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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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 号 

 

 

 

关于印发《疫情防控期间校园文化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院系团总支： 

    现将《疫情防控期间校园文化活动实施方案》印发你们，

请结合后期各活动项目子方案抓好落实。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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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校园文化活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及教育厅

的有关工作要求，围绕学校育人根本任务，坚持以生为本的

原则，积极探索防疫期间我校校园文化活动实施新模式，使

校园文化活动与“抗疫”结合、与第一课堂学习深度融合，

保障广大团学青年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我校活动课程

的顺利开展，促进学生自主化、高效化学习和个性化发展，

特制订本方案。 

一、活动目的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温

馨和谐、高雅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2020届毕业生即

将带着自己的成长和感悟离开美丽的校园，开始新的征程，

为体现对毕业生的人文关怀，将毕业生的热情引导到感恩母

校、立志成才和服务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中来，校团委决定

开展毕业季活动。 

二、活动主题  

塑大学精神，建和谐校园 

三、活动时间 

2020 年 6月 1 日—7 月 30日 

四、活动对象 

在校团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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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内容 

疫情防控期间，我校学生活动主要以线上开展和户外开

展为主，线下开展和室内开展为辅的原则进行。各项活动以

项目化推进，计划由校团委主办开展校级层面主题活动 10

项。 

主题活动（一）：“这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青春”---最

美毕业照、视频或微电影征集活动 

1.活动主旨：我们相聚在美丽的羚城，相识、相知在美

丽的甘肃民院。毕业在即，最舍不得的或许就是那个睡在上

铺的兄弟姐妹；或许是勤奋耕耘的图书馆，或许是挥洒汗水

的运动场，或许是绽放青春的舞台……这些大学生活的点点

滴滴，需要用镜头去记录。     

2.活动时间：5月 20 日—6 月 20 日 

3.活动对象：2020 届毕业生 

4.活动形式：全校征集毕业生个人、集体相片、短视频

或微电影，并将收集到的作品在“青春民院”微信公众平台

进行投票评选。评选出最生动精彩的单人十佳照片、集体十

佳照片、十佳感人短视频或微电影，入选作品将获得奖品一

份，并在 2020 届毕业生成果展展出。经典作品经过编辑后

可在毕业典礼上播放。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校团委思源编辑部 

主题活动（二）：“致敬最美逆行者”--- 诗文诵读比赛 

1.活动主旨：致敬最美逆行者，就是向奋战在抗击疫情



4 
 

最前线的医学专家、医护工作者，向为防疫工作默默奉献的

各行业劳动者，表达敬意，为他们加油！弘扬逆行者大爱，

展现大家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2.活动时间：6月 1 日—6 月 25日 

3.活动对象：在校团学青年  

4.活动形式：全校线上征集“致敬最美逆行者”诗文诵

读短视频，并将征集到的作品根据主题、内容、形式、朗诵

技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选。评选出最精彩的视频诵读作品 10

名，进行现场无观众决赛，决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

秀奖 10 名，颁发奖状和奖品。并将决赛制作成短视频，在

“青春民院”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将决赛结果宣传展示至各

班级团新媒体群。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各院系团总支 

主题活动（三）：“致我的青春”--- 毕业生优秀日志、

博文、随想、诗歌、文章征集活动 

1.活动主旨：大学时光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

美丽的相思湖畔每天都有感人的故事发生，这些故事随着时

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淡忘，只有文字记录着我们的

青春。 

2.活动时间：5月 20 日—6 月 20 日 

3.活动对象：2020 届毕业生   

4.活动形式：线上发文征集作品，参与者注明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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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系、班级、联系方式。并进行优秀作品评选，对优秀文

章或整理汇编成册，或在学校和青春民院微信公众平台推送，

或在共青团期刊《青春的轨迹》进行刊发，并颁发证书和奖

品。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思源文学社 

主题活动（四）：“爱我祖国、兴我中华”---主题演讲

比赛 

1.活动主旨：爱国是每一个国家公民最基本的道德素质

要求,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团结和谐

发展的纽带。莘莘学子通过自己的演讲，阐述我们有一个强

大的祖国，各种困难都能够战胜，可通过祖国“抗击疫情、

战胜疫情”等重大困难和挑战为例，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

国家强盛的热烈企盼和立志成才建设祖国的赤子之心。 

2.活动时间：6月 10 日—7 月 1日 

3.活动对象：在校团学青年  

4.活动形式：全校线上征集“爱我祖国、兴我中华”主

题演讲比赛短视频，并将征集到的视频根据内容、形式、演

讲技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选。评选出最精彩的演讲短视频 10

名，进行现场无观众决赛，决赛由评委团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及优秀奖 10 名，颁发奖状和奖品。并将决赛制作成视

频，在“青春民院”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将决赛结果宣传展

示至各班级新媒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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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各院系团总支 

主题活动（五）：“感恩老师”--- 寄送“学生心意卡”

活动 

1.活动主旨：师恩如山，师情难忘。大学生活即将结束，

同学们对多年来教导过自己的恩师必定会有许多感恩的话

想要表达。别离的季节，让毕业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

师的感激。     

2.活动时间：6月 10 日—6 月 20 日 

3.活动对象：2020 届毕业生 

4.活动形式：校团委统一定做并提供带信封的精美贺卡，

每位毕业生两张。学生把对老师的感谢之辞和祝福写在心意

卡上，于毕业典礼前后寄送给最喜欢的老师。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各院系团总支 

主题活动（六） ：“我与母校共成长”--- 毕业生为学

校发展建言献策 

1.活动主旨：四年的大学生活，每一位学子都沉淀了许

多感悟、许多成长。这不仅是人生的财富，也是日后甘肃民

院学子们的财富，更是学校的财富。毕业生带走的是知识，

留下的是经验和对学校的希冀。     

2.活动时间：6月 1 日—6 月 15日 

3.活动对象：2020 届毕业生 

4.活动形式：网上留言、茶会 

（1）开展“我与母校共成长”---毕业生为学校发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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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献策网上留言，学校在校园网、共青团网站开设“我为母

校发展建言献策”、“祝福母校”专栏，毕业生进入专栏留言。

留言请注明作者及联系方式，校团委将对留言进行整理汇编

成册，并在 2020 毕业生成果展中展出，被学校采纳的建议

将赠送精美纪念品一份。     

（2）开展“我与书记、校长面对面”——毕业生代表

与校领导进行茶会活动，与党委书记、校长面对面共商学校

发展大计。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各院系团总支 

主题活动（七）：“阅读让我成长”---优秀读后感征集

活动 

1.活动主旨：引导广大学生坚持每天阅读，适量使用电

子数码产品，开展“每天阅读一小时”“我最推荐的一本书”

等活动，倡导广大学子多读书、读好书。在读书的基础上，

开展“阅读让我成长”优秀读后感征集活动，鼓励同学们多

写作、多思考，在读书思考中汲取力量、提升修养，涵育理

性平和的心境品格。 

2.活动时间：6月 1 日—7 月 20日 

3.活动对象：在校团学青年   

4.活动形式：线上发文征集读后感，参与学生注明作者、

所在院系、班级、联系方式。并进行优秀读后感评选，对优

秀读后感或整理汇编成册，或在学校和青春民院微信公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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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推送，或在共青团期刊《青春的轨迹》进行刊发，入围作

品颁发证书并颁发奖品。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各院系团总支 

主题活动（八）：“我们的荣誉”--- 2020 届毕业生成果

展 

1.活动主旨：四年的大学生活，每一位学子都沉淀了许

多感悟、许多成长，青春，我们曾奋斗过、也曾辉煌过，将

积累的各项荣誉、各种成果、珍贵照片，通过多场合、多形

式展示宣传毕业生的记忆和荣光。 

2.活动时间：6月 10—30日 

3.活动对象：2020 届毕业生 

4、活动形式：各院系将本院系毕业生获奖情况（校级

以上集体、个人荣誉）进行统计和收集，制作成展板在划定

区域展出；各学院对本届毕业生举办的亮点活动进行盘点和

回顾，制作成展板在划定区域展出；各院系对 2020 届毕业

生中的就业创业典型在划定区域进行展板展示；校团委将征

集到的祝福留言、毕业照、毕业生日志、博文、随想、诗歌、

文章等入选作品制作成展板展出，并对入选作品进行颁奖。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各院系团总支 

主题活动（九）：“情系母校、梦想启航”--- 2020 届毕

业生欢送晚会 

1.活动主旨：在大学四年里，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

情，有开心的、有难过的，而大学毕业，意味着要离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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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园，踏入社会，去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也是一个梦开

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校园里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当离

开时都怀有一份留恋,让我们用歌声、用掌声、用心语、用

我们最美好的姿态，为即将远行的学子送上最真诚，最深厚

的祝福。 

2.活动时间：6月 10—20日 

3.活动对象：在校团学青年  

4.活动形式：全校线上征集“情系母校、梦想启航”文

艺节目视频，节目包括独唱、小合唱、器乐演奏、舞蹈展示、

情景诵读，各类节目人数最多不超过 4人，并将征集到的作

品根据主题、内容、形式、技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选。评选

出最精彩的视频作品 8—12 个，举办无观众现场演出晚会。

并将演出制作成短视频或 MV，在“青春民院”微信公众平台

发布，将晚会场景宣传展示至班级新媒体群。入围展演节目

表演者颁发奖品。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各院校团总支 校学生会 

主题活动（十）：“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荧

光跑” 

1.活动主旨：活动面向全体团学青年展开，以“绿色·健

康·运动”为宗旨，号召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

操场”通过参加校园 APP荧光夜跑活动这一具有青春、活力、

健康的健身运动方式强健身心、释放压力，迈向健康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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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2.活动时间：6月 20—7 月 20日 

3.活动对象：在校团学青年  

4.活动形式：参加荧光跑的学生，每天晚自习后在西操

场进行跑步，通过 APP系统管理打卡进行，跑步不计时，每

天足额跑够 3千米即可认定完成任务，持续坚持 10天以上，

颁发“运动达人”荣誉证书和奖品。 

5.活动主办：校团委    协办：校学生会 

六、活动要求 

（一）组织动员。各院系要把各项活动方案和要求传达

到每个学生当中。动员和引导学生配合学校和院系的安排，

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      

（二）宣传报道。要利用橱窗、宣传栏、网络、新媒体

等各种宣传平台对活动通知及活动开展结果毕进行宣传，营

造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以上各项活动的具体实施，依据后期下发的活动子方案

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