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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党委召开 

2018 年度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大会 

1 月 10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党委在立教楼 C201 召开学院 2018 年度党支部

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大会，学院党委委员、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基层党支部

书记、院党员代表、工会

委员、教代会委员、师生

党员代表等 45 人参加了

此次会议。会议由学院党

委书记张维和主持。 

首先，由学院党委书

记通报会前基层党建巡

查调研情况，重点反馈了

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并给

出整改建议。然后，各基

层党支部书记逐一述职，学院党委委员逐一进行点评，各支部书记认真记录，虚

心听取意见。随后，教代会主席张智中、非党员处级干部郝蕊代表与会党员群众

进行了点评，校人事处副处长李欣代表校机关联系学院师生支部处级干部进行了

点评，对基层党建提出意见建议。述职和点评结束后，学院党委向参会人员下发

评议表，与会人员对各支部书记的述职进行了认真评议。 

外 院 旗 帜 



 

 

最后，学院党委书记张维和同志对会议进行总结，肯定了各基层支部书记一

年来的工作成绩，要求各支部切实强化整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强调在下一步

工作中各支部要切实对照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落实支

部任务，强化政治功能，坚决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决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决学习贯彻市委十一届历次

会议精神，将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推动学

院发展。 

 

我院第 58 期党课考试顺利举行 

12月 6日 14：00，我院于劝学楼 A区进行了第 58期党课院考。12月 13

日，我院进行了第 58期党课校考考试。 

此次党课考试共设三个

考场。考试开始前，考生们

陆续进入考场对党课知识进

行复习并对考试做好准备。

考试开始前五分钟，监考员

就党课考试的规则及相关事

项进行了宣读，并要求考生

树立严谨的考风。考试过程

中考生们从容不迫，认真作答。考试秩序井然，充分展现了我院学子勤奋严谨

的学习态度。 

党课考试作为考察积极分子的一项重要环节，不仅仅是对党课知识的成果

检验，还加深了同学们对党的认识，提高了同学们的党性修养，使大家更加明

白入党的意义。 

 

我院举行 2018 级本科生考前动员大会 

12月 20日 13：00，我院在劝学楼 A315室召开了 2018级本科生考前动员



 

 

大会。副院长王静担任主讲人，2018级全体同学参加此次活动。 

会议伊始，王静院长强

调了诚信考试的重要性，并

结合以往作弊行为向大家进

行了考试考风考纪教育，她

希望同学们在考试中能端正

考风，严肃考纪。随后，王

院长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了

考试注意事项及考试违纪的

评判标准与处理方案，要求全体同学认真对待，积极备考，努力复习，树立良

好的考场形象，坚决杜绝作弊行为。 

王院长还就学分绩点，辅修专业等问题对同学们进行了耐心的答疑。最

后，王院长希望同学们以高标准严要求自己，鼓励同学们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

备考的热情，争取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我院举行“在大学，如何谈恋爱”主题讲座 

12月 20日 14:00，我

院于劝学楼 A区 315室开

展“在大学，如何谈恋

爱”主题讲座，讲座特邀

我校关工委报告团成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

建营老师担任主讲人。全

体 2018级学生参加讲座。 

讲座伊始，李老师强

调了本次讲座的重要性，

并结合当代大学生恋爱形势，以我校发生的实例提醒大学生恋爱不要越界、不

要有钱财纠葛、不向对方传递错误信息等。此外，他围绕“爱”在大学、如何

考察对方以及如何做三方面对大学恋爱做出深刻解读。李老师幽默风趣的语言



 

 

使到场同学认真聆听。 

此次讲座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恋爱观，帮助同学们学习处理个人情感

问题，安全、愉快地度过大学生活。 

我院举行“用积极的心态绘出幸福人生”主题讲座 

12月 27日 14:00，我院于劝学

楼 A区 315室举行“用积极的心态

绘出幸福人生——积极取向的心灵

调节”主题讲座。讲座特邀初等教

育学院王雁教授担任主讲人，我院

2018级全体同学参加讲座。 

讲座伊始，王教授根据“你认

为幸福是什么?”问题提出“心态使生活达到百分百的圆满”的观点，揭示了拥

有阳光心态才能收获成功的哲理。随后，她结合典型的事例，从心理健康新概

念、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缘由、如何树立健康的心理状态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她鼓励大家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压力、缓解压

力。最后，王教授就如何提升幸福力问题向同学们提出几点建议与期望，她的

语言幽默风趣、同学们互动积极。 

此外，王雁教授还针对新生的心理调查结果，介绍了心理问题的几种主要

表现，她希望同学们时刻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问题，用积极的心态笑迎每一

天。 

 

我院举行第十一次学生代表会议 

12月 3日 12:30，我院第十一次学生代表会议于立教楼 C区 201室召开。

我院学工办主任、团委书记杜一宁，学工办副主任、团委副书记史晓晨列席会

议，来自各班的 139名学生代表参加此次会议，院学生会主席刘玉杰主持会

议。 

学 院 动 态 

 



 

 

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我院出席校十一届学生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

前期，院学生会按照校学生会的统一要求，组织各班酝酿出 22名代表候选人，

此次会议差额选举产生了 18名学生代表出席我校第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 

附：学生代表名单 

俄语专业 16级本科生于小洋、 朝鲜语专业 16级本科生王泽华、俄语专业

16级本科生王跃坤、英语专业 18级本科生王皓天、俄语专业 15级本科生石

琳、英语专业 17级本科生卢柯月、英语专业 17级本科生代霜、俄语专业 15级

本科生白东方、朝鲜语专业 16级本科生刘玉杰、英语专业 16级本科生刘江

山、英语专业 17级本科生杜津、英语专业 17级本科生李子群、英语专业 15级

本科生李帅菲、朝鲜语专业 16级本科生姚佳、俄语专业 17级本科生夏雨晴、

英语专业 17级本科生曹艺曼、日语专业 16级本科生董萌、英语专业 16级本科

生韩睿  

我院举行第十四届外语节闭幕式 

12月 6日 13:30，第十四届外语节闭幕式于立 C201成功举行。校党委副书

记宁月茹，党委学工部部长、研工部部长薛思军，校团委干部张琛，院党委书

记张维和，院党委副书记何璐，学而思选培部经理吕恒鑫、主管刘华出席本次

活动。 

活动开始，宁月茹

书记发表讲话。宁书记

用“有意义”“有内

涵”“有成果”“有前

景”充分概括、肯定了

外语节在我校教育教

学、校园文化方面所做

的突出成绩。她表示，

外语节在学校国际化办

校 园 文 化 



 

 

学背景下，对全校师生都有着重要意义。十四年来，外语节以特色鲜明、综合

性强、内涵广泛的特征蓬勃发展，成为了学校教育教学、校园文化活动的品

牌。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魅力中华展示大赛、教师教育课件设计大赛、外文

模拟招聘大赛等 12项比赛成果丰硕，师生们全情投入，收获颇丰。她相信外语

节会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师大校园中越办越好。 

学生代表赵玥同学则向我们分享了自己三年来的参赛经历，并表示通过比

赛收获了友谊与更好的自己。张维和书记在讲话中肯定了外语节期间取得的各

项优秀成绩，并指出此次外语节将弘扬传统文化、提升语言能力、贴近师范特

色、洞悉职场规律等诸多元素融合在各类比赛中，是十分有前景、有意义的。 

外语节期间涌现

出许多优秀选手与作

品。率先上场的是五

国语配音大赛一等奖

的获得者们——初等

教育学院 1704班的赵

翊帆、李沛、刘琪

琪、潘奕晓。他们带

来的配音作品《马达

加斯加》幽默生动、妙趣横生，赢得现场掌声连连。魅力中华大赛优秀选手—

—管理学院 1801班的黄渝欣带来的表演《走在时间里的长安街》又让我们充分

领略中国之美。外文歌曲大赛获奖选手——外国语学院 1503班的褚天舒一曲

《Radioactive》,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英文演讲比赛

的优秀选手——外国语学院 1812班的戴泳婷带来的精彩演讲更是赢得全场一致

好评。最后，由星光剧社带来的莎剧表演片段《无事生非》，赢得了现场的阵阵

掌声。 

活动最后，由学而思老师吕恒鑫代表发言。吕老师感谢学校给予企业深入

校园的机会，称赞外语节的正规、细致和妥当，大力肯定师大学子的能力，并

结合外语节与实践教学进行了讲述。 



 

 

至此，我院第十四届外语节正式落下帷幕，本次外语节活动以“中西文化

交融，外语蓬勃发展”为主题，汇聚了多元文化的精萃，充分展示了外院学子

的外语水准和演艺才能。他们用精彩的表现碰撞出文化的异彩，用无限的活力

展示了美丽的生命。同时，各项精彩纷呈的比赛也吸引了大量不同专业学生参

与其中，极大地促进了学风建设和校园文化的繁荣发展。 

 

第二十二届“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 

天津师范大学校园选拔赛决赛圆满收官 

12月 13日 14:00，由我院 BP制英式辩论社承办的第二十二届“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天津师范大学校园选拔赛决赛于立教楼 C区 201进

行。我院竞赛中心主任

王悦、英语系教师杨惠

担任大赛评委。经赛前

抽签决定，我院四位选

手担任反方，来自天津

外国语大学的四位选手

担任正方。 

此次比赛为我校和

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友谊赛并严格按照英辩规则进行。比赛开始前，观众通过简

短的视频对 BP辩论赛制进行了大致了解。 



 

 

赛程中，我院选手面对正方质询临危不惧，以恰当的礼仪加以充分的论据

进行回应。他们凭借口语流利、逻辑缜密的特点给评委及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其中，我院张丰作为反方四辩，在总结陈述部分明确指出了本场辩论的交

锋点，并以清晰的条理再一次强调了本方的观点。随后进行提问抢答环节既考

察了观众对 BP赛制以及英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又活跃了比赛氛围，增强了赛事

的趣味性。 

最后的评委点评环

节中，王悦老师肯定了

两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并

强调解读辩题需考虑对

象主体及多种因素。杨

惠老师则围绕概念区分

及拓展深化问题对两队

的辩论进行指导。两位

老师均抓住了两队辩手遗漏的论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次友谊赛促进了我校与天津外国语大学的交流协作，双方选手都在比赛

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升了自我。同时，使更多人了解英辩并参与其中也是

此次比赛的重要意义之一。 

 

我院英语微课设计讲座顺利召开 



 

 

12月 13日 14：30，

由我院英语口语社承办的

英语课程微课设计讲座于

劝学楼 B208举行。我院

邀请教师教育学院马瑞老

师担任主讲人，17、18级

部分学生代表参加讲座。 

讲座中，马瑞老师介

绍到微课不只有录屏式，还有图片呈现与实际出镜两种类型，改变了同学们对

微课形式的观念。随后，马老师展示了我院于外语节期间举办的中学英语课程

微课大赛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参赛作品，并针对性的说明问题、提出建议。大

家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最后，马老师指出：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运用并真正

掌握有关陈述性的知识。同时，她对第二届英语微课设计比赛寄予厚望。 

此次讲座向广大学生普及了微课知识，解决了大家在微课制作过程中的困

惑，帮助学生提高了微课设计及制作水平。 

 

 

 

 

我院举行 2019 届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指导讲座 



 

 

2018年 12月 13

日，外国语学院举办了

2019届本科生、研究生

毕业生就业指导讲座，

院党委副书记何璐担任

主讲人。全体 19届毕业

生参加活动。 

讲座围绕学业规

划、就业形式两方面展

开宣讲。讲座中，何璐

老师提醒同学们要未雨绸缪，提前为毕业做准备。 

在学业上，她建议同学们要明晰个人情况，针对性弥补不足，规划好学习

安排。在就业上，她依据对就业市场现状的分析提醒大家，要认清形势、分析

个人优劣势、找准定位、理性择业。最后她谈到，为了给 2019届毕业生更好的

择业、就业提供帮助，我院还开展了知识能力储备、简历撰写、面试准备及技

巧、形象设计等就业相关能力提升培训。此次就业指导讲座解答了同学们关于

就业问题的诸多疑惑，为准毕业生们顺利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讲座结束后，深圳市美联国际教育有限公司“立刻说”项目团队进行了现

场宣讲招募工作。现场同学们积极参与，与招聘单位热情互动，仔细询问各方

面信息。 

“天寒人情暖，真爱跨新年”暖冬活动 

暨自强之星报告会顺利举行 

12月 27日 12：40，由我院自强社承办的第十届“天寒人情暖，真爱跨新

年”暖冬活动暨自强之星报告会于立教楼 C区 201顺利开展。我院党委书记张

维和、党委副书记何璐、行政副院长郝蕊、研究生培养及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张准、党政办公室主任徐显达、学工办主任杜一宁以及部分教师代表出席本次

活动。 



 

 

  我院共有 31位

同学获得“暖冬之星”

称号。经过层层筛选，

冀媛、夏雨晴、古丽木

拉木、张越、刘蕙 5位

同学被评为“自强之

星”。活动伊始，同学

们通过观看一段暖冬活

动视频对暖冬活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后，由“暖冬之星”邓钰芬、黄晶

晶、路瑞萍、孟晓妍、彭景姗、单春辉、张昱带来的《星》使同学们领略了朗

诵的魅力。 

表演结束后，部分自强之星代表上台分享了她们的自强故事。她们的生活

条件虽然并不优越，但却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自强自立，努力学习，积

极参加学校的志愿活动，为他人送去温暖。她们的事迹无不感染着在场的每一

位老师和同学。随后，由闪耀音乐社带来歌曲的《烟火里的尘埃》更是点燃了

现场的气氛。与会老师则为“暖冬之星”颁发了新年礼品，张维和老师与郝蕊

老师为张越、古丽木拉木·艾合买提、冀媛、刘蕙四位“自强之星”颁发奖

品。 

活动最后，张维和书记发表讲话，张老师首先肯定了暖冬活动十周年的非

凡意义，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同学们要学会自强自立。最后他还为同学

们献上了新年祝福。 

本次活动为“暖冬之星”送去了温暖，同时，她们的感人事迹也鼓励了同

学们养成自强自立、自信乐观的品质，让学生们更加坚强，把握现在，铸造未

来。 

 

我院防诈骗主题讲座顺利召开 

为了提高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杜绝校园诈骗情况的发生，我院于 12月

12日 15：45在立教楼 C区 201召开防诈骗安全知识讲座。我院邀请到社区民

警郑天明担任主讲人，2018级各班学生代表参加讲座。 



 

 

郑天明警官分别从防传销、防盗窃、防诈骗三方面进行讲解。讲座中，郑

警官通过播放视频的形式介绍

了目前我国的传销特点为“发

展下线”，并警示学生不要误入

传销组织。而后，他总结了校

园内盗窃案件的高发场所，例

如食堂、球场边等。他提醒同

学们在学习、生活中要提高警

惕并给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最

后，他列举近期发生的“校园

贷”及电信诈骗案件，教导学

生学会“挂（挂断诈骗电话）”、“删（删除诈骗短信、陌生联系人）”、“认（诈

骗后莫轻生）”。学生认真聆听并积极与警官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