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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团联发〔2019〕34 号

关于开展江苏大学第十二届“金秋江大”
新生服务文化节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

为使广大新生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融入新的集体，也

为更好地服务、引导新生，引导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胸怀理想、砥砺前行，从而正确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涯。经

研究，决定举办江苏大学第十二届“金秋江大”新生服务文

化节。

一、活动主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青春学子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三、活动安排
本次文化节面向全校新生，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青春学子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主题举行一系

列活动，引导大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引领青年学子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

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矢志奋斗，以奋发向上的精神状

态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本届新生服务文化节共有

43 项子活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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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高越

电话：88780315

地址：校团委 404 办公室

附件：江苏大学第十二届“金秋江大”新生服务文化节

活动项目表

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

江苏大学学生会

江苏大学研究生会

2019 年 10 月 13 日

附件：江苏大学第十二届“金秋江大”新生服务文化节活动项目表

活动名称 举办单位 举办时间

1

江苏大学第十二届“金秋江大”

新生服务文化节开幕式暨 2019

HiFi 西津渡首届校园歌手大赛

校团委、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 9月上旬-10 月中旬

2 第十八届“新生杯”男子篮球赛 校团委、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 10 月下旬-11 月中旬

3
江苏大学第十八届“无偿献血杯”

大学生辩论赛
校团委、校学生会 10 月下旬-11 月下旬

4 第十五届江大美食节 校团委、校学生会 10 月下旬-11 月中旬

5 江苏大学廉政宣传教育周
校团委、各学院团委、校学生会、

各学院学生会
10 月下旬

6 廉政宣传微信设计大赛 校团委、校学生会 10 月下旬

7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主题展板设计大赛
校团委、校学生会 11 月中旬

8 学习资料分享活动 校团委、校学生会 11 月下旬

9
“青春演播厅”-我的青春

故事报告会
校团委、校学生会 11 月上旬

10 “江大星期六”系列主题舞会 校团委、校学生会 每周五晚 6:30-8:30

11 江苏大学研究生体育俱乐部 校团委、校研究生会 每周一、二、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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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苏大学第五届研究生团支部

风采展示大赛
校团委、校研究生会 10 月中旬-11 月中旬

13 Cross Culture Park

校党委研工部、校团委、海外教

育学院、校研究生会、各学院研

究生分会、海外留学生学生组织

每周六

14
第九届国际文化节闭幕式暨 2019

“最牛江大人”中外学生才艺大赛

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

海外教育学院
11 月下旬

15
江苏大学“耶鲁学堂”、

“耶鲁讲堂”活动

校团委、校图书馆、

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10 月中旬-11 月下旬

16 第十七届江苏大学大学生科技节 校团委、校科协 11 月中下旬

17 三江时政论坛 校团委、校马研会 11 月中旬

18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系列表演周活动
校团委、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心 9月中旬-11 月中旬

19 第二十届社团巡礼节开幕式 校团委、校学生社团联合会 11 月中旬

20 2019 年学生社团星级评比 校团委、校学生社团联合会 11 月中旬-12 月下旬

21 “菁英乐跑”素质拓展活动 菁英学院 每周五

22 “我说你听”菁英开口练 菁英学院 每周日

23
“翻开 70 记忆，魅力红色光影”

摄影比赛
医学院 9月中旬

24 爱国荣校之诚心“程”意主题活动 计算机学院 9 月 20 日-9 月 27 日

25 英语角交流活动 药学院 9月下旬

26
“青春心向党，奔跑向未来”

趣味运动会
文学院 9月下旬-10 月上旬

27
“影动心，语传情”爱国主题

图文征集活动
机械学院 10 月上旬

28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主题征文活动
食品学院 10 月上旬

29
“追寻七十载风云变幻”

摄影比赛
理学院 10 月上旬

30 “祖国在我心”系列活动 土力学院 10 月上旬

31 “书以怡情，文以交友”系列活动 财经学院 10 月上旬-11 月上旬

32 “展少年志，绘爱国情”展板比赛 艺术学院 10 月中旬

33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演讲比赛 化工学院 10 月中旬

34
“青春聚力，文脉同心”——

为江大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
管理学院

10 月 26 日、11 月 11

日

35 “祖国 70 历征程，五星红旗映我 教师教育学院 10 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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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合影集赞祝福祖国活动

36 廉政影片观影学习活动 电气学院 10 月下旬

37 廉政主题辩论赛活动 能动学院 11 月 1 日

38
“我与祖国的一场邀约”

红色主题素质拓展活动
汽车学院 11 月 1 日

39 青春故事分享会 材料学院 11 月中旬

40
“光影江大”——手绘明信片

互寄活动
环安学院 11 月中旬

41
“以国为界，与爱为伍”

主题交流活动
外国语学院 11 月 25 日

42 国家宪法日主题系列活动 法学院 11 月下旬

43 红歌演唱会 电气学院 12 月 9 日

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 2019年10月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