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是一首歌，拨动年轻的心弦；青
春是一团火，点燃沸腾的血液；青春是一
面旗帜，召唤我们勇敢前行。如果把共青
团组织比喻成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
高职院校共青团组织无疑是姹紫嫣红中
的一枝独秀。

适值 2016 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
际，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迎来了
振奋人心的喜讯，被共青团中央授予
2015 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这一基
层团组织的最高荣誉。荣誉的获得从来
不会一蹴而就，作为集团公司自成立以
来首家获此殊荣的团组织，荣誉的背后
凝聚着学院几代年青人奋斗的心血、智
慧和汗水，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谱写了一曲曲火红的青春之歌。

近年来，安工学院团委在上级团委
和学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围绕学院中心工作，
以培养高素质职业技能型人才为根本，
构建“思想、组织、实践、文化、服务”等
五大育人体系，扎实开展了“思想教育
引领、校园文化建设、组织队伍培养、品
牌特色培育、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等
六项重点工作，为团员青年全面成才和
学校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凝聚力量，打造团结高效
共青团班子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现有团员青
年 5093 人，占全院青年总数的 81.3%，
基层团总支 5个，团支部 116个，20 个

在册大学生社团，每级团组织均配备了
相应的负责人。学院坚持党建带团建，配
强班子、优化结构，现有团委委员 7 人，
均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和中高
级职称，班子整体素质较高，分别来自学
院行政机关和各系部，均拥有较好的青
年群众基础，保证了团委各项工作协调
有序进行。

为了提高共青团干部队伍的素质，
学院团委积极构建“学习型团组织”，打
造“复合型团干部”，以提高思想政治素
质为核心，以加强业务能力为目标，通过
校内外各级各类培训有效提升团干部的
理论修养及实践能力。学院青年教师团
干全部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和“安
徽省辅导员资格证”，具有较好的思想
政治理论水平和调查研究、组织协调能
力。学院连续六年选派优秀学生干部代
表参加安徽省“青马工程培训班”；连续
八年在校内开办“团校”暨团学干部培
训班；近 2000名团学干部从院级 “团
校”培养走出，坚定了做马克思主义者
的信念和决心；三名学生团干先后挂职
铜陵团市委学联主席、青年志愿者协会
副会长。在加强团干部队伍管理上，学院
团委坚持每周召开“学生会干部工作例
会”，打造“团学干部学习日”，每月召
开“团总支书记工作例会”。

成才成长，增强思想政治
教育时效性

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
工作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宣传思想工作的指示要求，学院团委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面向青年学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四进四信” 主题教育活
动，以“进支部、进社团、进网络、进团
课”为手段，以报告会、演讲赛、辩论赛、
微电影、主题团日活动等为载体，进一步
筑牢为实现“中国梦”而建功成才的青
年大学生共同思想基础。学院每年要开
展 4-6 场时政专题报告和讨论活动。

结合“五四”、一二·九运动、国家
宪法日、国家公祭日、新生入学及毕业
季等重要节点，广泛开展“四色教育”，
即 “红色·革命传统教育”、“橙色·校
纪校规法治教育”、“绿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蓝色·创新创业职业
教育”。利用安工讲坛、《大学时代》校
刊、校广播台、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等青
年喜闻乐见的途径，先后开展了“开学
第一课”、“青春正当年·追梦进行
时”、“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出彩
青春·点赞铜陵”青春分享会、“校园法
治宣传教育专项行动”、“节约型校园
创建”、“校园文明劝导”等专项活动，
引导青年大力弘扬爱国精神、时代精神
和求是精神。连续五年的清明节，学院
先后组织百余名团学师生代表前往新
四军革命纪念馆、渡江战役纪念馆、南
京大屠杀纪念馆开展 “民族英雄青史
颂，革命精神新辈弘”主题团日活动暨
清明悼念活动，培养学生“爱国情、报
国志”的理想信念。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民族精粹。学
院团委连续三年邀请由省委宣传部、省

教育厅、省文化厅共同筹划的“校园大
舞台———徽风皖韵进高校” 活动走进
校园，为学院工科专业学生带来精彩的
黄梅戏、徽剧专场演出。养正毓德，弘扬
校园正能量；精存自生，共筑师生齐大
梦。学院团委每年举办 4 场 “厚德善
行、美丽人生”公民道德大讲堂，把公
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形象化、具
体化，使“讲道德 做好人”成为校园主
流价值观。

为加强校园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意
识，配合学校党政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工
作，学院团委每学期开学初都会组织召
开“新学年、新起点、新气象”大学生寒
暑假返校思想动态调研座谈会。全院在
册团员均已注册为 “网络文明志愿
者”，三级网络文明志愿服务队与“校
园周末夜间治安巡逻队” 一起有效开
展了线下、线上的校园安全文明治理工
作。

利用网络新媒体，建设专属性、服
务性、时效性“三位一体”的学院共青
团新媒体综合应用平台，近几年学院团
委先后开通了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平
台，2015 年全年共发布 102 期微刊，内
容涵盖“时政热点、校园动态、网络安
全、法制教育、志愿服务”等内容。同
时，为做好学院青年教工的思想政治工
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教工在职业上健
康快乐成长，学院团委组建了名为“安
工青年港湾” 的 QQ 群。目前已有 80
至 90 后青年教工成员 46 人。借助互联
网平台，不定期组织开展面向青年教工
的“文化、文艺、体育”等方面活动，例
如“青年读书会、登山行、交友沙龙、自

驾游、青年教师志愿服务”等。
2014 年和 2015 年，学院团委在积

极整合新媒体运用的思路上，借鉴微电
影这一学生喜闻乐见的体裁，先后拍摄
了《微爱圆梦》和《我在这里，你在哪》
校园微电影，后者网络点击量已达到 4
万人次，获得了校内外一致好评，彰显了
新时期安工学子“实践、竞争、创新、和
谐”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

丰富载体，激发青年活动
热情

学院团委一直致力于推进内涵式发
展，着力打造高品质的校园文化活动群。
按照“精品活动学院统筹，特色活动各
系主导，日常活动班级开展”的原则，规
范校园文化活动，保障各项活动有序开
展。依托院、系学生会、学生社团联合会
组织开展了数十项具有高职特色的校园
文化活动，充分发挥优秀文化育人功能。
特色文化活动例如 “点赞青春·添彩学
院”五四青年活动月、5·25 大学生心理
健康活动月、“炫彩青春新生季”、“感
恩母校毕业季”、“奔跑吧，青年”大学
生三走系列群众体育活动、大学生健身
健美操比赛、“校园好声音·年度十佳歌
手”比赛等。同时，近年来学院也积极组
织学生参加校外各类文化文艺赛事，例
如“安徽省大学生艺术展演”、“讯飞杯
大学生诗文朗诵比赛”等，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

多年来，学院团委为使广大青年学
生在实践中检验知识、认识社会、锤炼品

格、磨砺意志，坚定走知行合一成长成才
之路的信心，连续八年招募大学生组队
深入开展社会实践和社会观察活动。实
践团队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城市社区街
道、企业车间厂房中开展深入细致的社
会调研。学院团委先后三次荣获“安徽
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
秀集体、优秀报告等奖励。

同时，为扎实推进校园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积极创建节约型校园，优化育人
环境，自 2014 年以来，春秋两学期学院
团委都会结合校园工作实际设立四类校
园“文明劝导岗”，分别是“校园文明劝
导岗”、“学生党员先锋劝导岗”、“就餐
文明劝导岗”和“周末安全劝导岗”。每
一类岗位设立了不同的活动时间和工作
职责。三年来，数百名校园“文明劝导
员”每日在在校园各个路口值勤、监督、
纠正校园内的不文明现象，受到了全院
师生的欢迎，积极服务了校园文明建设。

奉献爱心，展现时代青年
风采

志愿精神薪火传，青春奉献促和谐。
由学院团委组建并指导工作的院级青年
志愿者协会至今已走过了十三载岁月。
秉承“团结、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坚持以“爱心献社会，真情暖人心”
为宗旨，通过组织和指导全院青年志愿
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实现了“践行志
愿服务精神，展现安工青年风采”的目
标，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
和谐校园、和谐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谱写了年轻一代心系社会、报效社会的
美丽乐章。

哪里需要志愿者，哪里就有学院大
学生志愿者的身影。多年来，学院团委
积极探索“大一志愿服务型、大二专业
体验型、大三就业职业型”志愿服务实
施体系，以学生的兴趣特长和社会的需
求为导向分类建立一批专业志愿服务
队伍，通过实施专项计划、成立活动基
金、建立实践基地或共同体等方式，打
造形成“志梦安工”的一系列青年服务
品牌。

学院团委指导青年志愿者协会一手
抓活动开展，一手抓机制建设，以自愿参
加、量力而行、进求实效、持之以恒为基
本原则，紧密结合寒、暑期社会实践、大
型赛会志愿服务、关爱社会走进群众志
愿服务、“向日葵行动”爱心助成长等一
系列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和本校特色志愿
服务项目，先后打造了以“美丽青春·文
明公交、铜在蓝天下·社区绿色行、向日
葵·关爱农民工子女行动、学雷锋 365”
等为重点的品牌志愿活动。这些志愿服
务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学
院团委多次荣获“安徽省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铜陵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铜陵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2015 年，
《中青报》记者专程来到学院，就学院特
色志愿服务品牌“美丽青春·文明公交”
志愿服务项目进行了采访。

每年 3 至 5 月和 12 月，学院团委
都会以 “为雷锋精神点赞·践行核心价
值观” 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月为契机，

通过项目化、制度化、品牌化运作，创新
学雷锋活动的内容、载体和形式。例如
“好人就在身边” 铜陵市好人馆参观活
动、“讲好雷锋故事” 青年故事会、“大
手拉小手·传讲雷锋故事” 走进映湖小
学雷锋公益小课堂、“寻找校园正能量”
学雷锋典型事迹评选及展示等活动，大
力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常态化、机制
化，将使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成为越来
越多青年的精神时尚。

一分耕耘一份甜。仅 2015 年，学院
团委共荣获 20 项校级以上奖励。多年
来，学院团委坚持在探索中前行、在实践
中创新。以教育引导为基石，用组织建设
作保证，把素质拓展当舞台，让成才服务
来凝聚，积极开创了学院共青团工作发
展的新局面。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于 2014 年的五四青年节给河
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
信中说道：“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学院共青团
组织将以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进一步凝聚青年智慧，激扬青
春力量，立足“党政所需、青年所求、团
学所能”工作着力点，在服务大局上展
示新作为，在服务青年上体现新成效，在
服务社会上探索新方法，在自身建设上
力求新突破，在推进学院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绽放青春
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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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之花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绽放
———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新疆学生座谈会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文明公交启动仪式

“校园好声音”大学生十佳歌手大赛 迎新生中秋晚会

大学生健身健美操比赛徽风皖韵进高校黄梅戏专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