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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2021 年学生宿舍文化节活动方案

宿舍是学生学习、生活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加强学风建设、

进行养成教育、推动环境育人的重要阵地。为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劳动和

生活习惯，在学院党委指导下，学生处、武装部、校团委会同各党支部、

团总支在广大学生中开展文化节活动，更好地促进校风、学风建设。

一、学霸宿舍评比

（一）活动目的

充分发挥学生公寓育人功能，以宿舍为单位开展以专业学习评比为

主要内容的活动，通过宿舍内的手拉手互帮互助，宿舍间的比学赶帮超

等，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形成人人爱学习、人人学习好的良好风气。

（二）活动要求

1.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学霸宿舍评比在加强学风建设、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和优化学习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安排部署。

2. 各学院要注重营造氛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夯实评选的学生基础。

3. 评选过程必须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推选。

（三）评选标准

1.宿舍成员团结友爱，学习风气健康向上，且较大比例成员获得奖学金

或在各类比赛中获奖，宿舍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2.宿舍成员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勤奋刻苦，学习氛围浓厚，成绩

优异；宿舍室雅人和，文化氛围浓郁。

3.宿舍成员自觉遵章守纪，做到两提倡、两禁止，即提倡文明守纪、刻

苦学习，杜绝抄袭舞弊、迟到旷课和早退等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不良行

为；提倡文化和谐，干净整洁，禁止夜不归宿、卫生脏乱差（包括宿舍

物品杂乱、乱扯电线、乱挂乱贴、地面不净、桌面不洁、床铺不整以及

卫生间不洁净等现象）、使用或存放违章电器或违禁物品等违反校规校

纪的行为。

4.积极参加各类学习竞赛、学术讲座、创新创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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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程序

1.各学院要根据学霸宿舍评比标准，结合学院实际，精心策划并组织开

展本学院学霸宿舍评选活动。

2. 1000 人以下的学院，每学院推荐 1个学霸宿舍；1000 人以上的学院，

推荐 2 个学霸宿舍。推荐时请将宿舍相关信息（成员姓名、年级、学号、

所获奖励、成绩排名等）及事迹材料报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

3.学校有关部门对学院推荐材料进行复核。

4.“学霸宿舍”评选出后，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会对其挂牌。

（五）活动时间

请各学院于 12 月 10 日前将推荐学霸宿舍相关信息和宿舍成员事迹

材料报至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电子版同时发至 zgsdxqd@163.com。

二、“先锋宿舍”评建

（一）总体目标

为了发挥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宿舍文化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力争做到净化一个寝室，带动一个班级，影响一个楼层，以党员实际行

动，带动其他同学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努

力营造高雅、舒适、安全、文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扎实推进“宿舍革

命”。

（二）评选要求

本着“公开、公正、公平、民主”的原则，重点考察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在宿舍的学习风气、人际关系和卫生环境中的综合表现，通过实

地走访、打分的形式，评选“先锋宿舍”。

（三）评选条件

“先锋宿舍”评选实行申报制。宿舍有一位及一位以上党员（包括

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宿舍均可提出创建“先锋宿舍”申请，参

加评选。“先锋宿舍”条件为：

1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突出

1.1 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政治思想素质过硬、作风扎实、勇于创新，

党员能主动带领宿舍其他成员学习党的先进理论知识，积极践行社会主

mailto:电子版同时发至liran@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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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核心价值观；

1.2 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率先垂范，带头树立正气、坚持原则，敢于

同不良现象做斗争，在宿舍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3 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能主动关心、帮助他人，积极为同学服务，

并能督促其他成员搞好学习、工作及内务等；宿舍全体成员之间相互关

心帮助，人际关系和谐，形成活泼、奋进的生活氛围；

1.4 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积极引导同学们努力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做

好党、团组织交办的工作。

2学习风气浓厚

2.1 宿舍成员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刻苦的钻研

精神；

2.2 宿舍成员遵守课堂规范，认真听讲，不迟到早退、不旷课，能按时、

独立、认真完成各科作业；

2.3 宿舍全体成员上一学年各科考试全部及格；同学之间能经常开展学习

交流，能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学进行帮助；

2.4 宿舍成员能积极参加各项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

3内务卫生先进

3.1 严格按照《学生手册》及宿舍管理规定和创建文明公寓“六个好”准

则，做好宿舍卫生工作；

3.2 建立并坚持卫生值日制度，做到清洁、整齐、美观；

3.3 宿舍成员勤俭节约，爱护公共财物，爱惜粮食，节约水电，不攀比消

费。宿舍成员之间团结友善，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

3.4 宿舍内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其他同学能主动遵守校纪校规，宿舍

不存在使用违禁电器等不良记录，宿舍成员无任何违规、违纪行为。

（四）评选程序

1.机关第一支部指导成立“学生党员先锋宿舍创建评审组”；

2.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填写《创建先锋宿舍申报表》报所在学院党支部/团

总支，党支部/团总支初步审核后统一报创建评审组；

3.“学生党员先锋宿舍创建评审组”对申报宿舍进行审核，评选若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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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宿舍”。

（五）评选安排

1.11 月 8日--11 月 10 日，摸底统计党员宿舍，宣传发动；

2.11 月 11 日--11 月 19 日，学生党员宿舍申报创建“先锋宿舍”；

3.11 月 22 日--12 月 3日，学校组织检查、评比、审核、公示；

4.12 月中旬，学校为首批“先锋宿舍”授牌。

（六）其他说明

1.各党支部/团总支要加强对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寝室的日常监管。

2.在学校例行宿舍检查中如有发现“先锋宿舍”出现问题，将交由所在

学院党支部/团总支负责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整改。如果整改不及时、

不彻底，学生处将对其摘牌。

3. 所在宿舍是否获得“先锋宿舍”将作为学生党员/团员发展和评奖评

优的重要依据。

三、文明宿舍评比

“我寝我爱，文明家园”

评比流程详见文明宿舍评选方案

四、“宿舍承诺书”签订活动

（一）活动主题

“君子之约，和谐之寝”

（二）具体要求

1.为营造良好的宿舍文化、卫生环境，培养学生们遵规守纪的意识，提

高综合素质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倡导学生签订宿

舍承诺书，加强文明宿舍建设。

2.活动对象：全体在校住宿学生

3.各学院要注重活动的开展，呼吁同学积极配合，参与“住宿承诺书”

的签订。

五、公寓文化活动

1.参与对象：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

2.活动类别：文艺展演、微电影、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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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时间：各项活动均需在 12月 10 日以前完成。

4.作品要求：

（1）文艺展演：聚焦活动主题，通过舞蹈、歌曲、朗诵、小品等表现形

式，歌颂辅导员、公寓人带领广大学子在抗击新冠疫情、献礼建党百年、

护航公寓安全等工作过程中展现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

无私奉献精神。各学院限择优推选 3 个作品，参加学校展演，展演时间

另行通知。

（2）微电影：聚焦活动主题，采用纪录片等形式，从学生视角展现本校

“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为公寓管理服务工作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或采用故事片等形式，展现公寓内同学之间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知规

守矩等方面的感人故事，也可展现公寓管理人员、学生抗击疫情风采等

方面。作品必须是原创，故事片或纪录片等微电影形式，不得采用宣传片

或主题片形式。（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是中央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19 年高校党建重点推进的十项工作任务”之一，旨在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开

展学生社区“网格化”管理，依托书院、宿舍等学生生活园区，探索学生组织形式、

管理模式、服务机制改革，推进党团组织、管理部门、服务单位等进驻园区开展工

作，把校院领导力量、管理力量、服务力量、思政力量压到教育管理服务学生一线，

将园区打造成为集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

活园地。）

（3）征文比赛

助力公寓管理，积极参加公寓的志愿活动，共同创建安全、舒适、

有序、健康的公寓环境。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书写发生在公寓里的真

实故事，作品须为原创，内容充满活力，积极向上，充分体现学生公寓

“第一社会、第二家庭、第三课堂”的重要作用，展现新时代青年“胸

有大志、心有大我、肩有大任、行有大德”的形象和风采。

作品标题黑体三号、正文宋体四号，1.5 倍行间距。A4 纸打印，一

式两份，只限个人申报，将电子版和纸质版以学院为单位送交至公寓管

理服务中心（各学院限报 5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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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寓育人微课评选

1.参与对象：全体辅导员。

2.作品要求：

（1）参选作品需围绕“公寓的故事”这一主题，从公寓组织育人、安全

育人、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等方面，

选取一个或几个层面，自拟题目，充分考虑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

呈现手段等，精心设计、制作微课。

（2）参选作品要导向正确，主题鲜明，逻辑清晰，内容丰富。

（3）参选作品须原创，不得抄袭、侵害他人版权。作者享有作品的著作

权，须同意授权评选活动主办方享有出版和网络传播权。

（4）参赛作品时长 5—8 分钟，上交材料包括微课视频、教学设计（教

案）、教学课件、配套习题。

3.推荐数量：每学院择优推荐 2 项作品。请将评选结果、推荐作品及《日

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2021 年学生宿舍文化节作品申报表》（见附件）于

12月 10 日前报送至公寓管理服务中心。

七、手工艺作品大赛

（一）活动主题

指尖上的艺术家

（二）具体要求

1.为倡导绿色环保，提高学生们的节约意识，丰富校园生活，充分挖掘

学生们的创新、动手能力，利用生活中的旧物和废物，“变废为宝”制

作出具有实用性或装饰性的工艺品。

2.工艺作品形式不限，高效利用生活中的废旧材料，通过手工改造，达

到“二次利用”的效果。

3.手工制作应力求创意新颖，细致精巧，能充分挖掘生活中可再次利用

性材料，彰显学生的创新能力，展示出大学生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认

识。

4.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一旦发现雷同作品，将取消参赛资格。

于12月 10日前以学院为单位送交至公寓楼5102公寓管理服务中心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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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各学院限报 20件作品。

5.上交作品将不再返还。

备注：所有参赛作品均请填写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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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2021 年学生宿舍文化节活动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作者姓名：

所属学院：

专业班级：

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

作品说明：（不需要可删除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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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2021 年学生宿舍文化节活动

微电影大赛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指导老师：

编剧姓名：

演职员表：（请注明姓名、学院、班级、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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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2021 年学生宿舍文化节作品申报表

学院名称： 编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作

者

姓 名 专业 年级 宿舍 特长

学
院
推
荐
意
见

（
盖
章
）

联
系
方
式

负责人:

电 话:

手 机:

E-mail：

备 注

填写说明：1. 每件作品填写一张表格（此表可以复制）。

2. 表中未涉及事宜，请在备注栏中写明。

3. 作品类别请填写征文、微电影、微课、门上窗、手工

艺作品作品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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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2021 年学生宿舍文化节活动

微电影大赛

授课主题：

授课教师：

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

视频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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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先锋宿舍”申报表

宿舍楼 宿舍号

所属学院 联系方式

党员（预备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数量

宿舍

成员

姓名

学号

创建口号

创

建

计

划

（内容包括现有条件、具体创建计划、可行性分析等，可附页）

宿舍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审核创建计划）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签名（学生处代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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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先锋宿舍”考核表

宿舍楼 宿舍号

所属学院 联系方式

考核内容 □党员示范 □学风 □卫生

宿舍

成员

姓名

学号

主

要

事

迹

材

料

（对照评定标准及创建计划，可附页，同时提供佐证材料）

获

奖

情

况

（在校期间所获奖项,需提供佐证材料，按姓名、时间、奖项填写）

学院

考核

意见

（审核材料）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考

核意见
签名（学生处代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