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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河海大学委员会文件

河海团发〔2019〕 39 号

关于开展第十七届社团巡礼月活动的通知

各单位：

学生社团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是新

形势下凝聚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展现社团风采，传播社团文化，支持

社团发展，丰富广大同学的课余文化生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决定开展第十七届社团巡

礼月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9 年 10 月—11 月

二、举办单位

由校团委主办，学生社团联合会、已注册的各学生社团承办。

三、面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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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学生

四、活动内容

（一）百团大“绽”

1、第十七届社团巡礼月开幕式暨社团招新

为充实学生社团发展力量，搭建宣传和展示社团风采的平台，

给学生社团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学生社团的文化品位提高，丰富

在校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特面向全体本科生、

研究生开展社团招新活动。

招新宣传时间：10 月 27 日 14：00—17:00

地点：江宁校区小浪底广场

2、“我们都是追梦人”——社团彩虹跑

为积极响应“三走”号召，营造全民健身的氛围，将组织社

团学生代表开展“我们都是追梦人”社团彩虹跑，展现学生青春

风采。

时间：10 月 27 日 9:30-11:30

地点：江宁校区

（二）百家争鸣

1、成立社团团支部

探索新型团建创新模式，推进社团建团工作，继续在部分优

秀社团中成立学生社团团支部。社团团支部在校团委指导下开展

并监督社团活动，促进社团团支部建设规范化、制度化，发挥团

支部在社团发展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维护社团章程及宗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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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发展举旗定向，把脉领航。

2、高校学生社团发展论坛

论坛以加强各高校学生社团间的交流、学习优秀学生社团建

设的经验与成果为目标。邀请省内高校的优秀学生社团联合会代

表及优秀社团代表参与论坛。主要议题如下：

（1）优化学生社团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2）探索学生社团信息化分类管理模式；

（3）推进学生社团可持续发展；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社团工作坊

针对思想政治类、学术科技类、创新创业类、文化体育类、

志愿公益类、自律互助类六类社团举办系列研讨交流会，建立学

校、社团与指导老师间沟通交流平台，使社团建设目标与校园文

化建设目标相统一，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相统一。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百团“社”彩

1、“奋斗的我，最美的国”—综艺大舞台

综艺大舞台作为我校近年来重点开展的学生社团品牌项目，

在培育优秀社团文化、推动社团发展、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打造了“规范化、多样化、精品化”的系列社

团活动。本届社团巡礼月期间将结合社团特色，开展四个模块活

动：文艺青春秀、“三走”竞技场、社团青年说、圆梦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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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和祖国共成长”——社团成果展

本届社团巡礼月期间将开展“我和祖国共成长”学生社团成

果图片展，集中展示体现爱国情怀的社团作品，让师生更加了解

学生社团建设，同时进一步促进社团向规范化、特色化、品牌化

的方向发展。

3、社团公开课

在社团巡礼月期间将面向全校同学举办社团公开课，通过思

想政治类、学术科技类、文化体育类社团公开课，打破专业壁垒，

扩大社团影响力，提升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

联系人：刘诗绮 联系电话：15295758536

五、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学生社团联合会及各学生社团

要根据通知要求，结合社团实际需求，参与本届社团巡礼月活动。

（二）加强宣传，及时总结。学生社团联合会及各学生社团

要积极运用新媒体，通过 PU 平台、微博、微信平台等形式和渠道，

分享社团巡礼月中的美好瞬间，展示社团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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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河海大学 2019 年已注册社团列表

共青团河海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14 日

共青团河海大学委员会 2019年 10月 14日印发

录入：李泽鹏 校对： 马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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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海大学已注册学生社团列表

思想政治类（23个）

青年思想者协会 明辨理论社 春秋思评社

致知理论社 地学青年思政理论学社 笃学思辨社

海马理论社 计信思语理论社 明德知行社

清“涟”讲理社 水文青年思想学社 思·路研习社

砼研新语社 学思悟行社团 学习有理

禹·思理论社 自然思评社 知行致远社

机电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习研究会（常州）

物联网院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研究会（常州）

企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习研究会（常州）

若水廉洁学社（常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大学生学

研团（常州）

文化体育类（120 个）

天籁音乐社 水雅演辩社 逸雪话剧社

吉他协会 天央动漫社 校辩论队

影虫俱乐部 舞龙舞狮协会 蓝藻街舞协会

Young 国际标准舞社 甲骨文协会 棋牌社

影风摄影协会 竹香棋社 东湖摄影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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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社 南腔北调相声社 水云文学社

图书馆读者协会 万象工作室 freezone 桌游社

若水文学社 DIY手工制作社 HHR 摇滚社

HoHey BeatBox 社 电子竞技协会 文坊杂志社

小星杂志社 国学社 呢喃配音社

普通话协会 友谊舞社 健身协会

千叶辩论社 微电影社 Yummy 美食坊

器乐社 推理社 J.K 模特社

Voilà法语社 韩韵社 落笔生情书法社

清源画坊 天空传媒工作室 传统艺术文创社

FTS漂移板社 素心剧协 Transmit 嘻哈社

Bass Family 曳步舞社 EMP电子音乐社 港澳台文化交流协会

魔术社 能电艺术站 致尚设计工作室

古琴社 极限飞盘社 乒乓球协会

背包族 跆拳道协会 逐风自行车协会

May Fire 轮滑社 棒垒球社 双节棍协会

健身与健美协会 篮球社 passfly 滑板社

裁判社 好逑女篮社 户外运动协会

排球协会 E时代电竞社 暴走团

截拳道社 太极拳协会 夏日天堂瑜伽社

网球社 游泳社 无象剑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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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跑协会 羽毛球协会 V8搏击社

极真空手道社 瑜伽社（常州） 排球协会（常州）

交谊舞社（常州） 足球社（常州） 承艺相声社（常州）

清泉文学社（常州） 春秋辩论社（常州） 瀚海棋社（常州）

sunshine 英语社（常州） 读者协会（常州） 摄影协会（常州）

吉他社（常州） C-HOOK 街舞社（常州） 拉丁社（常州）

魔术社（常州） 韩语社（常州） 初曦动漫社（常州）

花草爱好者协会（常州） 书画社（常州） 电影协会（常州）

电子竞技社（常州） 古风民俗社（常州） 日语社（常州）

德语社（常州） 剪纸社（常州） 魔方爱好者协会（常州）

素盈茶社（常州） 羲和剧社（常州） 艺术体操社（常州）

滑板社（常州） 乒乓球协会（常州） 网球协会（常州）

羽毛球协会（常州） 裁判协会（常州） 轮滑社（常州）

孝悌跆拳道社（常州） 阳光跑步协会（常州） 追风自行车协会（常州）

学术科技类（17个）

英语协会 数学建模协会 天文地理协会

公管院辩论队 BigBang 物理社 iMath 数学社

V2C LabVIEW 俱乐部 海样青年协会 电子爱好者协会

计算机协会 青年水利协会 信雅翻译社

机器人协会 学生网络安全联盟 电子制作社（常州）

若水考研协会（常州） 若水留学社（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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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类（15个）

创职社 商道菁英会 河海 idea 精英汇

华为俱乐部 绿谷工作室 创新创业服务社

大学生职业发展联盟 地产菁英俱乐部 砼新砼行

砼园俱乐部 职业发展协会（常州） 创业协会（常州）

“水之子”

市场营销模拟与实践协

会（常州）

若水设计协会（常州） iCAN 创新社（常州）

自律互助类（9个）

dreamday 励志社 法律援助中心 分享成长协会

博语演讲社 晨读社 笃学考研社

商务礼仪社 问渠规划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

（常州）

志愿公益类（15个）

绿帆环保协会 爱心协会 爱心超市

环保志愿者协会 职业规划与发展协会 职业发展协会

支河创新公益社 溯源保护母亲河协会 关艾彩虹

消防安全协会 雁行河海 环保协会（常州）

“情系河海”服务协会 心火爱心社（常州） 幸福社（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