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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深入学生社团调研指导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 

 

12月 9日下午，学校举办了学生社团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座谈交

流会，校党委副书记杨烨参加了会议并就推进学生社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工作作了讲话。学校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校团委相关负

责同志及部分学生社团代表参加座谈交流会。 

杨烨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作为在校大学生，要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学习重点、深刻领会新时代新青年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今后的社团建设

和社团活动中，要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当作一种自觉行动，要主动将个体融入国家和民族命运之中，

将个人理想镶嵌在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杨烨强调，学生社团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



是推进学校“三全育人”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丰富校园文化、提升在校大学生

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托。学校各部门要进一步重视学生社团的发展，充分调动教师

指导学生社团的积极性，利用专业教师及社会资源，对社团进行科学指导和分类

支持，实现社团品质提升，推进学生社团品牌化发展。 

会上，部分学生社团代表就社团建设发展与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心

得体会作了交流发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习社何胜同学表

示，今后要以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目标，做好学生思想引领工作，通

过开展理论学习、学术交流、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形式的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同

学参与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中来。龙湖文学社徐筝同学表示，未来

由龙湖文学社主办的《尔雅》杂志、《尔雅》文化节、“星阑杯”校园诗歌创作

比赛中也将融入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与学习内容，让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

入同学们的内心。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哲学社、大学生校史研究会等学生社团代

表也对本社团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感悟与收获进行了交流发言。 

此次交流座谈会上，师生围绕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学习和交流讨

论。在场同学纷纷表示深受启发，今后要把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学生社团文化

和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做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忠实践行者。 

 

 

 

 

 

我校教师在全省第三届微团课比赛中荣获佳绩 

12月 14日至 15日，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全省第三届微团课现

场评选活动在合肥举行。我校团委副书记（挂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万尧绪

在 29位入围决赛的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 

本次活动自 10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全省各级团组织积极响应，共收到了

近 200部作品。现场比赛按青年之家项目类、微团课学校类和微团课机关企事业

类三个类别进行展示。经过精心准备、反复练习，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出色的表现，

万尧绪在比赛中以“贯彻新理念争做新青年”为题，通过分析新发展理念与青年

之间的关系，得出了青年的发展必然要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与新发展理念

相融合的结论，得到了评委和现场观众一致认可。 

学校团委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青年，以赛促学、以学促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投身思想政治理论

学习宣讲，积极发挥学校共青团在“大思政”和“三全育人”格局中的生力军作

用。 

 

 



廉政话剧《生如夏花》在学校上演 

 

 

 

12月 16日下午，由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牵头策划，纪委办公室、党

委宣传部、校团委、会计学院联合编排的以李夏同志勤政廉政模范事迹为蓝本的

话剧《生如夏花》在学校龙湖东校区艺术楼报告厅首演。校党委副书记杨烨，校

党委常委、副校长张跃军，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专员宣扬与学校中层管

理干部、科级干部和学生党员代表近 800人观看演出。 

2019年 8 月 10日，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受强台风“利奇马”影响，遭到强

降雨肆虐。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危急时刻，绩溪县荆州乡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荆州乡监察专员李夏第一时间奔赴抢险一线。在

转移群众途中，突遇山体塌方，年仅 33岁的李夏英勇牺牲，将如夏花般绚烂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抗灾抢险路上。话剧以李夏同志奋战在强台风“利奇马”抢险

一线的真实写照为开场，以其与妻子、女儿的一次约定为背景，选取他工作、生

活中的若干感人至深的片段，艺术再现了李夏同志恪尽职守、勇挑重担、忘我工

作，在群众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勇于担当、英勇无惧、不怕牺牲，用实际行动诠

释对党和人民忠诚、用宝贵生命践行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先进事迹。 

演出前，宣扬在致辞中指出，李夏同志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先进楷模，是忠

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榜样。广大师生员工要将李夏

同志的先进事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典型事迹结合起来，

作为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重要内容。他强调，师生

员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先进模范为镜，向先进

典型看齐，将初心融进灵魂，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

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只争朝夕、顽强奋斗，汇聚起新征程上重整行装再出发的

磅礴力量，汲取榜样力量共同推进学校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科学健康高质量发

展。 

 



我校举办“学四史 担使命”主题演讲比赛 

 

 

 

12月 16日下午，由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校团委联合举办的“学

四史 担使命”主题演讲比赛在龙湖东校区一号行政楼一号会议厅举行。校党委

副书记杨烨出席比赛并为获奖选手颁奖。党委宣传（统战）部、党委学生工作部、

校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师生代表 100 余人现场观摩比赛。 

各学院经过前期初选，共推荐 12名选手参加比赛。比赛中，参赛选手用生

动感人的事例、声情并茂的演讲，讲述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涌现出

的为党和人民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先进典型，将典型人物和鲜活故事以“身

边人讲述身边事”的形式娓娓道来，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一幅幅感人的画面，一

次次深刻的思想感悟，让观众深深地为之触动，掌声不断。 

经过激烈角逐，艺术学院李文豪、马克思主义学院程悦获得一等奖，法学院

侯星友、会计学院韩闯获得二等奖，经济学院杜莹莹、工商管理学院周田、国际

经济贸易学院张浩浩获得三等奖，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梁益铭、金融学院梁馨璞、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李润果、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高芦荟、文学院曹慧洁获得优

秀奖。 

此次演讲比赛是学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营造了“学史、知史、懂史、讲史”的良好氛围。 

 

 

 



我校组织团员青年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11月 21日下午，我校组织团员青年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校 50

余名团学骨干参加了学习。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

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接下来，我

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习社何胜同学从思想引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发展意见四个方面分享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相关内

容与心得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习社邱颖颖同学总结了有

关会议的十四个关键词并分享了以“乘势而上、坚定信心、担当实干”为要点的

心得感悟，引发了同学们的思考。校学生团体联合会刘超同学结合自身经历讲述

了关于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心得感悟，号召青年人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抱负，

在学习中充实自己，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会议最后，同学们共同观看并讨论了电视政论片《复兴伟业启新程——一份

历史性纲领的诞生》，大家纷纷表示，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勤奋学习，锐意进取，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

利贡献青春力量！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青年学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增强实干本领，强化责任意识，勇于开拓创新，锤炼高尚

品德，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彰显青春向上的蓬勃新力量！ 

 

 

 



第四届“青春助力小康，社团齐放光彩”社团团建风采展示大赛

顺利落幕 

 

 

 

11月 28日，由共青团安徽财经大学委员会主办，校学生团体联合会承办的

“青春助力小康，社团齐放光彩”社团团建风采展示大赛决赛在南苑四楼报告厅

成功举办。 

决赛分为风采展示和才艺展示两个环节。在风采展示环节，各团小组组长从

团小组发展历程、团小组活动成果、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了PPT风采展示。

在才艺展示环节，各团小组结合自身社团特色带来了手语舞《在北京东路的日

子》、舞蹈《清平乐》、朗诵《青春中国》、配音剧《追光者》、舞台剧《在一

起》、合唱《龙子湖畔，逐梦明天》等形式新颖、吸引眼球的表演。最终，安财

读书会摘得桂冠；安财朗诵社和企业模拟运营协会获得二等奖；国贸学会、英语

协会和汉文化研究学会获得三等奖；茶艺社、声创联盟配音社、手语协会和会计

学会获得优秀奖。 

本次社团团建风采展示大赛为各团小组提供了展示风采的机会，不仅丰富了

校园文化，营造了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的校园氛围,同时增强了各团小组的凝聚

力与创造力，为同学们的青春梦想渲染出靓丽的色彩。 

 

 



我校举办第十六届现场书画大赛 

12月 13日上午，由校团委、艺术学院共同主办，艺术学院团委承办的我校

第十六届现场书画大赛在艺术楼举行。来自各个学院 220多名爱好书画的学生参

加比赛。 

大赛以抗击疫情、廉洁文化为主题，作品分书法和绘画两大类，书法类分为

软笔组、硬笔组、篆刻组；绘画类分为国画组、素描组和速写组。比赛过程中，

选手们现场挥豪泼墨或精雕细刻，以自己的方式演绎心中的艺术。书法类软笔组

和硬笔组现场充盈着浓浓的墨香，楷书、隶书、行书、篆书、草书跃然纸上；篆

刻组现场的选手运刀爽劲果敢，作品在方寸之间展现出“刀走凌云志、字形流云

姿”的大气风格；绘画类参赛选手创作热情洋溢，厚重雄浑的国画作品、惟妙惟

肖的素描作品、张扬肆意的速写作品，每幅作品都凝结了作者的心血和创意。 

经过激烈角逐，艺术学院黄建树，金融学院张杨澜，艺术学院谢慧、张天天、

刘庆香获得软笔组、硬笔组、国画组、素描组、速写组一等奖；统计与应用数学

学院苏琛，金融学院曾祥炜、王妍，艺术学院梁宏杰、杨兴雨、李嘉兴、牛纪莹、

孙婷婷、张冉冉获得二等奖；艺术学院付康，工商管理学院张卓，艺术学院孔佛

送、朱文红、李娜、袁熠彤等 14名同学获得三等奖；艺术学院夏孝华，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院李林诗，艺术学院赵思涵、武宇宁、汤进宇等 18名同学获得优秀

奖。金融学院、艺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获大赛最佳组织奖。 

此次大赛为广大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才艺和交流研讨的平台，培养了

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

氛围，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抗疫精神和廉洁风尚。 

 

 

【榜样的力量•学生篇】《兵团日报》报道我校第 22 届研究生支

教团成员李波先进事迹 

 

 



12月 18日，《兵团日报》第六版以《我愿做一颗“星”，去点亮孩子们的

心》为题，报道了我校第 22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学

实验班李波同学支教的先进事迹。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我愿做一颗‘星’，去点亮孩子们的心” 

“初为人师，左手是责任，右手是爱。看似做着普通的事，但一举一动都在

学生的眼里。从第一天到班级上课时的局促，到后来校内公开课上的游刃有余。

初来乍到的我们经验比不上优秀的教师，在虚心请教的同时，我们也逐渐明白了

应该把握的教学重点。孩子们的心是纯粹的，他也许听不懂我们讲的每一个知识

点，但能感觉到课堂知识的丰富和充实。我们的工作像一颗星点亮另一颗星，像

一朵花叫醒另一朵花，我愿做一颗‘星’，去点亮这些孩子们的心。”12月 15

日，志愿者李波在每日的支教日记中写道。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站上讲台，他是十四师皮山农场中学一名历史老师，

放下粉笔，他是孩子们心中的暖心大哥哥，李波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新疆分队研

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 

2019年 9月，李波报名加入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支教团。2020年 9月，作

为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李波与其他 3名同学一同来到十四师皮山

农场中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服务。 

李波说：“刚来到皮山农场，不知道如何与学生交流，很多时候会有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感觉。我向其他志愿者和老师请教学习，同时为了了解每个学生，我

利用每个周末时间对学生进行家访。” 

让李波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家访。“那个学生是班里最乖巧的女孩，平日里总

是很安静。走进她家后，困难情况出乎我意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她家中孩子

较多，全家的收入仅靠妈妈种地。”李波说。在家访的过程中，小女孩坚定地向

李波诉说着她的梦想，她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以后做一名志愿者帮助

更多的人。李波说：“从那一天起，我明白了支教的意义，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

帮助这些学生。” 

李波来到皮山农场中学后经历了太多太多第一次，有第一次站上讲台的不

安，有第一次受到老师和同学们肯定的喜悦，也有第一次背井离乡的孤独。有一

次发试卷时，纸张划破了他的手，一位学生悄悄往李波手里塞创可贴，那一刻，

李波心里觉得很暖很暖，所有的累与苦，都在那些时刻变成了甜。李波说：“在

这里我要做的还有很多。读书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在读

书这条路上，我愿意陪伴他们一路前行。” 

在班级里，李波是学生和外部世界联系的纽带。安徽财经大学的学弟、学妹

在他的号召下，将安徽风景、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照片和视频的形式分享给他，

李波利用班会时间，向学生分享着大漠远方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从孩子们澄澈

的眼神中，李波看到了他们对未来的向往。 

李波带班级开班会时，很多学生问他：“老师，您觉得我能考上大学吗？”

孩子们对大学生活的向往让他欣慰，他语气坚定地告诉学生：从现在开始，努力

学习，要相信美好的生活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基层信息 

 

★经济学院举办“青春•启航”第五届团支部风采大赛暨迎新晚会 

  12月 9日晚，经济学院在龙湖东校区艺术楼报告厅举办“青春•启航”第五届

团支部风采大赛暨迎新晚会。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辅导员、班主任，部分教

师和学生代表观看晚会。 

 

★金融学子勇作为 电信诈骗难得逞 

近日，金融学院收到一封感谢信，寄信人杨珊珊来自安徽师范大学，她要感谢的是我校金

融学院 2017级金融学 13班彭程同学帮助她解决一起诈骗事件。由于彭程的见义勇为和及时

报案，杨姗姗没有受到更大损失，已有损失警方正在全力追缴。 

 

★国贸学院举办团校培养活动结业典礼 

11月 29日上午，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在东校区明德楼 210 组织开展了 2020级团校培养活

动结业典礼，典礼上学员们对往期的团校培养活动进行了总结。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团委组织

部于 12 月 2日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并给优秀学员发了奖品和奖状。 

 

★安徽财经大学第十八届“英文秀”个人风采展示大赛决赛成功举办 

12月 18日晚，由共青团安徽财经大学委员会和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共同主办，国际经济贸

易学院团委承办的第十八届“英文秀”——个人风采展示大赛决赛在东校区艺术楼报告厅成

功举办。校团委副书记杜斌、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和 800 余名师生观看了比赛。 

 

★工管学院团支部风采大赛成功举办 

为庆祝抗击新冠肺炎取得显著成果，12 月 9 日下午，由工商管理学院团委承办的团支部

风采大赛决赛在东校南苑成功举行！工商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周杨波，团委书记罗颢，部分

辅导员（班主任）出席了本次活动，比赛由齐祥龙和陈欣主持。 

 

★管工学院线上线下联动 扎实推进“四史”教育 

  1 月 4 日，管工学院组织师生集中在网上观看《同上一堂课 网上重走长征路

暨“四史”教育——传承大别山精神 谱写新时代华章》的宣传片。为深化和巩

固前期的“四史”学习成果，探寻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和宝贵资源，厚植爱国情

怀，学院还举办了“深入四史 重温长征”知识竞赛活动，加强文化育人、网络

育人，帮助学生认识国情国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一家一国一情怀，一代一梦一征程】会计学院举行“青年大学习”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12月 5日晚上，在西校多功能报告厅，一群年轻人正在一节别开生面的课堂上学习，这

是会计学院青年大学习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本次活动以“一家一国一情怀，一代一梦一征程”

为主题，活动以轻松的方式拉近师生中间距离，让老师与同学敞开心扉，以多样化的表现形

式深化活动主题，让当代青年大学生对家国情怀有更深刻的理解，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思想，弘扬家国情怀。 

 

 

 



★会计学院团委召开 2020年度述职述评考核会暨总结交流大会 

为全面了解总结一年来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加强各部门学习交流，12月 20日晚，会计

学院团委 2020 年度述职述评考核会暨总结交流大会在明德楼召开。院团学青各部门负责人

现场述职并总结 2020年度部门及个人工作情况，学院团委老师、辅导员老师代表参加会议。 

 

★统数学院团日活动总结 

2020 年 12月 13日晚，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于西校学术报告厅举办团支部风采大赛暨团

日总结大会，院团委书记胡婧，副书记王冲出席了大会，统数院 20级新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文学院主题云团课 

为帮助同学清楚“十三五”成就，了解 2035 远景目标，明晰“十四五”规划，共青团中

央于 2020 年 12 月 12日 20点开展了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的云团课，对十

四五《规划》建议的十五个部分，进行视频化解读。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组织团学干部观看

了本次主题云团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