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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组织献言献策”——参与组织部
 “高校服务型党支部现状调研”特设课题项目


 

（一）活动目的和意义：

我支部成员积极参与《高校服务型党支部现状调研》
 特设课题项目，在协助组织部老师制作调查问卷和生成调
 研报告的过程中，倾听周围同学的心声和诉求，积极发现
 目前学生党支部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改
 进的意见和建议，为学校层面与基层学生党支部之间建立
 了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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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组织献言献策”——参与组织部
 “高校服务型党支部现状调研”特设课题项目


 

（二）活动时间：2014年1月到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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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组织献言献策”——参与组织部
 “高校服务型党支部现状调研”特设课题项目

（三）活动安排：
1. 一月下旬至三月中旬，支部成员分为三组，分别收集资

 料，设计我校教工
 

党支部、研究生党支部及本科生党支部
 的调查问卷初稿。经由组织部老师汇总整理、试测后形成

 定稿。
2. 三月下旬，回收已发放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
3. 四月上旬，针对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

 议。
4. 四月中、下旬，进行课题经验教训的总结，生成调研报

 告，定稿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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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组织献言献策”——参与组织部
 “高校服务型党支部现状调研”特设课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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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区医院，争做服务先锋” 
——参与徐汇区长桥社区医院志愿者服务活动


 

（一）活动目的和意义：

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推动医院志愿者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同时也丰富支部

 成员自身的医疗知识，实现志愿者服务价值，我支部积极
 与徐汇区长桥社区医院结对，在奉献爱心、服务患者的过
 程中让支部成员经受了锻炼，并收获了感悟。


 

（二）活动时间：2014年2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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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区医院，争做服务先锋” 
——参与徐汇区长桥社区医院志愿者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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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区医院，争做服务先锋” 
——参与徐汇区长桥社区医院志愿者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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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区医院，争做服务先锋” 
——参与徐汇区长桥社区医院志愿者服务活动


 

（三）活动安排：
1. 2月26日，医院社工部朱爱琴医生为所有支部成员进行了志愿

 者岗前培训，并带领大家参观了医院各科室和病房。
2. 党支书把21名支部成员分为5组，每组成员每周五下午两点至

 四点到医院提供志愿者服务。内容包括：
A.在医院大厅维持秩序，帮助老人在自助挂号机前取号。
B.进病房陪老人聊天，为老人读报，梳头，剪指甲等。
C.在社区、学校、养老院等地，提供保健咨询、心理辅导等

 服务。
D.支部四名同学成立辩论小组，参加社区医院“五四青年辩论

 赛”并获奖。



Page 　 11

“走进社区医院，争做服务先锋” 
——参与徐汇区长桥社区医院志愿者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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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广西，我和孩子共成长”—— 
给广西百色田阳县那满镇小学生寄送明信片


 

（一）活动目的和意义：在上海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
 “曙明计划”的大力倡导下，我支部积极联系我校教育发展

 基金会，以寄送明信片的方式给山区小学生以精神上的鼓
 舞，帮助他们树立学习目标，传递温暖与关爱。同时深化
 支部成员的帮困意识，提高社会责任感，培养公益心，感
 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二）活动时间：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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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广西，我和孩子共成长”—— 
给广西百色田阳县那满镇小学生寄送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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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广西，我和孩子共成长”—— 
给广西百色田阳县那满镇小学生寄送明信片


 

（三）活动安排：
1. 党支部书记通过研究生支教团联系广西省百色市田阳县那

 满镇中心小学，并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宣传，吸引更多的同
 学参与活动。

2. 党支部成员为六年级小学生书写并寄送明信片，关心、鼓
 励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当地支教老师组织部分小学六年级学生回信。
4. 结成一对一书信对子，支部成员与西部小朋友共同成长。



“心系广西，我和孩子共成长”—— 
给广西百色田阳县那满镇小学生寄送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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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母校，放飞梦想” 
——毕业季志愿者服务活动


 

(一) 活动目的和意义：
支部成员担任由校基金会、校友会主办的2014“感

 恩母校，放飞梦想”毕业季爱心义卖及募捐活动的志愿
 者，在6月18日、19日、20日为期三天的毕业季活动

 中，热情向参与活动的师生们讲解活动内容，积极地募捐
 的毕业生发放纪念品，活跃了现场气氛，保障了此次活动
 的顺利进行。


 

（二）活动时间及地点：2014年6月18日至20日
西部球类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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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母校，放飞梦想” 
——毕业季志愿者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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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母校，放飞梦想” 
——毕业季志愿者服务活动


 

（三）活动安排：

1.活动前，在支部内部进行策划与分工，对讲解志愿者、展
 台志愿者、募捐志愿者进行了培训。

2.活动中，积极创建和谐氛围，做好本职工作，展现志愿者
 风采。

3.活动后，召开总结与表彰会议，让志愿者们谈谈本次活动
 的感想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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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生”——老生新生座谈会


 

（一）活动目的和意义：本次座谈会是为了让支部跨年
 级同学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让新生尽快调整好心态，
 融入新环境。


 

（二）活动时间与地点：2014年9月25日19点
文苑楼1002


 

（三）活动安排：
1. 自我介绍
2. 游戏环节（1）五角一块（2）水果蹲
3. 互相交流，研二研三学长学姐解答新生问题，并给出学

 习生活上的建议。
4. 会后，所有党支部成员民主投票选出支部宣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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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生”——老生新生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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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师大”——校庆志愿者服务活动


 

（一）活动目的和意义：为庆祝上海师范大学建校60周
 年，我支部成员积极担任校庆志愿者，体现了支部成员为

 学校发展贡献微薄之力的强烈意愿，更加坚定理想信念，
 回报学校与社会的培养之恩。


 

（二）活动时间：2014年10月15—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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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师大”——校庆志愿者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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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师大”——校庆志愿者服务活动


 

(三)活动安排：

1. 活动前，负责校庆的老师为支部成员进行培训与分工，共
 分为后勤保障组，接待服务组和讲解展示组。

2. 活动中，志愿者们热情接待各方校友，积极讲解法政学院
 的发展历程与成绩，保障了校友返校工作的顺利进行。

3. 活动后，召开总结与表彰会议，同学们在畅谈感想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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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效

通过此次以六个项目为载体的“心手相牵，志愿服务你
 我他”系列活动，支部党员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学
 习上、生活上都有较大提高。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彰显了支

 部的活力与风采，提高了党支部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活动
 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党员“服务群

 众、服务党员、服务师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达到
 了预期效果，为今后支部活动的开展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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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观赏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研究生第一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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