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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健雄总支〔2020〕2 号 

                             

 

 
关于举办 2020 年学生骨干新闻宣传能力 

培训班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为深入推进吴健雄学院拔尖创新优秀人才培养工作，全面提

升吴健雄学院学生的综合能力（尤其是领导力），培养一批具有较

高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的青年骨干宣传人才，引导他

们树立正确价值导向，更好地助力学院发展，经吴健雄学院党总

支会议研究，决定汇聚相关资源举办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学生骨

干新闻宣传能力培训班。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1．吴健雄学院新晋及原团委宣传部成员； 

2．吴健雄学院团委、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其他各部门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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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各类学生组织中任职的吴健雄学院学生骨干； 

4．部分学生党员。 

二、培训时间 

2020年 5月 10日至 2020年 5月 16日 

三、培训平台 

腾讯会议（具体会议号另行通知） 

四、培训内容 

日期 时间 安排 主讲人 

5月 10日 9:00-11:00 摄影培训 
杭  添 

（校党委宣传部） 

5月 10日 14:00-16:00 新闻稿写作培训 
唐  瑭 

（校党委宣传部） 

5月 16日 9:00-11:00 微信推送培训 
叶  菁 

（校团委宣传部） 

5月 16日 14:00-16:00 秀米制作培训 
张梦瑶 

（院团委宣传部） 

五、培训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参训。本次学生骨干新闻宣传能力培训

班对于加强学院学生宣传骨干队伍建设、培养锻炼学生骨干的思

维方式、写作水平和宣传技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院相

关工作中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参加培训班的全体学生骨干高度

重视，提高站位，积极参与，认真圆满地完成培训班的各项要求。 

2、悉心参与，积极思考。希望全体参训的学生骨干准时参

加培训班的各项安排。每次参训提前 10分钟进入腾讯会议室，确

保网络和设备状态良好。培训期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不做任

何与培训无关的事情。培训过程中做到悉心聆听、认真记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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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考，努力将其转化为工作的实际知识技能和内发精神动力。 

3、加强交流，踊跃研讨。希望参训的全体学生骨干充分利

用培训班的平台与契机，与全校宣传工作领域里表现优异的骨干

精英充分交流所思所得所想，并将培训中的收获助力吴健雄学院

的形象塑造工程和宣传工作。同时注重将在培训班中获得的思想

力量转化为做好自己学习与社会工作的精神动力。 

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当前正进入深化综合改革的关键时期，

健雄书院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各项举措正在积极推进之

中。举办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 2020年学生骨干新闻宣传能力培训

班对于提振吴健雄学院学生宣传骨干的精神气象和落实学院最新

的改革部署，激励学院学生宣传工作骨干学好新思想、勇担新使

命、砥砺新作为，以更好地状态投入学院相关工作中具有重要意

义。希望全体学生在培训中学习知识、扩大视野、提升境界、获

得动力，为助推学院新闻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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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学生骨干新闻宣传能力培训班 

参训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属部门 

1 伏  奥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2 江笑然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3 江毅恒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4 李文倩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5 林书雯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6 罗  潇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7 罗昱非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8 潘  欣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9 束  愿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0 万莹莹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1 王江涛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2 王为轩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3 徐昱玮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4 许若彤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5 杨哲睿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6 张  荷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7 周鹤翔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8 朱顺安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19 朱一诺 吴健雄学院团委宣传部 

20 杜宇涵 吴健雄学院团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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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马华纪 吴健雄学院团委组织部 

22 贲  博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秘书处 

23 夏世杰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体育部 

24 张竣铭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体育部 

25 方大政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文化部 

26 张智恒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心理健康部 

27 李浩瑞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心理健康部 

28 丁自民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宣传部 

29 刘子易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宣传部 

30 彭嘉炜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宣传部 

31 丁嘉仪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志愿者工作部 

32 顾  怡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志愿者工作部 

33 张於楠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志愿者工作部 

34 张宇晨 吴健雄学院学生会志愿者工作部 

35 潘  欣 吴健雄学院辩论队 

36 许植胤 吴健雄学院科技协会 

37 张晨宇 吴健雄学院科技协会 

38 马立源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39 俸  朗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0 雷重庆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1 李志诚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2 王开晨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3 王子源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4 兰自桐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5 季  超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6 耿雨欣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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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谢昱浩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8 江一川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49 梅奇勋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50 李雨洲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51 曾  卓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团支部 

52 万恒至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53 陈雨荷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54 王  尧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55 袁  华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56 张学超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57 季书鹏 吴健雄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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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吴健雄学院党总支 

2020 年 5 月 1 日    

 

 

 

 

 

       （主动公开） 

 

 

 

 

 

  

抄送：  

 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               2020 年 5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