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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英语莱吧第二版 锡马志愿

2017 年，3月 6日，早上

7：00，依旧“老地方，小河边，

柳树下”，北美学院英语莱吧

师生，在早春的陡峭寒风中开

启了新学年“一起读书，逐梦

江南”的校园新篇章，北美莱

吧人砥砺前行，不忘初心踏上

第六年的新征途。

英语莱吧晨读会成立于

2012 年初，在学院领导和老师

的关心支持及莱吧学子的共同

努力经营下，经过 5年多来的

磨练，英语莱吧茁壮成长，莱

吧会员由最初的三四十名学生

壮大到每学年都有 60%以上新

生踊跃报名，这不仅仅是英语

莱吧的魅力和骄傲，更是北美

学院近年来办学水平大幅度提

高的真实见证。

“老地方，小河边，柳树下，我

们一起读书，逐梦江南。”早上 7:00

—7:45， “英语莱吧”指导老师黄

肖和部分欧美外教，带领莱吧会员，

一起朗读英文，探讨英语学习。自英

语莱吧创办以来从未停止一天，风雨

无阻，成为江南大学每日清晨一道最

美丽的风景线。英语莱吧晨读会的学

习内容主要为欧美英文时事新闻节

选，每周一期，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

时及时了解国际时事，开阔国际视

野。

五年多来的坚守，英语莱吧晨读

会见证了北美学子的奋发图强和坚

韧不拔。他们选择早起晨读，不论风

吹雨打与寒冬酷暑，每日坚持在江南

大学的“老地方，小河边，柳树下”

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莱吧人”坚持

走正确的路，而不是人多的路，“莱

吧人”相信有些路只有走下去，才知

道知道那边的风景有多好。

北美“莱吧人”风雨兼程，把坚

持变成习惯，剩下的交给时间……

3 月 19 日上午，2017 年无锡国际马拉松赛于太

湖大道与隐秀路路口鸣枪起跑。本次比赛延续往年

“人在画中跑”的主题，设全程马拉松（42.195 公

里）、半程马拉松（21.0975 公里）、迷你马拉松（4.5

公里）三个组别。继去年，本次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再

次设于我校体育中心内。

上午 8时 30 分左右，选手们身着参赛装，迈着稳

健的步伐，由北门跑入我校。沿途“感受江南之美，

跑出世界奇迹”“Run for Wuxi Marathon,We are

together——Welcome to JU”“战锡马，品江南，燃

激情”等中英宣传标语及横幅温馨亲切，赛道旁此起

彼伏的加油呐喊声和欢呼声为运动健儿们鼓足了士

气。突然而至的大雨浇不熄师生们的观赛热情，大家

和参赛选手一起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为确保本次锡马顺利进行，我校做了充足准备，

2500 余名同学参与了此次志愿服务。我院也有近 200

名志愿者投入到 11 公里、13 公里处的能量补给的服

务岗位中。志愿者们训练有素的贴心服务获得了参赛

选手和大赛组织方的一致好评。

本次无锡国际马拉松赛，充分调动了我校师生的

运动热情。我校也有多名长跑爱好者报名参加了此次

比赛，向世界展示了江大健儿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

青春风采和敢于挑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第三版 不忘初心第四版 展望未来

2017 年 3 月 3 日中午 12:15 第三届菁英训练营第 6讲在学院楼 206 进行，

本次课堂由国际教育与北美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主讲，16 级各班

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以及我院学生组织全体干事参与学习。

田卫平老师首先提出了“什么是初心？”“怎样前进？”的问题，

指引大家要直面人生，敢作敢当，无怨无悔成为一个优秀的大学生。接

着，田老师指出想要提高自我能力、提升自我素养就要关注政治，爱好读书，

管理好时间，并且勇于实践。最后，田卫平老师从学院及老师的角度为学员们讲解了学院培养学生干部的

目标，希望学生干部拥有良好的沟通、认知、领导能力，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等多种能力。

本次培训，促发了同学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及前途的思考，让同学们意识到提升自我的重要性，并学

会关注时事动态，立志当好新时代的主人翁。希望学员们作为我院的学生干部，能够带动其他同学，努力

奋进，开拓创新。

2017 年 3 月 24 日中午，我院第三届菁英训练营第四讲在学院楼 102 如期举行，

由分团委书记朱琳老师主讲。

本次菁英训练营课堂围绕“2017 年度北美学院团学工作展望”展开，内容共分

为四个部分：两大基础、从零出发、一条主线和七项重点工作。

课堂开始，朱琳老师阐述了何为“两大基础”：团工作机制的七项内容以及希

望有更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同学们真心服务于团学工作。紧接着，朱老师对大

家寄予了新希望，希望同学们积极配合学院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创新能力和责任

心的北美青年，同时提出“零”是新起点、新出发，“归零”是好心态也是大决心，

鼓励同学们坚定信念，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拼搏进取。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我院分团委目前的是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在配合学校双一流建设和融入学院各项工作重点的过程中凸显出团工

作的价值和功能，同时做好七项重点工作：加强思想引领、从严治团、聚焦重点突

出问题、提升基层组织、促进发展成长、加强联系服务、做好新媒体宣传。

在朱老师的谆谆教诲之后，也对同学们提出了几点要求，希望同学们着重“四

个意识”；把握“四个正确认识”；增强“四个自信”；彰显“四个育人”。

在此次菁英训练营的后半部分，各小组派代表上台，介绍了本小组的“红色江

南”文化建设活动的策划，同学们掷地有声的誓词更显出坚定不移的决心。

2017 年是崭新的一年，希望在这一年里，同学们能够不断凝聚力量，在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充满激情与活力，为学院团学工作发展助力！

3 月 28 日中午 12:30，北美学院举行 3 月班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院党委书记高雪梅，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荆燕，以及学院招生部相关老师和全体班主任、辅导员。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荆燕主持。

首先由学院招生部王斌老师对学院 2017 年招生宣传工作的总体安排进行说明，对相关政策和主要问题

进行解读，之后，学工部刘荀老师就本年度招生志愿者的招募工作进行了布置和安排。

接着，党委副书记荆老师总结了 3月学工工作，

并对近期工作进行了布置。按照学院稳中求进的总

基调，荆书记结合校园网贷事件，强调了安全维稳

工作的重要性；针对常规学风建设，荆书记提出 4

月将进行过关考试，希望班主任按课程及考试要求

组织学生认真备考，尤其要关心班级“1+1”帮扶

对象，提高帮扶效果，务必加强诚信考试教育。

学校 4月将举行运动会，请班主任协助做好

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学生组织工作及安全教育，关心

运动员训练及身体情况，鼓励班上学生积极参加运动会志愿者服务工作。

最后，院党委书记高老师在对全体班主任工作进行高度肯定的同时，对于学院招生宣传工作做了进一

步动员。同时，她也对全体班主任、辅导员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提出了一些希望，希望大家进一步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做好思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注重工作方法的研究和实

践，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第五版 实践活动第六版 组织学习

——记花旗银行模拟面试实践

活动2017 年 3 月 11 日上午，我院 2014 级 16 位学生参

加了花旗银行无锡分行的开放日模拟面试实践活动。面

试官为花旗银行无锡分行行长李运新先生及花旗银行

无锡分行零售业务主管董丽婷女士。

上午 10 时，同学们准时抵达位于中山路的花旗银行无锡分行。在现于花旗银行工作的我院 2012 级毕业

学生孙涛的组织下，大家在花旗银行二楼贵宾厅进行了短暂的破冰活动。随后学生被分为三组，开始严肃认

真的模拟面试。

面试总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自我介绍环节，同学们在此环节充分做到了积极踊跃，得礼有度，每

个人在此环节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和闪光点，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考官对于同学们有一个相对充分且客观的

了解。这样的表现与平日课程里大量的小组合作和个人演讲是分不开的。第二部分为实战环节，题目是如何

向李运新先生推销一张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在此环节同学们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一位同学都拿出了一

个足够闪亮且不落俗的切入点，并且能在考官的互动反问中游刃有余，对答如流。第三部分为投票表决环节，

此环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情景假设，如果今天需要决定录用一位同学的话，让每位同学选出在本轮本

组面试中自己认为表现最闪亮的同学，第二部分则是恰好相反，同样假设情景，如果今天一定需要淘汰一位

同学的话，让每位同学选出在本轮本组面试中自己认为最有可能被淘汰的同学。在此环节中，不难看出每位

同学都经过了一番谨慎的思考和内心的挣扎去做出自己的选择。

面试全部结束后，没有来得及休息，李运新先生便出现在贵宾厅中就当日每一位同学面试过程中的表现

进行了详细的打分和点评。对整体北美学院同学的风貌和能力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也与同学们就面试心理、

经验及如果获得外企工作机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此次面试虽然只是模拟面试，我院学生均正装出席且准备了中英文简历，充分体现了学生自身对于此次

面试活动的态度及良好风貌。

近日，国教北美学院在 306 会议室召开第六期“部门负责人学习日”活动，主题为

“贯彻落实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首先是开展工作研讨，9 名部门负责人依次进行了 PPT 汇报。学院来华留学部负责

人吴亚雯以“开拓进取，增量提质”为题，交流来华留学服务与管理工作，提出了争取

国家项目、充分挖掘资源等八项拓展招生渠道的举措；对外汉语教研室负责人胡袁园以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为题，交流了留学生教学等方面的工作，提出要坚守传统

优势，加强留学生语言教学的特色培育思路；分团委书记朱琳以“只争朝夕，勇立潮头”

为题，交流团学工作，提出按照“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的理念，

在学院各项工作中凸显团学工作的价值和功能，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创新能力和责任

心的有用之才；招生宣传部负责人王斌以“坚定信心，砥砺前行”为题，交流北美学院

在新时期的招生宣传工作，提出推进新媒体平台建设，开发“校友墙”，实行“阳光招

生”等举措。

之后，与会人员就如何建立“协作联动，相融共生”的机制展开讨论，就围绕“三

全育人”建立学院“大思政”综合教育体系，在《思政课》改革、文化化人、育人环境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充分交流。教工支部书记在学习会上也交流了加强支部建设的工作思

路。

交流会上，曹栋院长强调，面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提高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要开拓创新，认真贯彻执行《江

南大学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行动方案》，助推学校发展。最后，高雪梅书记讲话，她充分

肯定了本次学习交流取得了良好成效，达到了互相交流，增进理解，促进工作的预期目

标，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以问题导向，积极开展研讨；二是以专业态度和专业能力

应对工作实际；三是要建立“协作联动，相融共生”的工作机制，为学院和学校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

学院领导、学院部门负责人和教工支部书记等 14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第八版 阳光体育 第七版 阳光体育

为大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更好地发挥体育精神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鼓

励北美学院学子提高体育锻炼自觉性，逐渐养成良好的、健康的锻炼习惯，并加强

国际教育学院与北美学院学子的文化交流。3月 10 日下午 13:00 国教北美学院第四

届体能明星赛暨中外篮球交流赛于江南大学南区篮球场举行，学院党委副书记为篮

球交流赛开球，校体育部张健老师担任裁判工作。

活动当天南区篮球场气氛热烈，加油呐喊声、激情欢呼声此起彼伏，男女生共

11 个项目同时展开，内容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平板支撑、肺活量、引起向上、女

子一分钟投篮等一系列项目。中外学生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忘情投入到了比赛

之中，学生裁判们也都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每位参赛学生认真服务。“感觉自

己平时还是锻炼得太少了，一定得多加强锻炼才行，真希望这样的比赛以后能够多

多举行！”比赛结束后，参加比赛的同学都这样开心地说道。

在体能明星赛进行同时，国教北美学院的中外篮球交流赛也火热打响，由北美

学院男子篮球队对阵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代表队，赛场上球技的碰撞、汗水的挥洒，

赛场下握手拥抱、谈笑风生，这才是本次赛事的意义所在。

作为本年度学院体育工作的首项赛事，吸引了中外学生 300 多人参加，他们展

现了风采、强健了体魄、收获了自信、加强了交流，更重要的是逐渐养成了健康锻

炼的运动习惯。本年度学院将继续倡导“三走”体育精神，强化落实“周周有赛、

班班有队、人人有好”的体育育人常态化建设。

3 月 6 日下午，我院 2004 级管理信息

专业徐彤阳应邀参加我院“我与学长面对

面”活动，与大一百名多新生分享了在加拿

大学习生活的十余年经历。鼓励同学们要多

学、多看、多做，利用西方优质文化资源，

将来报效母校和我们伟大的国家。

3月 7 日 12:50 在学院楼 206室举办了 2016-2017 学年体育表彰大会。

大会由学生会体育竞技中心两位主任为我们就 2016-2017学年第一个学期所进行的体育赛事进行总结：上

个学期我院大力发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各班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并更好的发挥了体育精神，展示了大学

生青春洋溢的风貌。

最后学生会指导老师任振宇老师布置了本学期的体育赛事，并重述体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