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9 日中午 12 点 15 分，北美学院第三届“菁英训练营” 开营仪式在学院楼 206 顺利举行。院党

委书记高雪梅，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田卫平，分团委书记朱琳，学工部主任杨春龄，学生会指导老师

任振宇以及各年级组辅导员出席了本次开营仪式。仪式由分团委指导老师张慧主持。

四位同学慷慨激昂的诗歌朗诵 《开拓奋进》拉开了开营的帷幕，这彰显了我院青年团干们勇于创新、

敢于拼搏的精神。接着以时间轴为线索，用视频回顾的方式向全场展示了往届菁英训练营的精彩内容。

随后分团委书记朱琳老师介绍了本届菁英训练营的相关内容。老师详细阐述了课程安排，本届内容由塑

菁锐、育菁英、取菁华等主题构成，朱老师重点强调了“菁课堂”，突出“知行合一”的理念，并对本

次菁英训练营学员提出要求，望大家认真对待，按时出勤。然后学员代表王政同学发言，他代表参训学

员承诺不负众望，严于律己，认真完成各项培训安排，做一名合格的学生干部。之后是纪念一二·九特

别表演，话剧《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精湛的演技和扣人心弦的故事引起了在场学员的共鸣。表演旨在

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培育学员们的爱国情结。下一个环节是全体学员宣读誓词，沙政越同学带领学员

面向共青团团旗，用坚定的誓言表明了最真挚的信仰。宣誓之后，上一届营长郑钧予授旗给本届营长吴

恒，接着吴恒对线上课堂蓝墨云 APP 进行了介绍。

随后，高书记对本次开营做了致辞，十多分钟的发言却犹如一场生动的培训课。高书记讲话从十八

届六中全会引出，倡导大家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追求自己思想的成熟，学会抓住问题背后的矛

盾，并对在场学员提了两点要求，希望大家加强思想建设，注重理论上的清醒，明辨大是大非；同时提

高综合素养，注重行动上的自觉，着力于能力上的提高。希望同学们能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自觉追求德才兼备、全面发展，在新的伟大时代中努力奋斗，创造贡献

于人民、有益于社会，青春无悔的人生！

仪式最后全体学员佩戴营徽并合唱中国共青团团歌，在激情昂扬的团歌声中，本次开营仪式落下帷

幕。本届菁英训练营，在学院分团委认真组织以及参训学员高度重视中顺利进行，旨为学院培养了新一

代青年团干，从而进一步提高我院学生干部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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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党校培训

12 月 6 日晚，随着北美学院刘荀老师对《党章》的解析，国际教育学院分党校第 11 期“红

旗”培训班集体培训课程全部顺利完成。本次培训从 11 月 8 日开班，共 4次理论讲座，有 61

名学员参加培训。

11 月 8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越老师以《关注国际体系变革调整中的复杂动向》

为题，讲述了整个国际体系变革调整的历史脉络并且以漫画的形式生动的分析了英国脱欧的

过程，指出了在第三方世界逐日强大的现代，英国脱欧后的决策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格局

的再次变动。11 月 15 日第二讲霍惠芝老师在《端正入党动机，积极向组织靠拢》的讲座中提

出“什么是党员”，“为什么要入党”，“怎么入党”三个问题，引发了学员们深刻的思考

和积极的讨论。她用十八大以来的系列学习内容告诫学员们党纪严于国法，想要成为一名党

员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平时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11 月 29 日第三讲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现林副教授基于经济学视角分析“一带一路”，详细讲述

了当今全球经济低迷时代，我国开展“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带一路”

战略主要强调和平稳定发展，它是一种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我国主要通过向其他国家进

行出口贸易和技术输出来提高我国的软实力。虽然我国具备了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持，但也遇

到霸权主义的两面性政策的阻挡和国内产业转型不迅速的难题。王老师指出应对之策唯有改

革和创新，它们是化解风险的最有利的途径。12 月 6 日，第四讲刘荀老师带领大家解读《党

章》，刘老师指出《党章》是我们的党的根本遵循，对党有追求的同学们首先要认真学习党

章，严格遵守党章，时刻做好先锋模范，贯彻落实“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刘老师还

对党章中的“先进性”和“实事求是”两词做出了重点解析，提醒大家时刻严以律己，勤学

习，多思考，在提高自己能力的同时还需要带动身边的人，形成辐射作用，不怕付出，无私

奉献。

本期培训贯彻落实了“两学一做”，围绕基本理论、理想信念、国际视野等方面精心组

织专题讲座。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认真听取老师教诲、积极参与讨论思考，对党的认识和

理解不断加深，明确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我院分党校第 11 期“红旗”培训班顺利结课









第一版 菁英之志



通过初赛的激烈争夺，共有十个班级闯进了本次短剧大赛的决

赛。其中，既有唯美浪漫的西方童话，也有广为传颂的中国民间故事。

有经典电影改编，也有古典名著的重新演绎。同学们结合短剧主题，

自制特色服装，穿插流行网络歌曲，令人眼前一亮，展现了我院学生

与众不同的舞台魅力和创新精神。管信 1601 班凭借出色的团队配合，

精湛的演技获得了本次英语短剧大赛的冠军。最后，到场的嘉宾及评

委为本届英语文化节各项活动的获奖同学颁奖并合影留念。

第三版 英语文化第四版 外汇知识

本届文化节系列活动包含英语

手抄报、单词大赛、英语佳片赏析征

文比赛以及英语短剧大赛四项活动，

我院共有 17 个班级、400 余名学生

参与其中，6 名中方英语教师、10

余名外籍教师给与选手专业指导。此

次活动，全方位提高我院学子英语应

用能力，开阔了学生国际化视野，为

全院学生提供展现自我的舞台，也激

发了他们英语学习的热情。

2016 年 12 月 8 日晚 6 点半，我院于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了

江南大学北美学院英语短剧大赛决赛暨英语文化节颁奖典礼。学院副

院长宋苏凤、副院长田卫平、英语教研室主任华晓艳、学院外教、英

语教研室老师、各年级辅导员出席了本次活动。

北美学院“元坤杯”外汇知识竞赛颁奖典礼

暨菁英训练营讲座顺利召开

12 月 14 日晚上 6 点,北美学院“元坤杯”外汇知识竞

赛颁奖典礼暨菁英训练营讲座在学院 206 会议室举行。出席

此次活动的嘉宾有首席外汇分析师、元坤资产董事长管江

东，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田卫平；分团委书记朱琳；就

业指导中心指导老师蔡畅。

通过两个月的精心组织，“元坤杯”外汇知识竞赛落下

帷幕，共 159 名来自北美学院、商学院的同学报名参与。田

卫平老师宣读了本次竞赛获奖名单并表示衷心的祝贺。林嘉

诚同学代表获奖学生发言，感谢学院和元坤资产提供这样的

平台，让他不但得到了扎实的锻炼，还增长了外汇方面的知

识。最后，田卫平老师针对此次竞赛活动同学们的表现作了

总结发言，她再一次感谢了元坤资产给学生们提供的学习的

机会，并希望同学们能多多珍惜这样锻炼的机会，积极参与

进来。

颁奖典礼结束后，管江东先生为同学们作外汇知识讲座

“汇率其实很有趣”。管江东先生作为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

的国家高级外汇分析师，从事 20 多年金融管理工作，在外

汇交易中拥有客观独到的见解，擅长分析市场走势。他围绕

了“经济与政治的相关性”、“货币周期对经济的作用力”、

“外汇对我们生活工作的重要性”等话题阐述了自己独特的

观点，同时他通过几个案例分析解释了“美元为什么强势”、

“货币增贬值对国际趋势和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在

讲座最后就“英国脱欧对汇率的影响”与在座的同学们做问

答交流。

本次活动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外汇知识，拓展

兴趣爱好、提高自身专业素养。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对市

场的需求有了认知，也更明确了自身的追求，增强了学习专

业知识的信心。

附获奖名单：

特等奖 北美学院 市场 1501 林嘉诚

一等奖 商学院 会计 1501 周丹丹

二等奖 商学院 金融 1502 于露

商学院 国贸 1601 金传威

三等奖 北美学院 金融 1401 于颖

商学院 金融 1503 唐琴

北美学院 国贸 1401 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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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星空之夜第六版 史说心语

年会开始，由北美学院 Amazing 舞蹈队为

我们带来精彩的舞蹈“Dancing King”，他们

帅气的身姿和精彩的表演成功地震撼了全场。

接下来是分团委书记朱琳老师上台致辞。朱老

师、张老师共同演唱歌曲“人生何处不相逢”，

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吴恒学长和李渊学长

为大家带来相声“‘吴’‘李’个怪”，介绍

了他们的大一生活。然后是分团委的学生干部

准备的歌曲串烧。下一个节目是青协办公室带

来表演“The dreamer”。接下来是学生会歌

曲串烧——“致不完美的青春”，带大家一起

追忆仓促的青春。实践创新会带来了幽默风趣

的舞台剧—“你的眼色”。随后团务联合会为

大家带来了全新改编的“荆轲刺秦王”。紧接

着朱老师上台为大家分享分团委一年的成果。

接下来还有青协文艺部为我们带来的可爱又

有趣的“小鬼舞”，北美情缘的“奏鸣章”，

团情通讯社带来的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和舞蹈“sexy free & single”。

学习促进会“Try Everything”，青协外联部的小品“拉

赞助”，青协宣传部带来的舞台剧“情人节”，学生会带

来的“新白娘子传奇之法海你不懂爱”以及科技联合会为

我们带来的“告白气球”。

此次年会圆满结束，在年会中，大家聚在一起，分享

了喜悦，收获了感动，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一定会奋力前进，

开拓创新，共同创建更强大的分团委，相信分团委的明天

会更好。

2016 年 12 月 16 日晚江南大学北美学院分

团委年会于南活歌舞厅拉开序幕。此次分团委

年会到场的嘉宾有：分团委书记朱琳老师，分

团委指导老师张慧老师，学生会指导老师任振

宇老师，北美情缘指导老师缪娟老师，“史说

心语”主讲人史睿老师，15 年级组长黄肖老师，

16 级金融辅导员王汉华老师。

2016 年 12 月 13 日晚 6 点半，菁英训练营第一堂课暨“史说心语”第四讲在 2C517

开讲，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精气神十足，史老师以饱满的热情并结合自身经历为同

学们献上了一堂丰富多彩的时政课。

首先，史老师以自己对“新常态”的理解为开头，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的改革开放为节点，给大家讲述了中国三十多年以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出了自己的预测，让同学们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

了全面的了解。

其次，史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有利条件。从内部环境

看，首先是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成本低、产品具有价格优势。 其次，国内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投资空间巨大，改革开放的举措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最后是外部因素，冷战格局发生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为对抗苏联纷纷同中国建交，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随后史老师又指出了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传统的粗放型经济不可持续，史老师通过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快、投入

产出比太低等问题结合自己在国外的留学时的经历，为同学们讲述了我们和西方发达

国家的现实差距，能源利用率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第二，产能过剩，供大于求，

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企业巨额亏损。 第三，中国人力成本快速上升，产品已不具备价

格优势，就业和出口受到双重压力。第四，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在价值链低端，服务

业比重偏低，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同时，市场经济不完善，政府干预太多，

在国际体系中缺乏话语权。第五，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一定要警惕

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以史为鉴，凝聚民心，进一步推进各项改革。第六，外部环境

发生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发展采取围堵策略，遏制中国的发展。

最后， 史老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首先，要维护

稳定大局，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的环境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其次，坚定不移的

推进各项改革，如“一带一路”、供给侧、产业升级、收入分配，逐步形成政府廉洁、

社会公平、政治清明、民主法治的社会风气，将改革成果制度化，并形成社会共识，

让大家共享改革的红利。最后要积极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扩大合作面，管控分

歧，互利共赢，积极推动 BIT、RCEP、FTAAP 早日达成。

课后同学们都积极思考并与史老师交流讨论。此次的课程不仅使同学们更加深入

地了解了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更培养了同学们对时政的兴趣，锻炼了大家独

立思考的能力，为同学们了解社会、建立全球化视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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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晚 6点半，一场严谨有序的班会在市场 1601 班长、团支书等班委的带领下，于二教 2A123

教室举行。本次班会对近期 班级存在的问题 与全班同学进行探讨，并就加强班级学风

建设提出了意见。

班长周浩杰与 组织委员张哲豪率先发言，对今日数学课 9人迟到，

3 人旷课的问题 做出严肃批评和深刻检讨；信息员施薇同学就宿

舍问题提出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的建议，希望不仅是学习还是生活都可以保持

积极向上的面貌；学习委员 何靓怡表示愿意在复习期间针对学习上的问题为同学们排忧

解难，努力当好领头人，在学习上为大家带来正能量，并鼓励大家在本学期最后两个星期的生活中做一个

积极向上的读书人。

班会是班级集体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它既是对学习 生活

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本次的班会不但增强了班级的 凝聚

力，对班级学风建设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全班同学在日后的学习 生活

中，一定会身体力行，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用实际行动来实现 “风

云市场、营销天下”的口号，建设出更加美好的班集体。

第八版 舌战群儒 第七版 学风建设

近日，我院先

后荣获由新浪网

和新华网发起，在

全国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和机构中，

经广大网友投票

和微博互动，专家

评议等环节产生

的“2016 中国品牌

知名度中外合作

院校”和“品牌影

响力中外合作院

校”称号。

我校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管理

部杨小明主任受

邀领奖，并接受了

新华网专题访谈。

12 月 23 日，江

苏圣理工学院党总支

书记汤永怿一行到访

国际教育学院与北美

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与

北美学院党委书记高

雪梅、副书记田卫平、

分团委书记朱琳、学

工部主任杨春龄等热

情接待来访。双方就

中外合作办学中党建

工作开展情况和学生

管理经验进行了交

流；就办学过程中遇

到的困惑与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气氛友

好、融洽。

——暨北美学院 16 级辩论会决赛

12 月 16 日在学院楼 206，北美学院 2016 级辩论会决赛落下了帷幕。参与此次决赛的同学为金融 1601、

管信 1601 的辩手。田卫平副书记、任振宇老师和 16 级辅导员老师们到场认真观看了比赛，同时到场的还

有每次比赛的最佳辩手以及大一各班的参赛辩手。

此次比赛的辩题为：青少年违法犯罪是否应该加重刑罚力度。正方为金融 1601 班，反方为管信 1601

班。双方围绕这个辩题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依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对对方的质疑。比赛过程中，双

方辩手互相尊重而又据理力争，场下的观众们也都全神贯注，仔细思考每一方的论据。最终，比赛结束，

反方班级管信 1601 班摘得本次辩论赛的桂冠，作为正方的金融 1601 班则获得了亚军，金融 1603 班收获

了季军。

本届北美学院辩论会圆满完成。现场的观众都被正方双方唇枪舌剑的激烈争锋、辩手们的随机应变能

力和大胆发言的勇气折服。一场辩论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辩论的观点没有正确与否，它反映的只是每位

同学对于事物的不同认知而已，只有过程才是辩论的意义所在。真心希望每一位同学都有对自己的理想执

着追求的勇气与信念。

加强学风建设，做最美北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