫红） 

★6 月 3日，艺术设计学院在禹州实习实训基地举行了“只争朝夕，不负芳

华”主题升旗仪式，软件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参加实习实训的师生 400 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增强了同学们的历史使命感，同时让同学们更加了解



珍惜时间和努力学习的重要性，激励他们用昂扬的斗志，拼搏的姿态，青春的活

力诠释梦想，迎接新挑战，开始新的征程！（记者：张鑫红） 

★6 月 4日，经济与管理学院在科学校区经管楼 116室召开了高考期间学生

管理和假期安全教育大会，该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陈章美、分团委书记姚少华、学

工办主任刘海廷、专职辅导员陈莉洁以及该学院全体班长、团支书参加了会议。

此次活动使同学们的安全意识和纪律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确保了端午节和高

考期间的安全稳定和考试纪律，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记者：张鑫红） 

★6 月 5日中午，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在东风校区召开了高考期间学生管理

及安全稳定工作会议。本次大会的召开不仅表明了学校师生秉承校训，传承校风，

力求建设优良学风、杜绝考试作弊的坚定决心，而且为诚信校园建设营造了良好

氛围。（记者：侯佳妮） 

★6 月 5日中午，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邵建敏在工程楼 407会议

室为本科生党支部全体党员上了一堂题为《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的党课。

此次活动引导了学生勇于担当起历史和社会的责任，努力学习，打牢坚实的文化

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记者：

侯佳妮） 

★6 月 5日中午，软件学院在科学校区软件楼 219召开了以“不忘初心，继

续前行”为主题的毕业生党员大会。此次大会有助于毕业生党员展现党员应有的

精神风貌，担负合格党员应有的责任，牢记母校嘱托，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

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记者：侯佳妮） 

★6 月 5日下午，政法学院在科学校区政法楼 212室召开了期末考试动员暨

安全教育大会，该学院全体辅导员及各专业班级学生干部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此次大会的召开使同学们更加明确了学习目的，进一步认识到了诚信考试的重要

性，有利于营造积极向上、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记者：侯佳妮） 



★6 月 6日中午，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与后勤保障服务中心在科学校区联合

开展了以“暖暖粽香四溢，浓浓温情更深”为主题的端午节宣传教育活动。此次

活动的开展使同学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传统节日，引导他们感受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对校园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记者：郭晓莉）  

 

【创新创业】 

★6 月 3 日，软件学院在科学校区软件楼 219 室举办了“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院级选拔赛，该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马欢、分团委书记刘放美及各参赛队参

与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有利于激发同学们的创造力，切实提高他们的创新精神

和创业能力，推动更高质量的的创业就业。（记者：张鑫红） 

★6 月 4 日，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级全体营销系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云

和数据集团进行了参观、学习。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同学们对互联网及大数据行

业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并了解到营销专业知识与互联网行业的融合与应用，同时

也使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和选择的方向。（记者：侯佳妮） 

★6 月 5 日上午，机电工程学院在东风校区教三楼 202 室召开了 2019 届毕

业生工作大会。本次大会帮助毕业生梳理了离校前的工作，引导他们将感恩母校

化作行动，为毕业生系列工作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记者：侯佳妮） 

★6 月 6日下午，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在东风校区东一楼 218室举行了创新

大赛颁奖仪式，河南嘟嘟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及就业

创业专职辅导员出席会议并为获奖同学颁奖。本次颁奖活动的举办，点燃了广大

学子创新创业的激情，提高了创新创业的意识和能力，并为创新创业教育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创造了积极向上的校园风气。（记者：郭晓莉） 

 

【文化艺术】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开展了为期 4 天



的“老师我想对您说”活动。本次活动的举办，让老师与学生彼此互动，给老师

留下了感慨和欣慰，也提高了同学们识恩、知恩，懂得感恩以及向师长、学校和

社会报恩的思想觉悟。（记者：罗传传） 

★6 月 2日，政法学院在科学校区三教楼 208室举行了“青春留夏，情忆政

法”送 2019 届毕业生晚会，该学院党政领导、辅导员、各院系特邀嘉宾及 19

届全体毕业生参加了本次晚会。本次毕业生晚会通过带领毕业生回忆过去、憧憬

未来，增进了师生之情、同学之谊。（记者：罗传传） 

★6 月 2日，经济与管理学院在科学校区樂吧咖啡书屋举办了第十四届棋类

大赛，各学院学生会成员及部分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促进了同学们之

间的相互交流，也让更多他们体会到了国粹的精深，，营造了艺术文化气氛，有

利于引导他们积极开动思维，培养兴趣爱好，扩大交友范围，丰富他们的校园生

活。（记者：张鑫红） 

★6 月 2日下午，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活动中心 218 室举办了第

二届“青年之声”朗诵比赛活动，该学院 2017 级、2018级各班级队伍及学生会

主要学生干部参与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不仅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

台，提升了团队合作意识，丰富了他们的第二课堂，也积极倡导了他们弘扬五四

爱国精神，展现了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记者：张鑫红） 

★6 月 3 日，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在东风校区电气楼前广场举行了 2019 届毕

业生捐赠仪式，该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教师代表和 2019 届毕业生代表参加了仪

式。此次仪式表达了莘莘学子对母校的一片真挚的祝福和深厚的感情，将本校文

化通过捐赠形式传承下去的决心，更展示了学子心存感恩、不忘初心的精神风貌。

（记者：罗传传） 

★6 月 4日中午，后勤保障服务中心、学生处、校学生会、园区团工委、数

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学生会在东风校区教三楼 103 室举办了“宿舍文化艺术节”



表彰大会。此次活动有利于引导广大同学积极关注生活环境，不断增强宿舍成员

的凝聚力，进一步发挥和延伸了学生公寓育人功能，促进了校园文化建设。（记

者：张鑫红） 

★5 月 9日至 6 月 4日，政法学院在科学校区开展了以“扬师德、彰师风”

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活动进一步深化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了师德

师风建设，规范了教师从教行为，为强化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建设高水平轻

工业大学战略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记者：侯佳妮） 

 

【学习交流】 

★6 月 2日，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二教楼 804室举办了“正学风 

聚能量”英语四六级模拟考试，该学院同学参加了本次模拟考试。本次英语四六

级模拟考试使得同学们熟悉了考试流程安排，激励了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备考心态

迎接英语四六级考试，同时加强了学校的考风考纪，进一步推动了学校优良学风

建设。（记者：罗传传） 

★6 月 3日，建筑环境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星空众创空间 108室举行了大学

生英语四六级模拟考试，该学院各年级近 100 名学生报名参加了此次考试。本次

模拟考试营造了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提高了学生的应试技巧与心理素质，让他

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考试流程，熟悉了考试难点，明确了复习方向，为即将到来的

英语四、六级考试做好准备。（记者：罗传传） 

★6 月 4日晚，政法学院在科学校区二教楼 802室举办了“道德讲堂”活动，

该学院第 60期、61 期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本次活动。本次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接

受了道德的洗礼，传播了奋发向上、勇于奉献的青春正能量，更是弘扬了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鼓励同学们不断完善自我，争做高尚道德的践行者、传播者。（记

者：侯佳妮） 



★6 月 5日下午，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四教楼 503会议室开展了

道德讲堂活动。本次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体会到了一种社会责任感，接受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道德洗礼，有效引导了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行，共同营造文明校园的

良好风貌。（记者：侯佳妮） 

 

【志愿实践】 

★ 6 月 3 日，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在华中师范大学万科附属小学开展了以

“食品安全记心中，健康成长伴我行”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寓

教于乐，同时让志愿者们通过这次活动传递了志愿精神，实现了自我价值，增强

了社会责任感，用自身行动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记者：罗传传） 

 

【心理健康】 

★5 月 8日至 6 月 3日，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开展了蒲公英心理素

质提升项目系列活动。本次活动贴近学生生活，使同学们加深了对心理健康的认

识，学到了关于人际交往能力、情绪管理、宿舍人际构建、班级团队建设等知识，

同时发挥了学生骨干的积极作用，加强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体系建设。

（记者：罗传传） 

★6 月 3日，外国语学院在东风校区该学院心理健康辅导室召开了阶段性心

理工作会议，王纯老师和该学院心理部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进

一步加深了学生干部对心理健康工作的认知，显著提升了大家的认同感和使命

感，为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者：罗传传） 

 

 



【团日活动】 

★6 月 3日晚，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四教楼 503室举行了“我心

中的榜样”主题团日活动，该学院材料物理 1801 团支部全体成员参加了此次活

动。此次活动有利于鼓舞同学们向榜样人物学习，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

激发他们昂扬的斗志，向着心中的榜样前进。（记者：张鑫红） 

★6 月 4日，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在科学校区四教楼 503室开展了“传承五

四精神，做新时代青年”主题团日活动，该学院电子科技 1802 团支部全体成员

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鼓舞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和

奋斗目标，增强了他们的责任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记者：张鑫红） 

★6 月 4 日，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2018 级各班在科学校区召开了“健康生

活，幸福未来”疾病预防知识主题班会，该学院 2018 级全体同学参加了此次活

动。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了解到常见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清楚了预防疾病的相

关措施，同时也督促同学们改正不良生活习惯，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推

进了平安校园建设。（记者：侯佳妮） 

★6 月 5 日，软件学院在禹州实习实训基地 1 号实训楼 B303 室举行了纪念

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主题团日活动，该学院 2018 级 5 班团支部全体同学参加了此

次活动。此次活动使同学们明确了新时代赋予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激励

了青年学生牢固树立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坚定了他们在砥砺奋进中

贡献青春力量的决心。（记者：张鑫红） 

 

【社团风采】 

★6 月 3日至 4 日，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会在科学校区清苑餐厅门口举办了

以“香粽怀明心，轻大浓真情”为主题的端午节特别活动。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

让同学们重温了历史遗留的传统美德，而且提高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记者：侯佳妮） 



★6 月 6日，园区团工委和营养美食协会在东风校区食堂前、二区三四号楼

之间联合举办“粽香端午”活动。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增添

了他们的“第二课堂”成绩，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出了一份力，展现了校园

学子的风采。（记者：罗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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