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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甘民师团字〔2019〕43 号 

 

关于印发《我校第十三届大学生社团科技文化节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院系团总支、各学生社团： 

现将《我校第十三届大学生社团科技文化节实施方案》印

发你们，请根据《方案》总体安排，认真抓好各项活动的开展

落实，确保社团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 

                         

 

                      共青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委员会 

                               二 0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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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第十三届大学生社团科技文化节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一步丰富校园文化，促进我校社团良性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社

团活动在学生素质拓展中的积极作用，打造校园文化品牌，营

造良好的校园科技文化氛围，增强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

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现举办我校第十三届大学生社团科技文

化节。 

一、活动主题 

     传承社团文化底蕴  尽显民院学子风采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月 

三、活动内容 

本届社团科技文化节分为校级活动和院系级活动，其中校

级主题活动 10项，由校团委和相关院系联合举办；院系级活动

63 项，由各院系团总支和各社团联合举办。 

   （一）校级活动： 

    主题活动一：第十一届“创新杯”计算机技能大赛 

时间:  2019年 11 月 10日至 11月 30 日 

地点：计算机楼 8、9实训室 

主办：校团委  计算机科学系 

承办：计算机科学系团总支  大学生计算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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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活动二：第四届电子实用观赏物制作大赛 

时间:  2019年 11 月 18 日至 12月 10 日 

地点：科技楼 A508 室 

主办：校团委  物理与水电工程系 

承办：物理与水电工程系团总支  大学生电子科技协会 

主题活动三：《红岩魂》经典话剧公演 

时间： 2019年 11 月 20 日至 12月 10 日 

地点：学术会堂 

主办：校团委  汉语系 

承办：汉语系团总支   璞玉影话社 

主题活动四：第十届导游词讲解大赛 

时间:  2019年 11 月 10 日至 12月 10 日 

地点：文史楼 3D实训室 

主办：校团委  历史文化系 

承办：历史文化系团总支  大学生旅游协会 

主题活动五:民风舞台服装秀 

时间： 2019年 11 月 20 日至 12月 20 日 

地点：音乐厅 

主办：校团委  美术系  

承办：美术系团总支  大学生民族服饰协会 

主题活动六： “辉煌七十载、奋进新时代”主题知识竞赛 

时间：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12月 10 日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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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校团委  马克思主义学院 

承办：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  大学生时政交流学社 

主题活动七：第十四届“青春杯”辩论赛 

时间：2020 年 3月 5 日至 3月 30日 

地点：音乐厅 

主办：校团委  马克思主义学院 

承办：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  大学生辩论协会 

主题活动八：第四届“书香致远”诗词大会 

时间: 2020 年 3月 10 日至 4 月 10 日 

地点：图书馆四楼 

主办：校团委  汉语系 

承办：汉语系团总支  经典诗文诵读协会 

主题活动九：校园“好声音”歌手大赛 

时间: 2020 年 3月 10 日至 4 月 10 日 

    地点：学术会堂 

主办：校团委   

承办：校学生会  大学生艺术团 

主题活动十：第五届“金话筒”主持人大赛 

时间:2020 年 4月 1 日至 4月 30日 

地点：学术会堂 

主办：党委宣传部    

承办：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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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系级活动（63 项） 

社团名称 活动名称 挂靠单位 

大学生英语沙龙协会 英文歌唱比赛 

外语系 

邦坚梅朵实践队 

赴特殊学校爱心活动 

慰问校园清洁工活动 

朝阳文学社 “归去来兮”文学知识竞赛 
马克思 

主义学院 

大学生演说协会 “言韵书香”读书分享会 

汉语系 

绿原文学社 

“博韵书香”原创诗词朗诵比赛 

“时光信件”书信寄存会 

大学生经典诗文朗读协会 “和诗以歌、传唱经典”活动 

大学生文创公社 “民俗逸韵”文创比赛 

大学生社会工作协会 福利院“爱之行”活动 

经济与社 

会发展系 

大学生新农村促进协会 

“乡村振兴战略”讲座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影视鉴赏 

大学生藏区经济研究协会 反假币宣传活动 

大学生法律咨询服务社 

“法律与生活”主题演讲 

“学宪法，讲宪法”知识竞赛 

大学生智趣数学协会 趣味数学知识讲座 

数学系 

大学生数学建模协会 WATLAB 绘图讲座 

格桑花青年服务社 我和图书馆有个约定 

大学生统计协会 “抽样调查”知识讲座 

大学生数学建模协会 WATLAB 绘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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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藏文书法协会 藏文书法作品展示 

历史文化系 
大学生资源与环境保护协会 废品利用“DIY创意之星”服装秀 

大学生历史论坛协会 
“铭记历史，圆梦中华”主题演讲 

历史知识主题辩论赛 

大学生动植物标本协会 

参观青藏高原动植物标本馆 

化学与生命

科学系 
动植物标本制作知识竞赛 

大学生科普协会 高原特有食用菌种植及标本观摩 

大学生羽毛球协会 羽毛球男女单打比赛 

体育系 

 

大学生健美操协会 “阳光健美操”比赛 

大学生武术散打协会 武术套路及散打比赛 

大学生足球协会 

足球趣味运动会 

足球分组对抗赛 

大学生篮球协会 篮球 3 VS 3比赛 

大学生跆拳道协会 “第一届”跆拳道品势比赛 

大学生启程音乐协会 “音为有你”歌词挑战赛 

教育科学系 

大学生多媒体课件制作协会 

“心中的民院”主题 PPT制作比赛 

“华夏巍巍屹宇中，七十春秋正峥

嵘”主题课件制作比赛 

大学生摄影协会 

校园摄影大赛 

摄影基础知识讲座 

大学生阳光心理协会 
“做情绪的主人”心理手抄报大赛 

“心灵驿站-愈见抑郁”演讲比赛 

大学生影视协会 

 

“五言六色”趣味配音大赛 

“如影随心”影视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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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藏汉双语协会 “藏汉双语翻译技巧”讲座 藏理科系 

大学生西藏文化交流协 藏文诗歌朗诵比赛 

藏语系 因明学协会 “因明学”辩论比赛 

达布丹文学社 文学写作比赛 

大学生教学模具设计与制作协

会 

“学以致用，动手制作”教学模具制

作大赛 

物理系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协会 第三届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大赛 

大学生家教协会 “教学相长、青春飞扬”说课大赛 

大学生书画协会 

第二届书画作品展 美术系 

大学生书画装裱协会 

扎念乐社 藏族民歌弹唱晚会 音舞系 

大学生计算机协会 计算机“百题”大赛 

计科系 

大学生动漫协会 

大学生动漫协会冬日祭晚会 

动漫人物形象设计大赛 

大学生记者团 

“院闻其祥”系列采访活动 

党委宣传部 

“民院故事”征集活动 

大学生国防先锋协会 军事理论讲座 学生处 

冈拉梅朵读者协会 “与书为友”百科知识竞赛 图书馆 

大学生红丝带协会 

用心关“艾”知识竞赛 

校团委 

预防艾滋病宣传公益晚会 

思源文学社 “这一年，我在民院”征文 

大学生艺术团 年度汇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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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表彰 

根据各院系、各社团在本届社团科技文化节期间活动的组

织开展和材料信息报送情况，将对文化节中涌现出的“优秀社

团”、“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社团负责人”和“优秀会员”

进行隆重表彰。 

五、活动要求 

1. 精心组织。要以本届社团科技文化节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活动课

程顺利实施。 

    2. 广泛宣传。各系团总支、各社团要紧紧围绕活动主题，

精心设计，依托信息载体、海报展板、微信微博等形式对各项

活动进行宣传报道，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3. 加强协作。各社团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沟通，发扬

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展现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氛围。 

4. 认真总结。各社团将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图片

及信息以电子版形式及时报送校团委，材料报送将作为表彰奖

励和年度评选“十佳社团”的依据。 

 

 

 

                              二 0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