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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工信息 
 

   2020 年第 7 期 （总第 35 期）【疫情特刊第 5 期】 
 

   主办单位：学生工作部（处）     2020 年 5 月 6 日 

我校疫情防控学生数据排查情况 

截止 5月 6日，在“我在校园”“每日健康签到”小程序中，我

校吉林省省内学生 7162 人，省外学生 632 人，其中旅居湖北省（非

武汉市）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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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5 月 6 日） 

学院 

4月 28

日签到

率 

4月 29

日签到

率 

4月 30

日签到

率 

5月 1

日签到

率 

5月 2

日签到

率 

5月 3

日签

到率 

5月 4

日签到

率 

5 月 5

日签

到率 

5月 6

日签到

率 

道桥工程学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9.95% 100% 100% 

汽车工程学院 99.85% 100% 99.77% 99.39% 100% 100% 100% 100% 100% 

管理工程学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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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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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学院 100% 100% 100% 99.80% 98.60% 100% 100% 93% 100% 

轨道交通学院 99.89% 100% 99.94% 100% 100% 100% 100% 100% 99.66% 

国际教育学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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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辅导员圆满完成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示范班培训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年度重点工作，教育部思政司按照《中共

教育部党组关于统筹做好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

展工作的通知》（教党〔2020〕16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

伍建设规定》要求，于 2020年 3月 9日至 4月 30日面向全国高校辅

导员开展网络培训。我校学生工作处接到省教育厅思政处有关培训通

知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学院专职辅导员参加了此次网络培训。 

此次培训共分为“价值引领与思想引导”“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学业指导与班级管理”“心理调适与健康维护”“日常事务教育管

理”“疫情防控知识”六大模块。培训前学生工作处进行了培训动员

宣传，号召全体辅导员老师高度重视此次培训，抓住培训机会，提升

自我。培训中辅导员老师们克服自身困难，从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

积极投入培训，按照教学计划，按时完成规定课程，积极参与主题研

讨和直播答疑。培训期间学生工作处在线组织了“共抗疫情 爱国力

行”主题研讨活动，针对疫情期间如何加强网络思政教育组织了讨论，

辅导员老师们积极回帖，参与讨论，发表看法，交流经验，对疫情期

间如何进一步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交流分享。 

此次培训结束后，各学院辅导员老师们积极撰写培训心得。经过

培训，报名的学员全部 100%通过培训。辅导员老师们纷纷表示，这

次培训就像一次疫情期间的“及时雨”，很难得能够居家就能听到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分享的经验，培训内容既有高度又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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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新入职辅导员老师更加珍惜此次培训，通过培训更加明确了如何

更好地做好辅导员工作，真正学有所获。 

我校历年来十分重视辅导员培训工作，努力做好新入职辅导员培

训、辅导员岗中培训，逐步建立涵盖骨干培训、专题培训、小组研讨、

社会实践、调研交流等分层次、多形式、重实效的培训体系，以期不

断提升辅导员的理论水平与工作素养。        （撰稿人：李彦鑫） 

青春为马梦韶华 勇担时代收信人 

——我校圆满完成校第三期青马筑梦培训班学员选拔工作 

为进一步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素质全面过硬、道德情操高尚

的青年学生骨干和学生领袖，引导广大青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大学生将个人成长成才的青春梦融入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2020年 4月我校针对全体 2019级同学开展了第

三期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学习筑梦工程”的选拔招

募工作。 

针对此次选拔学生工作处认真制定方案，优化选拔方式，制定了

详细的选拔流程。第三期青马筑梦班学员选拔进一步强化学生在同学

中的群众基础及日常表现，将学习成绩、班级民主测评、参加文体活

动、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情况融为一体，全方面考核学生综合表现，

结合辅导员老师推荐意见最终确定名单。 

经过各学院大力宣传、组织申报、认真审核、重点推荐，第三期

学员已经悉数选拔出炉。随着第三期学员选拔的启动，第二期校青马

筑梦班学员在培训班的学习也宣布结束。青马筑梦班在我校经历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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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成长孵化，目前青马筑梦班学员管理与培养已经逐步成熟，培训

班已然成为我校优秀学生成长的摇篮，成为了学生思想交锋素质提升

的大熔炉。 

希望第三期青马筑梦班学员能够不负期望，继续将青马筑梦班的

优良作风发扬光大，更好地发挥自身带动示范作用，成为同学们中的

青年榜样，时刻以习大大对新时代青年寄语那样勉励自己：“坚定理

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 

（撰稿人：李彦鑫） 

道桥工程学院开展“抗击疫情 为祖国喝彩”短视频征集活动 

    为了丰富学生疫情生活，让热爱唱歌的学生都能参与到活动中

来，展示自己,增强自信，为青春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道桥工程学

院于 2020年 4月 7日开展“抗击疫情,为祖国喝彩”短视频征集活动。 

此次活动以班级为单位开展，获奖作品将在“骄苑道桥”微信公

众号发布，开学后以展板形式向全院师生展示。这次比赛通过短视频

比赛的形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疫情期间学生们对祖国和抗疫

工作者的情感，同时让同学们拥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新天地。通过这次

活动让同学们感觉到逆行者的不容易，他们用最真挚的情感上传每一

条视频，使同学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学们还学会通过普通短视

频、VLOG、长视频等形式，集中多维度的认识疫情宣传抵抗疫情。同

学们认识到遇到事情不要恐慌，我们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我们更有

强有力的医疗团队在支撑。特殊时期，我们要团结起来，从我做起、

相信科学，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黑暗”终将成为过去。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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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新冠肺炎君”!“你”的考验难不倒我们中华儿女! 

                                          （ 撰稿人：石春辉） 

电子信息学院开展“预防网络诈骗”主题班会活动 

为了维护我们安静的学习环境，提升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使

我们的校园变得更加美好。2020年 4月 28日，电子信息学院开展了

“预防网络诈骗”主题班会活动。 

在现如今的社会，诈骗案件越来越多，手段也越来越高明。他们

利用一些学生的虚荣心、贪便宜、单纯等心理特点实施各种诈骗伎俩，

使部分学生蒙受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压力。近期网络电信诈骗案件

（包括电话、电信、网络、淘宝网刷信誉等等）多发，而诈骗分子更

是无孔不入，利用多种途径进行诈骗，而学生更是诈骗分子行骗的主

要对象之一。 班会以介绍大学生有可能遇到的骗局以及应采取的对

应防骗手段为主要内容，并以叙述讨论的方式同学们介绍各自的经

验，提高同学们的防骗意识。 

通过这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受益匪浅，能够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及

生活中不受诈骗分子的欺骗，圆满的完成自己的学业，营造出一个和

谐美好的绿色校园！                          （撰稿人：赵 亮） 

“重温入团誓词，传承五四精神” 

--电子信息学院开展五四青年节主题教育活动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是五四运动爆发 101周年的日子，是全国疫

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背景下的青年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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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电子信息学院开展了“重温入团誓词，传承五四精神”五四青年节

线上主题教育活动。 

学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青年致

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的重要讲话，讲话高度赞誉当代中国青年

的担当精神，并号召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

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

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各班认真组织学习了五四运动的历史知识和习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并都录制了重温入团宣誓视频，进一步弘扬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坚定了全体团员理想信念，强化了

使命的职责意识。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电子信息广大团员青年在各地参加志愿

服务工作，严格遵守学校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积极完成网络课程教学，

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不忘初心、勇挑重担的使命和担当。开展“重

温入团誓词，传承五四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就是要激励广大团员青

年践行“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继续把五四精神传承好、

弘扬好、践行好，不忘初心，奋力走好新时期青年的长征路！ 

（撰稿人：赵 亮） 

航空学院组织学生开展 

“让青春为祖国绽放”主题团日活动 

1915 年《新青年》发刊词中说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

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之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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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五四，由于疫情的原因，同学们不能相聚校园共同庆祝属

于自己的节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零一周年，航空学院特以组

织学生观看“让青春为祖国绽放”网上主题团日活动的方式来歌颂五

四精神，向五四献礼。观看视频期间，同学们认真聆听青春故事，纷

纷参与网上互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通过本次团日活动，同学们温故了历史，展望了未来，同时也深

深的体会到新时代新青年的使命与责任。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才会有前途，民族就会有希望。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应当努

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长才干，提升本领。始终牢记习总书记对全

国各族青年的嘱托：“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新时

代中国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

国伟业。”                                 （撰稿人：王 淇） 

轨道交通学院召开线上专场招聘会 

为缓解疫情影响所带来的就业压力，鼓励毕业生积极就业，轨道

交通学院联合招生就业处召开了线上专场招聘会。 

在本次专场招聘会准备阶段，轨道交通学院班子成员会同招生就

业处专门召开碰头会，一方面调研商讨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及解

决方向，另一方面共同协商线上招聘会相关事宜，为最终专场招聘会

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轨道交通学院充分调动专业教师力量，

积极拓展就业渠道，为招聘会的成功召开提供了保障。最终，经过共

同努力，本次招聘会共计提供 130 余个岗位，云集 50 余家企业，招

聘需求人数 2800 余人，有效提升了学生就业积极性，拓宽了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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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向，为促进学生的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撰稿人：董爱卉） 

轨道交通学院开展“寻找最美劳动者”活动 

在“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轨道交通学院开展了“寻找最

美劳动者”活动。鼓励学生们在自己身边寻找在疫情期间付出辛劳的

劳动者们，他们是医护工作者，是公安干警，是普通志愿者，更或者

是普通大众，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他们也是人民的钢铁卫士，

更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战士。 

通过此次活动，让同学们发现了身边的默默无闻的亲朋好友，也

发现了平凡人的不平凡之处，更让同学们深刻的了解了各行各业劳动

者们的伟大。同时，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同学们能够常怀感恩之心，常

思滴水涌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效仿这些平凡的劳动者，为共同战胜

疫情，建设富强祖国贡献力量。              （撰稿人：董爱卉） 

轨道交通学院学生党支部集中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

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对“ 90后”青年群体评价为“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鼓舞北京

大学援鄂医疗队的“90 后”党员，也引起轨道交通学院学生党员和

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轨道交通学院学生党支部全体党员和青马工

程、学习筑梦候选学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并且感悟颇

深。在集中学习会议上，他们认真阅读，用心感受回信精神，用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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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表达了敬意与感谢。 

会后，轨道交通学院学生党支部还将组织各班团支部进行线上学

习，号召广大团员青年学习回信、牢记嘱托，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

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青春力量！            （撰稿人：董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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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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六讲”主题教育活动 

设计执行方案 
5月 6日-5月 8日 孙  莹 学生处 

2 2020届毕业生毕业资格核查 5月 6日-5月 8日 孙  莹 学生处 

3 
微信公众号青葱交院 

每日栏目推送工作 
每天 孙  莹 学生处、各学院 

4 完善 2020届毕业生档案工作 4月 13日-6月 10日 张  静 学生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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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毕业之星评选方案制定下发 5月 6日-5月 8日 李彦鑫 学生处、各学院 

7 
第三期青马筑梦学员 

班级组建  
5月 6日-5月 8日 李彦鑫 学生处、各学院 

8 
毕业生思想动态、心理健康情况调

查问卷设计发放 
5月 6日-5月 8日 李彦鑫 学生处 

9 
我在校园小程序 

每日签到发布、数据跟踪 
每天 李彦鑫 学生处、各学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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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撰写发布青葱交院心理推文 5月 6日-5月 8日 卢正芳 学生处、各学院 

13 
制定学校 2020年“5·25”大学生

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方案 
5月 6日-5月 8日 卢正芳 学生处 

14 做好学生寝室通风、消毒工作 5月 6日-5月 8日 于敏航 学生处、后勤处 

15 做好学生寝室的卫生清理工作 5月 6日-5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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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