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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信仰对话”教育实践活动

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进一

步激发青年成才报国的热情和责任感，大力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国情世

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爱国爱党教育，着重解决学生普遍的思想困

惑，2014年，我校团委共组织开展 5场“与信仰对话”报告会，场场爆

满，现场互动热烈。

央视主播郎永淳“爱·永纯”报告会 著名主持人乐嘉来校宣讲性格色彩学

著名主持人白燕升“光阴的故事”报告会

罗援少将“周边安全环境与软实力建设”专题报告 六小龄童“苦练七十二变，笑对八十一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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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月 5日，第九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校内参赛项目推进

会召开

为积极备战 2014年“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业大赛（第九届“挑

战杯”创业计划竞赛），校团委针对入围校内选拔赛复赛的 9支团队

以及 1支公益创业实践团队进行了培训和项目推进。

3、4月 3日，学校召开大学生社团建设工作研讨会

4月 3日，我校召开了大学生社团建设工作研讨会。副院长张钦

文出席会议，部分二级学院党委副书记，全体二级学院团委书记及社

团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就我校大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的修订开展研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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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 4日，举行第九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校内终审评比

4月 4日，举行了 2014年“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业大赛（第九

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校内终审。副院长张钦文、教务处、科研

产业部、研究生部、财务处、校团委等部门老师、相关学院团委书记、

参赛团队指导教师和学生参加了终审会。根据作品详细汇报情况及在

团队回答提问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我校选送参加第九届“挑战杯”创

业计划竞赛省赛的 6件作品。

5、4月，“学党史、知团情、跟党走”党团知识竞赛

本次竞赛全校 16个二级学院团委和研究生团工委参加，经过初

赛、复赛、决赛，化学生物与材料工程学院代表队荣获一等奖，数理

学院代表队荣获二等奖，土木工程学院代表队和天平学院代表队荣获

三等奖。

6、5月，第十届“社团春声”社团巡礼活动

5月，开展第十届“社团春声”社团巡礼活动。立项项目 33项，

分为专业竞技、公益实践、文体展示等三大类型，提供资金支持 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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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进一步丰富第二课堂活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展现当代大学

生的风采，发挥学生社团的积极作用。

7、5月，我校举办首届“五四文化季”系列活动

为纪念五四运动 95周年，我校举办首届“五四文化季”系列活动，

共 8大类 100余项子活动，历时 7个月。包括五四表彰、党团知识竞

赛、社团文化节、大学生艺术节、阳光体育节以及“我的大学，我的

微后勤”等活动。

阳光体育节开幕式

“五四”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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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月，在第四届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中获佳绩

在省教育厅举办的第四届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中，苏科学子以

饱满的青春激情展示了我校艺术教育水平及成果，为学校赢得了荣

誉，喜获 13项一等奖、17项二等奖、15项三等奖、“校长杯”优秀

组织奖。

9、5月 23日，我校在 2014“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

中斩获金奖

5月 23日，2014“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在南京邮电

大学正式拉开帷幕。我校 3件创业计划类作品入围省级决赛。其中，

《晶彩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斩获金奖，晋级参加全国大赛；

其余两件作品获得铜奖。比赛期间，组织了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的领

导前往观摩了创业实践赛和公益创业赛两类赛事的公开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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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月 5日，“与校领导有约”专题访谈

6月 5日，由学生处、团委举办的“与校领导有约”专题访谈在图

书馆 8楼会议室举行，党委书记陈志刚教授受邀访谈。师生共谋发展，

营造和谐校园。

11、6月 13日 我校举办“致青春”2014届毕业生晚会

6月 13日晚，“致青春”2014届毕业生晚会隆重举行。院长江涌、

党委副书记王荣庆、副院长张钦文、沈耀良，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学

院负责人和两千余名师生共同观看了晚会。整场晚会分为“青春，无

怨无悔”、“青春，有你相伴”、“青春，扬帆起航”三个篇章，内容涵

盖苏科离别之情、师生之情、关怀之情、祝福之情等四个方面，节目

精彩纷呈。



青春之歌 2014 年苏州科技学院共青团工作大事记

7

12、7月至 8月，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以我校共青团“苏州，我的大学”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基层理

论宣讲团，创新创业服务团及服务苏州地方发展实践团等 94支大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支持经费 4.6万元。其中“社区青少年传统文

化工作坊项目（以苏锦街道为基地）”实践团获得全国社会实践优秀

团队。我校共获得省级优秀指导教师 3人，优秀先进个人 3人，优秀

先进团队 3支，优秀调查报告 1篇。我校团委获得省先进单位。

13、7月至 8月，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出征

奉献青春，成就梦想，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2014年

我校团委四维联动，着力推进西部计划、苏北计划。经过报名，校内

面试，省级面试，体检，最终我校 18名同学被西部、苏北计划录取，

奔赴偏远和艰苦地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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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月 17日，工青组织联合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

9月 17日，“我的教育梦、成才梦、家庭梦”演讲比赛暨第四届“我

心目中的好老师”颁奖仪式隆重举行。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一项重要活动，团委于 5月发起了第四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评选

活动。此项活动由我校团员青年唱主角，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师

大时提出的“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评选出 12名“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15、9月 25日，我校在 2014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移
动互联网创业专项赛荣获金奖

9月 23日至 25日，2014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移动互

联网创业专项赛终审决赛在湖北三峡大学举行。来自武汉大学、同济

大学、南京大学等 75所高校的作品入围全国终审决赛，经过激烈角

逐，我校报送的参赛作品《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无线温室监控系统》喜

获金奖。



青春之歌 2014 年苏州科技学院共青团工作大事记

9

16、9月，第十四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内
选拔赛启动

为浓厚学风，弘扬创新精神，有针对性地为 2015年“挑战杯”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选拔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于 9月启动了校

内选拔赛。共收到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类三类作品 48件。共评选出三等奖作品

18件，入围决赛作品 20件。评审专家对各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

17、11月 4日，我校作品荣获 2014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
大赛“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银奖

11月 4日，2014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终审决赛在华

中科技大学落下帷幕。我校《苏州晶彩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

项目入围该赛事中的“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最终获得银

奖。在决赛期间，张钦文副院长带领了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领导观摩

了主体赛事的公开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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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月 5日，大学生语言文字社团联盟“语林”成立
11月，社团管理有所创新，优化 15个语言文字类社团，成立大

学生语言文字社团联盟“语林”，并整合社团日常实践基地，成立第

一批次实践育人共同体。

19、11月 21日，全国“挑战杯”评委会副主任奚广庆教授做客苏科
11月 21日，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审委

员会副主任奚广庆教授莅临我校，指导我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奚

教授应邀为我校师生做了题为《让青春在“挑战杯”大赛中插上创新的

翅膀》的专题辅导报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院党委副书记、团

委书记、参加 2015年“挑战杯”竞赛的各参赛项目学生和哲社类参赛

作品指导教师共 200余人聆听了报告会。

20、11月，举办第十四届“金秋科院”校园科技文化节
科技文化节紧紧围绕“创”字头的学生组织、工作平台开展各项

活。今年 10月至 12月，我校举行第十四届“金秋科院”校园科技文化

节，科技博览、专业纵横、文化撷英共三个板块二十余个精彩纷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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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参加科技文化节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新实践活动，极大地

发挥了青年学生创新创业潜能。

建筑学院空间设计大赛

21、12月 3日，“我的青春故事”滋养苏科学子

12月 3日，“我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我

的青春故事”报告会，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树典型，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

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方式，用优秀的、感人的青春故事引导人、

教育人，展示积极向上的青年形象，引导大学生规划学业生涯，以实

际行动创造自己精彩的青春故事。

22、志愿服务工作

2014年全年，我校 1000余人次大学生志愿者参加了跆拳道精英

赛、吴中环太湖竞走和行走多日赛、全国田径锦标赛等全国大型活动

服务。日常志愿者服务基地 30余家，涉及关爱老人、关爱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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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残助困、环保宣传、传承文化等方面。多个二级学院青协与社会组

织对接，完成公益创投项目。志愿者服务人次多达 3000人次，累计

志愿服务 10000余小时。

23、大学生无偿献血工作

我校师生本着“奉献自己，帮助他人“的心愿，积极参与无偿献

全血 1596人，献成分血 14人，献全血总量达 407100毫升。我校获

得 2014年度苏州市无偿献血促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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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苏州科技学院共青团所获奖项及荣誉一览表

序

号
奖 项 获奖作品/集体/个人 发证单位

1
2014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移动互联网

创业专项赛 全国金奖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无线温室监控系统》 团中央、教育部

2
2014 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竞赛

全国银奖
《苏州晶彩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 团中央、教育部

3
2014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移动互联网

创业专项赛 全国铜奖
《房伴》 团中央、教育部

4
2014 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竞赛

省金奖
《苏州晶彩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 团省委、省教育厅

5
2014 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竞赛

省铜奖
《江苏盛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 团省委、省教育厅

6
2014 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竞赛

省铜奖
《苏州绿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 团省委、省教育厅

7
2014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人文学院“社区青少年传统文化工作坊（以苏

州市苏锦街道为例）项目”团队
团中央

8 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资源 1112 班团支部 团省委

9 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 祝维伟（环境学院）、陈灿（人文学院） 团省委

10 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 刘 薇 团省委

11
江苏高校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

“先进个人”
顾银君 团省委、省教育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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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先进单位
苏州科技学院团委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

局、团省委、省学联

13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优秀团队

“社区青少年传统文化工作坊（以苏州市苏锦

街道为例）项目”团队（人文学院）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

局、团省委、省学联

14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优秀团队

“苏州山塘河活水自流工程质量成效的调研”

团队（环境学院）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

局、团省委、省学联

15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优秀团队

“探寻苏州古城变化调查实践”团队

（天平学院）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

局、团省委、省学联

16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优秀指导教师
奚雪峰、周茹、邢夫敏（老师)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

局、团省委、省学联

17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先进个人
蒋刘婧、李刚、吴乃秋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

局、团省委、省学联

18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优秀调查报告

《苏州市中学生团员意识现状与团建工作创

新路径研究》调查报告（公管学院）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

局、团省委、省学联

19
江苏省“魅力团支书、活力团支部”风采展示活动获

“魅力团支书”称号
倪倩雯（天平学院） 团省委、省学联

20
江苏省“魅力团支书、活力团支部”风采展示活动获

“活力团支部”称号
数学 1112 班团支部 团省委、省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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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江苏省大学生“校园青春榜样” 张瑶（传媒学院）
团省委、省教育厅、

省学联

22
省学联成立 60 周年活动——“舞动青春”创意舞动

大赛三等奖
舞蹈作品《如梦年华》 团省委、省学联

23
省学联成立 60 周年活动——“微艺达益”微设计大

赛视频组三等奖
杨森同学设计作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团省委、省学联

24
省学联成立 60 周年活动——“标新立异”学联形象

识别系统设计大赛三等奖
王鹏程同学设计作品 团省委、省学联

25 第四届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校长杯”优秀组织奖 苏州科技学院 省教育厅

26 第四届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13 项 《茫茫云天、青春舞曲》、《棱镜》等 省教育厅

27 第四届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 17 项 《爱》、《行书条幅》等 省教育厅

28 第四届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三等奖 15 项 《红豆词》、《孤独患者》等 省教育厅

29 2014 年苏州市无偿献血促进奖 苏州科技学院
苏州市文明委、苏州市献血领

导小组、苏州市红十字会联合

30 2014 年苏州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组织” 人文学院青协 苏州团市委

31 2014 年苏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 李宇（建筑学院） 苏州团市委

32 2013-2014 年度苏州市“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苏州科技学院校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 苏州市文明办

33 2013-2014 年度苏州市“优秀志愿者” 沈怡婷（人文学院，校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 苏州市文明办

34
苏州市红十字会“博爱青春”暑期社会实践

优秀志愿项目

校青协《8-15 岁自闭症儿童行为感知能力提

升及兴趣培养项目》
苏州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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