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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东北林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东林团发〔2021〕20号

关于举办 2021 年秋季学期团校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团总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

思想，积极落实《关于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意

见》，校团委决定举办秋季学期团校。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班次

本次团校分三个班次：第四十四期团校暨第十四期“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大学生骨干培训班（简称“青马班”）；第

四十五期团校暨团支部书记培训班；第四十六期团校暨学生社团

骨干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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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对象

青马班主要面向校院两级学生干部骨干，团支部书记培训班

面向全体 2021 级团支书和全校研究生团支书，学生社团骨干培

训班面向学生社团学生骨干。

三、组织形式

本次培训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实行小班管理体制，

配备班主任，主要负责考勤和班级事务管理；各班成立团支部并

通过民主投票方式选举班长、团支书，负责日常班级管理和团日

活动的组织与开展；设立班级联络员，负责班级内外事宜的联络

沟通。

四、相关要求

1．请各学院团委（团总支）、校级学生组织要高度重视，

按照相关要求做好推荐选拔工作，将推荐工作作为挖掘、发现和

培养学生骨干的一项重要任务。

2．学院团委根据各班次工作方案（附件 1、2、3）要求，

负责青马班学员、全体 2021 级本科生团支书、全体研究生团支

书和学院所指导社团的负责人（其他职能部门所指导的社团报名

由校团委统一协调）报名，校级学生组织机构负责本组织青马班

学员的报名，并于 11月 17 日 17:00 前以压缩包的形式（压缩包

内按照三个班次分别建立文件夹，压缩包命名为：学院名称+团
校培训报名表）将报名表（附件 4）和汇总表（附件 5）发送到

指定邮箱。同时上交纸质版报名表和汇总表（综合办公楼 110）
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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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十四期团校暨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工程”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养

和造就一支理想信念坚定、能力作风过硬、素质全面发展的大学

生骨干队伍，特制订定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大学生骨干培训班（简称“青马班”）工作案。

一、培训时间

2021 年 11月—2022 年 5 月。

二、学员范围

各学院团委（团总支）可推荐 2019 级、2020 级学生骨干各

2 人，学院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团委副书记优先推

荐；各校级学生组织机构可推荐 2019 级、2020 级学生骨干各 1
人参加培训。

1．丹青班

面向 2020 级本科生开展培训，规模控制在 60 人左右，通过

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重在发现、培养、储备学生骨干，着重培

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个人政治素养，提高团学工作能力，

养成良好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

2．成栋班

面向各学院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其他学

生骨干，校级学生组织机构学生骨干等进行培训，规模控制在

60 人左右。聚焦学生骨干理论提升和素质提高，全过程、全方

位加强学生骨干政治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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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坚定、能力素质突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三、培训内容和活动安排

培训班采取集中培训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丹
青”“成栋”专项培训计划，设置不同培训内容。集体培训和活动

安排如下：

1．理论学习。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和教师授课，重点学习

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校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国情形势政策、

塞罕坝精神、生态文明理论、青年榜样故事、第十三次党代会和

团代会精神、优秀东林人事迹、学生干部工作能力提升和综合素

质培养等专题内容。

2．考察调研。组织学员参观黑龙江“四大精神”文创展览

馆等省内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引领学员铭记先烈前辈的英勇事迹

和丰功伟绩，并组织学员分组交流讨论参观访问感受和体悟心得。

3．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重点组织开展校园内防疫抗疫志

愿服务活动，组织学员以班级为单位分组对接学校各志愿者协会，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与东北林业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栋研习社、青年讲师团对接，积极开

展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实践活动。

4．主题团日活动。结合校庆 70周年、劳动节、青年节等重

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喜迎校庆 70 周年等各类主题团日活动。

5．结业考试。培训班将以闭卷考试、知识竞赛、在线答题

等形式，组织理论水平测试，成绩合格者方可结业。

四、培训和结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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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培训实行小班管理体制，配备班主任，主要负责考

勤和班级作业批改评选；各班成立团支部并通过民主投票方式选

举班长、团支书，负责日常班级管理和团日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设立班级联络员，负责班级内外事宜的联络沟通。

2．学员因故不能按时参加线下授课或线上交流研讨等活动，

须提前向班主任履行请假手续，完成每次线上学习交流的考勤手

续，由班长、团支书负责整理记录考勤情况。如出现请假超过 2
次或无故旷课 1 次、作业迟交 2 次以上或 1 次不交，将立即取消

培训资格，并予以校级通报批评处理。

3．学员在每次活动后需以#东林第十四期青马班#为话题在

朋友圈或新浪微博等平台上发表不少于 100字的感悟状态；每月

至少上交一篇心得体会，字数不少于 1000 字。定期评选学员的

学习心得体会，并择优在“东林团委”官方微信等平台进行集中推

送展示。

4．将根据学员参与学习情况、学习成果质量、结业论文（不

少 3000 字）、结业考试等进行综合评价，合格者予以结业，顺

利结业者将颁发结业证书，同时将学习经历记入学员个人档案。

5．按照《东北林业大学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试

行）》规定，参加学校“青马班”学习，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团员，

在同等条件下，将被优先“推优”入党。

6．按照培训班人数 10%的比例评选“优秀学员”，并评选“优
秀班集体”“先进团支部”各 2 个，“优秀班主任”若干名，颁发荣

誉证书。

五、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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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培训内容 参与人员 主讲（持）人

1 11月 20日 开班仪式 全体成员 团委副书记 付书朋

2 11月 20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 做有志气、骨气、底气

的东林青年（拟定）
全体成员

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雒文虎

3 11月下旬
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一二·九主题

团日活动
全体成员 团校各班负责人

4 12月上旬 塞罕坝精神专题报告 全体成员 待定

5 12月上旬 新时代的东林共青团 全体成员 团委书记 李晶才

6 12月上旬
在歌声中感悟共青团的先锋力

量
全体成员 团委副书记 宋天宇

7 3月上旬 帽儿山林场集中研学 全体成员 团委宣传部部长 朱津玮

8 3月上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

辉煌史
全体成员

党史专家、哈尔滨师范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栗守廉

9 3月中旬 共青团简史讲解 全体成员 团委副书记 付书朋

10 3月中旬 新媒体工作专题培训 全体成员
福建师范大学团委

蒲鑫源

11 3月下旬
组织参观黑龙江“四大精神”文

创展览馆
全体成员 团委宣传部部长 朱津玮

12 3月下旬
优秀榜样告诉你：学业学习与学

生工作如何兼顾
全体成员 保研学生代表

13 3月-5 月 每月开展一次主题团日活动 全体成员 以小班为单位

14 4月上旬 东林校史专题报告 全体成员 待定

15 4月上旬 《塞罕坝精神》专题学习交流 丹青班 团校各班负责人

16 4月中旬
工作技能培训

（office办公软件使用）
丹青班 （待定）

17 5月上旬
技能提升（活动策划、公文写作、

调查研究）
成栋班 （待定）

18 5月下旬 结业考试 全体成员 团委宣传部部长 朱津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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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四十五期团校暨团支部书记培训工作方案

为扎实推进基层团支部“活力提升”工程建设，提高基层团

支部书记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帮助2021级本科生及研究

生团支部书记迅速认识、熟悉、掌握团支部有关工作业务，

特制定团支部书记培训班工作方案。

一、培训时间

2021 年 11 月—12 月

二、培训对象

全校2021级本科生、全体研究生团支部书记。

三、培训内容

1．理论学习

邀请校内专家和教师为学员介绍我校共青团工作情况，

普及共青团基础团务知识和网上共青团建设相关内容，切实

提高学员的理论素养、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2．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参观参访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等活动，组织学员重

点开展校园防疫志愿服务活动，学员以班级为单位分组对接学

校各志愿者协会，常态化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3．工作交流

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将与校团委指导的12个学生组织机构负

责人、2020级本科生及研究生优秀团支书进行分组交流活动，就

基础团务工作、工作方法技巧、工作规划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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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业务能力大赛

培训期间，各学院团委推荐1名优秀团支书参加第七届团

支书业务能力大赛，通过初赛“主题团日活动策划展示”环节，

选拔10名团支书进入决赛。

四、培训要求

1. 每位学员要端正学习态度，正确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

要自觉遵守培训班的学习纪律，积极参加每次培训活动，做到不迟到、

不早退、不无故缺席。

2．学员将被分成若干班级，由校团委指导的12个学生组织

机构负责人担任班主任，每班会再推选出 1名班长、 1名支书，协

助班主任负责日常学习交流和管理。

3. 因故不能按时参加活动者，须经学院团委书记同意。

4. 培训期间的出勤情况、讨论发言、工作规划等方面作为

学员结业考核的内容，团校对每位学员做出综合评价，顺利结业

者将颁发结业证书。

5. 鼓励学员通过团校与各学院团支部书记建立长期联系，

积极交流思想状况，探讨学习、工作方法，交流学习、工作心得。

6. 实施“1217”直接联系制度。深入推进“1217”直接联系制度，

即要求由校团委指导的12个学生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在担任培训

班班主任的同时，按照计划与17个学院的所有班级团支部建立直

接联系，通过定期开展例会、参与主题活动、座谈会等交流活动，

不断密切加强校团委与各班级团支部的联系。

7. 评选“优秀学员”。本期培训班“优秀学员”按结业学员人数

的10%评定，届时将颁发“优秀学员”荣誉证书。



- 10 -

8. 学习期间，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者，将被取消学员资格，

并酌情予以通报批评处理。同时，校团委将通知学员所在学院团

委，并要求免去其团支部书记职务。

（1）在培训过程中，找人代替参加培训者；

（2）请假超过3次或无故旷课1次者；

（3）结业论文、心得体会等作业抄袭现象严重者；

（4）培训期间，不服从团校日常管理者。

五、日程安排

序号 时间 培训内容 参与人员 主讲（持）人

1 11月 20日 开班仪式 全体成员 团委副书记 付书朋

2 11月 20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 做有志气、骨气、底气的东

林青年（拟定）
全体成员

党委常委、副校长
雒文虎

3 11月 20日 如何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全体成员 副教授 刘甜甜

4 11月 21日 基础团务知识讲解 全体成员 团委组织部部长 马卓识

5 11月 21日 智慧团建系统应用 全体成员 陈赟、张新苒

6 11月 21日 三会两制一课讲解 全体成员 团委副书记 夏龙柱

7 11-12 月 5
日

以班级为单位分散开展一本好书
分享

全体成员 团校各班负责人

8 11-12 月 5
日

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一次主题社会
实践

全体成员 团校各班负责人

9 12月 6 日
邀请优秀团支部代表开展案例分

享
全体成员 刘杰

10 12月 6 日 分本研进行主题研讨暨结业汇报 全体成员 阎辰涛

11 12月上旬 新时代的东林共青团 全体成员 团委书记 李晶才

12 12月上旬 在歌声中感悟共青团的先锋力量 全体成员 团委副书记 宋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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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月上旬 塞罕坝精神专题报告 全体成员 待定

14 12月上旬 团支书技能大赛 全体成员 团委组织部部长 马卓识

注：青马班日程中的关于团史、校史以及学生干部日常技能培训等内容根据日程安排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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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四十六期团校暨学生社团骨干培训班工作方案
为规范学生社团建设管理，促进学生社团健康有序发展，特

制定第四十六期团校暨学生社团培训班工作方案。

一、培训对象

学生社团负责人

二、培训时间

2021 年 11月—12月

三、培训内容

（一）社团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规划

根据年审情况分析当前学校学生社团的现状，并提出未来学

生社团发展的定位和规划。

（二）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学习领会“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引导社团坚持正确的政

治立场和方向，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引向深入。

（三）学习和弘扬塞罕坝精神

深入学习传承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下的塞

罕坝精神，发挥学生社团传播和弘扬塞罕坝精神的积极作用。

（四）解读学生社团年审情况报告和管理政策

介绍社团年审情况，并围绕学生社团注册登记、组织建设、

活动管理、工作流程、精品项目立项等方面对《东北林业大学学

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的相关改革措施作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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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五）主题论坛

邀请 3—4 个学生社团围绕学生社团骨干能力与素养、学生

社团管理、学生社团宣传等工作实务进行展示，增强社团交流，

提升工作水平。

四、结业考核

培训结束后，针对参训学生社团负责人进行考核，考核合格

者颁发结业证书，不合格者不予颁发结业证书。培训期间无故缺

席 1 次或请假 2 次，不予颁发结业证书。

五、日程安排

序号 时间 培训内容 参与人员 主讲（持）人

1 11月 20日 开班仪式 全体成员 团委副书记 付书朋

2 11月 20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 做有志气、骨气、底气的东

林青年（拟定）
全体成员

党委常委、副校长
雒文虎

3 11月 21日
社团年审情况报告和管理政策解

读
学生社团负责人 团委副书记 徐一鸣

4 11月 27日 社团负责人主题论坛
各学生社团负责

人
优秀社团负责人

5 12月上旬 社团情况分析及未来发展方向 全体成员 团委书记 李晶才

6 12月初 塞罕坝精神专题报告 全体成员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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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秋季学期团校培训班报名登记表

青马班 团支书培训班 学生社团

姓 名 性 别

照片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院年级专业

班级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 2021-01 班

所在学生组织

机构、职务

联系电话 QQ

推荐类型
学院推荐 校级组织推荐 个人自荐

注：该项内容填报只限青马班，其余班次不填

学生

干部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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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事迹

或特长

在校期间奖惩

情况

学院团委（团总

支）或校级学生

组织机构或社

团指导教师意

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团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 16 -

附件 5：

2021 年秋季学期团校培训班学员信息汇总表

学院（校级学生组织机构或学生社团）名称：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院、专业、班级 所在学生组织及职务 参加培训班次 手机号码 邮箱地址 备注

例 张** 男 汉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群众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

学 2021-01班

班级团支书/院团委副书记

/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青马班/团支书培训班/

社团骨干培训班
17833329999

164788886@qq

.com

青马班需要填写；

学院推荐/组织推荐

/个人自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