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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工信息 
 

   2020 年第 5 期 （总第 33 期）【疫情特刊】 
 

   主办单位：学生工作部（处）     2020 年 4 月 21 日 

我校疫情防控学生数据排查情况 

截止 4 月 21 日，在“我在校园”“每日签到”小程序中，我校

吉林省省内学生 7195 人，省外学生 599 人，其中旅居湖北省（非武

汉市）1人、广东省越秀区 1人、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 1人，针对重

点中风险地区已建立单独“一对一”日报群，实施每日监控。学生报

送无发热、咳嗽等症状、身体状况良好；无在校学生，无返校学生。

各学院积极督促学生完成每日签到，针对未签到的个别学生，电话逐

一联系，核实身体状况，保证健康数据每日上报。 

各学院“我在校园”每日签到情况（数据截取时间 4 月 14 日-21 日） 

学院 

4月 14

日签到

率 

4 月 15

日签到

率 

4月 16

日签到

率 

4月 17

日签到

率 

4月 18

日签到

率 

4月 19

日签到

率 

4月 20

日签到

率 

4月 21

日签到

率 

道桥工程学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汽车工程学院 99.94% 100% 99.66% 100% 100% 99.94% 100% 100% 

管理工程学院 99.85% 99.85% 99.69% 99.92% 100% 99.47% 99.47% 100% 

电子信息学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机械工程学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航空学院 100% 98.80% 100% 100% 98.8% 100% 100% 99.80% 

轨道交通学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国际教育学院 100% 100% 95.48%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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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桥工程学院开展 
“用笔墨致敬一线英雄、用丹青赞美抗疫勇士”活动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向抗疫英雄致敬，道桥工程学院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开展“用笔墨致敬一线英雄、用丹青赞美抗疫勇士”主

题学生抗疫作品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在“骄苑道桥”微信公众号发布，

开学后将以展板形式向全院师生展示。 

通过此次活动让同学们深刻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强盛，看到了泱泱

大国崛起之势，面对随时可以剥夺性命的疫情，我们的英雄毅然决然

的向前冲，令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感到深深的敬佩，也让同学们学习

到了一线英雄们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撰稿人：石春辉） 

道桥工程学院开展 
“弘扬中国文化，传递太极精神”太极拳展示活动 

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缓解居家学习压力，同时达到配合体育教

学，强健学生体魄目的，道桥工程学院于 4月 15日至 4月 30日在学

生中开展“弘扬中国文化，传递太极精神”太极拳展示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以视频方式进行，活动方式上传一段太极拳前 12

式的视频，时间控制在一分钟左右，可以自行添加配音，视频前后可

以附加在疫情期间想要对一线工作人员及在家的老师和同学们最想

说的一段话，并以班级为单位上交。 

同学们都觉得这次比赛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收获。在疫情期间

身体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安静的状态能使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每一寸

呼吸，太极拳的一招一式会将疫情期间浮躁的心情安静下来。并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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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们也对太极拳文化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习拳先习得，一个没

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人是无法练好太极拳的，也很难做成大事。他们

希望未来太极拳能够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生活中，达到太极生活化、生

活太极化的和谐状态。                        （撰稿人：石春辉） 

汽车工程学院召开学生工作网络视频会议 

4 月 17 日，汽车工程学院利用企业微信平台召开第六周辅导员

工作例会，会议由费志伟副书记主持，姜勇书记及全体专兼职辅导员

参加会议。费志伟副书记就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近期就业工作、学团

工作做了总结。并按照学校当前工作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任务：一

是要求辅导员疫情防控工作仍要高度重视，随着目前企业全面复工复

产，辅导员老师要随时掌握学生动向，尤其要加强对大三实习学生的

安全教育。二是辅导员老师要关注好目前学生网络上课情况及学生思

想状况，出现心理问题及时进行疏导。 

最后，姜勇书记就当前疫情防控做工作提出要求，随着境外输入

病例的增多，加强学生安全教育，辅导员老师每天要做好学生网络签

到并严格落实好零报告制度，以便掌握学生情况。（撰稿人：费志伟） 

管理工程学院开展“宅假期”学习网课成果展示活动 

2020年 4月 15日，管理工程学院开展了“宅假期”学习网课成

果展示主题活动，学院 18-19级全体成员参与此次活动。 

同学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老师的讲解整理笔记，以此来复习

巩固所学的知识，既可以寻找到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所在，思考应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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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决，避免下次出现类似的问题，又可以发现遗漏的知识点后能够

及时查漏补缺，及时跟上课程进度，使学习效率一直保持最佳状态。                 

（撰稿人：袁源） 

管理工程学院圆满完成 2017 级毕业生线上论文答辩工作 

 根据党中央、教育部、吉林省教育厅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工作文件安排及我校防控工作具体部署，将“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落到实处，管理工程学院将 2017 级毕业生论文答辩工作

确定为以企业微信网络视频会议形式进行，并于 2020年 4月 18、19

日全部顺利完成。 

为确保本次网络论文答辩工作顺利进行，管理工程学院成立论文

答辩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有院长刘喜敏任组长，副院长矫利艳、副书

记袁源为副组长，教研室主任刘霖、王煦、王若琳、张小苏、徐鹏为

组员，教师张博为秘书。对本次论文答辩执行方案设计与答辩教师的

人员选配进行部署。辅导员老师密切配合，做好学生相关事宜的通知，

并以毕业生答辩为契机，在与学生沟通时做好就业意向统计及就业指

导工作。 

学生通过本次论文答辩，再次梳理自身的知识结构，强化了对于

三年所学知识的应用，帮助学生加强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达到了本次论文答辩的目的。 

本次论文答辩，虽然采用网络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但无论从答

辩的准备，还是答辩过程、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十分认真，真正

做到了任务完成，质量不降！                  (撰稿人：袁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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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学院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为了让同学们更多了解国家安全相关知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4 月 15 日电子信息

学院开展了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为主题的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

动。 

活动采取线上会议的形式，各班级团支书、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

参与其中。赵浩言同学先带领同学们观看了安全教育视频，通过视频

使同学们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职责也是使命，活动中为同学们解答了

什么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包括什么，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应该怎

么做、尽到什么义务等知识，并将以上知识在活动后转达给各班级同

学。 

国家安全不仅关乎国家的兴亡，还关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维

护好了国家安全，既能保护国家利益，也能保护个体利益，而一旦国

家安全受损，我们就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同学们纷纷表示从这次

活动中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把“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

信念刻在了心里！现在正值疫情期间，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维护

国家安全，我们共同努力！                      （撰稿人：赵 亮） 

轨道交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议 

4月 15日晚 19点，轨道交通学院利用企业微信平台开展了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轨道交通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董爱卉以及全体毕业班辅导员老师。 

首先，董老师针对疫情期间目前的学生就业形势做出了具体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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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目前学生就业形势十分紧张，尽管在学院与老师的努力下，仍然

有很多同学还处于就业目标不明确、就业态度不积极等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董爱卉老师对毕业班辅导员提出了几点要求与建

议：第一，要逐一了解学生目前就业的态度，以打电话等形式，做出

详细的了解与记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积极向学生传递各

种就业渠道，保证学生就业消息顺畅；第三，关心学生思想态度，争

取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学生的电话形式等了解工作。 

会议中，各位辅导员也都畅所欲言，提出了就业困难之处，并分

享了提高学生就业积极性的一些见解，每个人都收获到很多值得借鉴

的方式方法。 

最后，董老师对此次会议做了总结，提出要做好学生的最后防线，

关注学生，一切为学生着想，及时上报学生就业动态等。并在期间对

学生毕业答辩、毕业大补等做了纪律性的要求。（撰稿人：隋吉喆） 

“增强疫情防控意识、营造安全和谐校园” 
——轨道交通学院开展“国家安全日”线上宣传教育活动 

4 月 15 日，“国家安全日”到来之际，轨道交通学院以增强疫

情防控意识、营造安全和谐校园为主题，开展“国家安全日”线上宣

传教育活动。 

轨道交通学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教育宣传，向学生们详细介

绍国家安全日。组织学生在线观看国家安全教育公开课及相关讲座，

使学生深刻意识到只有国家安全，才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生活和学

习，从而提高国家安全意识、风险意识、反间谍意识、保密意识和政

治警觉，营造良好的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义务和教育的氛围。 



7 
 

除此之外，当前必须要增强疫情防控意识，国内本土病例逐渐减

少，但是国外形式严峻，输入性病例明显增加，不能掉以轻心，要抓

好精准防控，为持续巩固校园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落实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措施，这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行动之一。 

通过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

而不忘乱” ，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师生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的观念，为国家安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撰稿人：董爱卉） 

航空学院组织学生认真学习 
“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高校公开课” 

2020年 4月 15日，是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了让同学

们掌握更多的国家安全知识，航空学院组织全院学生通过观看视频的

方式，认真学习了“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高校公开课”。课

后同学们还积极的参加了“全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知识竞赛”网上

答题活动。  

通过本次学习，同学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何为国家安全以及国家

安全所涉及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也深刻的意识到，国家安全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小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看

似不经意的瞬间，其实都有可能在危害国家的安全。尤其是对于青年

学生来说，由于社会经验不足，鉴别能力不强，国家安全意识淡薄。

已经成为许多威胁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的主要目标。所以，同学们只

有掌握了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提升自身的安全意识，才能够时刻警

醒自己不落入不法分子的泄密的圈套。 

维护国家安全既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个人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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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当始终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始终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不断开拓创新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在积极对

社会作出贡献中，实现自身的韧性增强和境界升华。（撰稿人：王 淇） 

国际教育学院组织全院学生 
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并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为增强全院师生员工国家安全意识，学习和贯彻国家安全的相关

法律，在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4 月 14 日，国际教

育学院组织学院学生通过平台错峰观看了由教育部组织录制的 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高校公开课。 

4月 15日，针对 14日观看的由公共安全领域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范维澄讲授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疫情防控》公开课内容，

学院组织各班级召开主题“国家安全教育”主题班会，班会上以多种

形式进行了学习交流。 

活动的开展使同学们深刻体会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实

现国家安全的必然性，具体了解了“11 种安全”有助于夯实国家安

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提高同学们的防范法律意识。 

唯山河无恙，方你我相安。              （撰稿人：张福霞） 

国际教育学院社团联合会举办 
“勿忘初心 不惧疫情 微小火焰 点亮中华” 

文字拍照主题图文比赛 

4月，国际教育学院社团联合会举行“勿忘初心、不惧疫情、微

小火焰、点亮中华”以疫情为主题的图文比赛。 

在疫情期间，我们看见了太多的感动和壮烈，病毒肆虐，白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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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们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战“疫”一线，请战书上鲜红的指印和一句“不

计报酬，不论生死”写满了铿锵有力的医者轩昂，令我们心生敬仰！ 

此次比赛在全院迅速开展起来，最后共评出一等奖 7名，二等奖

9名，三等奖 12名，优秀奖 16名。          （撰稿人：张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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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学生工作推进表 

序

号 
工作项目 推进时间 推进人 实施单位 

1 征兵宣传发动 4月 7 日-暑假 李铁波 学生处、各学院 

2 勤工助学工资审核发放 4月 20 日-24日 李铁波 学生处、各学院 

3 建立高职扩招生电子学籍档案 4月 20 日-24日 孙  莹 学生处 

4 一月份考试违纪学生处分系统录入 4月 20 日-24日 孙  莹 学生处、各学院 

5 
微信公众号青葱交院 

每日栏目推送工作 
4月 20 日-24日 孙  莹 学生处、各学院 

6 
制定和完善关于 

疫情期间学生返校的各类方案 
4月 20 日-24日 孙  莹 学生处 

7 疫情演练 4月 21日 孙  莹 学生处 

8 完善 2020届毕业生档案工作 
4月 13 日-6月 10

日 
张  静 学生处 

9 
2017级学生大学生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停保工作 

4月 13 日-5月 30

日 
张  静 学生处 

10 “我在校园”疫情防控演练工作 4月 21日 李彦鑫 学生处、各学院 

11 
2019级优秀辅导员助理评选宣传 

第三期推文素材收集整理编撰 
4月 20 日-24日 李彦鑫 学生处 

12 
学工信息简报（疫情特刊） 

4月第 3期素材收集整理编撰 
4月 20 日-24日 李彦鑫 学生处、各学院 

13 
辅导员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班 

培训学习督促工作 
4月 20 日-24日 李彦鑫 学生处、各学院 

14 我在校园小程序每日签到数据跟踪 每天 李彦鑫 学生处、各学院 

15 辅导员配备情况数据统计 4月 20 日-24日 李彦鑫 学生处 

16 
重点中风险地区疫情 

学生监控日报监督工作 
每天 李彦鑫 

学生处、学院有

关辅导员 

17 扩招困难学生建档汇总、整理 4月 20 日-24日 郑元 学生处、各学院 

18 青葱交院心理推文撰写 4月 20 日-24日 卢正芳 学生处 

19 
准备大学生心理健康 

2020届毕业生补考相关工作 
4月 20 日-24日 卢正芳 学生处、各学院 

20 疫情防控应急心理干预方案 4月 20 日-24日 卢正芳 学生处 

21 公寓楼顶防水和室内维修维护工作 4月 20 日-24日   于敏航 学生处、后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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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学工信息       展示学院风采 

搭建交流平台       推动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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