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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班级团日活动策划书

 

一、活动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激发青年爱国热情
，激励青年勇担社会责任，激励我们奋发图强，用青春铸造祖国灿烂的
明天。团委组织部决定开展以“时尚三月，美好未来”为主题的特色团
日活动，该团日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展示改革开
放30年来我校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培养青年公民意
识和爱国情操，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增强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创造美好的未来。

二、活动目的：

1、扎扎实实地抓好每个环节，使本次活动在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
中留下深刻的痕迹。

2、广泛宣传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党的精神，激发青年
的爱国热情，激励青年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3、针对《蜗居》引发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深刻和正确的认识，积极倡导
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活动对象：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化学化工学院09级同学

四、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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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地点：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d1144

六、活动形式：

让广大同学对当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现象进行讨论，如：“蜗居”。同
时交流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七、活动内容及流程：

申请阶段：

由组织部人员作出此次“时尚三月，美好未来”的策划书，并交到1816
校团委组织部处，对此次活动进行申请。

准备阶段：

a.活动宣传。展开多渠道宣传，为活动顺利进行做好舆论准备，并由宣
传部对本次活动进行宣传，并设计和绘制宣传板报;

b.传达信息资料。通知各班团支书，确保此次活动的相关信息和资料齐
全周到的提供给所有班级;

c.应急准备。

活动阶段：

a.开始由主持人对此次活动的主题做相关介绍;

b.观看视频，从中发现当今社会的各种现象;

c.同学们自由发言，并开展激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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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进入有奖竞猜和有奖问答阶段;

e.主持人做总结，活动结束。

活动总结阶段：

组织部人员对此次活动进行经验的总结，活动是否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
生活，是否为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出了贡献，以及
组织活动过程中有何疏忽等等。

八、活动经费预算：

奖项设置：设置十个问题，每个奖品预算5元，共计50元。

九、注意事项：

1.组织部及时向各班传达活动宗旨和活动资料。

2.组织部及时与其他各部门联系，各部门负责人应该认真负责，出现问
题及时协调，共同合作使此次团日活动成功完成。

3.同学们应该认真观看活动中所播放的视频，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一、活动主题：沟通你我 心系心灵

二、活动时间：20xx年5月20日 上午9:30——11:00

三、活动地点：西教3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410教室

四、活动人员：旅游093全体人员

五、活动策划：陈晓丽

六、活动承办单位：旅游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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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动记录者：蒋佳裕

八、后勤工作人员：沈杜燕、何凡琪、徐萍、韩英、马瑾

九、主持人：陈晓丽、章利儿

十、活动总负责：韩洁

十一、活动总协调：章利儿

十二、活动音控：林天健

十三、活动背景：

背上行囊远离家人，我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大学校园。远离了父母的呵护
，我们应该学会自立，并明白怎样在一个群体中生活。大学生活丰富多
彩，而寝室是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室友之间、同学之间甚至和老师
之间如何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让室友、同学、老师信任你并喜欢你。
发挥你的个人魅力，让身边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你相处，愿意把不开心与
你分享。遇到难处时第一个向你求助，遇到开心时第一个告诉你。那么
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友谊、这样的师生情呢？那就是沟通。沟通拉近了
人与人的距离，使我们彼此了解，彼此信任。从而做到心照不宣，心有
灵犀一点通。沟通让我们架起通往心灵深处的桥梁。

十四、前期准备：

（一）明确目的：

开学已将近一年了，同学之间相处也快一年了，对于同学或者室友的了
解也比开学的时候更多了。但是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室友之间的矛
盾也会增多，把彼此的优点放小却把缺点无限放大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等到下个学期我们在寝室的时间就更多了。大学期间的友谊是最美好
的。不要让不理解，不信任等因素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让我们打
心底的，把最真的自己展现在同学面前。让我们学会沟通，学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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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信任。

（二）设计活动：

因没有多媒体的帮助，所以我们这次班会以游戏为主。让每个同学都参
与进来，让她们体验一下因如何去信任理解与包容同学的一切一切。

1、准备道具：笔，纸 等

2、活动过程：

（一）热身活动

沟通游戏——撕纸（附游戏规则）、

（二）信任之旅

看我多了解你：游戏规则是以寝室为单位，派两个同学上来分别坐在两
边。然后主持人问问题，而她们两不能讨论，并要写出支持人所问问题
的答案。最后公布双反答案是否一致。如问：Ａ同学你最喜欢吃什么水
果？Ａ同学自己喜欢吃什么水果当然知道，可是Ｂ同学也要写出Ａ同学
喜欢吃什么水果！最后两个人的答案揭晓看她们之间到底了解不了解对
方。

目的:大家生活在一起也有一段日子了，对每位室友的了解深不深。知不
知道到对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最喜欢什么东西还有一些日常中的小
事。最后默契度最高的同学以奖品的形式奖励。

（三）、同学才艺表演：

歌曲：《爱情买卖》张旭君、章利儿

小品：持刀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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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 演唱 ：416&415《朋友》

目的：小品结合了最近的时政、热点新闻让大家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让大家从中分析犯罪者的心理问题。

（四）、心理测试

①．为什么会人缘不好？

②．朋友中你麻烦吗？

③．爱情中你要的是什么？

④．颜色偏好泄漏你的心理密码

（五）、心理游戏

①．解套

②．风中劲草

（三）大家分享与讨论

针对今天的班会，分享我们怎样建立友谊，讨论时下热点新闻江苏雷州
幼儿园伤人案与如何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等。

十五、活动总结

总结与回顾这次的班会，交流一下同学们的新的体会。呼吁大家保持一
个乐观的心情，积极的生活态度。健康的心理才会有一个健康强壮的体
魄。最后祝大家在大学的三年中能够收获友谊，收获知识与能力。学会
沟通、理解、包容、信任，相信大家的职场生涯无限精彩。

十六、活动结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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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做好班级的卫生清理工作。及时做好活动总结，对于此次班
会的优缺点做出正确的评价。并且把活动的照片记录做好，最后把所有
资料整合保存。

活动主题：竞争进步，和谐共赢

主办单位：某某团支部

活动时间：10月23日 下午3点--6点

活动地点：专业教室

主题选取原因：

新的班级建立已有一段时间了，经过前期的破冰活动、第一次团日活动
，已经开始让大家慢慢了解彼此，熟悉对方。现在的我们急需一种共同
的信仰，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一个适应于新的班级、又有强大的生命
力的班级座右铭。

作为本院竞争压力较大的金融专业班，我们既希望金融1511班的同学在
本专业中取得好的成绩，又希望能够在和谐融洽互帮互助的环境中共同
进步。

竞争，是激发潜能、取得进步的有效途径；合作，是取得成果、攻克难
关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竞争合作，和谐共赢”无疑是现阶段最符
合我班级现状的班级信仰。我们希望借此次活动，激发同学们的竞争和
合作意识，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成长，最终走向共赢。

活动内容：将全体同学分为3组，进行如下游戏。

1、踩气球。在每个同学腿上绑上一个气球。让每组同学手牵手站成一排
。大家努力争取去踩破别组同学腿上的气球，并保护本组的同学不受到
“侵犯”。1分钟后留下气球个数最多的组获胜。

                              7 / 14



https://dqcm.net/
 

2、看动作猜图形。让每组排头的一个同学接触一张图形，让他只用动作
展示给下一个同学，禁止说话和唇语。哪组最后一个同学描述得最准确
者获胜。

3、乒乓球往返跑。将一组同学分成两部分，中间空出30米做跑道。第一
个同学手持乒乓球拍（上面放一个乒乓球）跑步传送到对面的本组同学
那里去。这样往返跑，用时最短的小组获胜。

4、总结此次活动，嘉奖获胜小组。

活动预期成果

在更进一步的细节策划，和现场控制后，踩气球的活动，应该能够初步
调动大家游戏和活动的积极性，直接体会竞争与合作，能够让大家体会
活动目的，进入角色状态。

看动作猜图形，需要强烈的合作意识。要求每个同学融入小组，设身处
地站在组员的角度思考问题，能够强化小组的组织气氛，带动小组成员
的思想意识和身体行动，共同努力取得胜利。

乒乓球往返跑，直观地表示了各组的优先落后情况。可以直接刺激组员
的求胜意识和竞争意识。其次，这个动作的完成需要每个组员的衔接和
自身表现，能够充分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能够让同学们在自己的拼搏
和努力中接受“ 竞争进步，和谐共赢”的思想。

最后的总结，力求生动和深刻。让亲身实践过的同学们享受胜利成果和
产生强烈共鸣。强化和升华主题。

一． 活动主题

红岩魂，爱国情

二． 活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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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革命英烈，弘扬“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的红岩精神。让同学
们清楚认识到红岩精神是民族的、时代的精神，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
激励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服务于社会，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三． 活动时间

11月17日晚上9时——10时

四． 活动地点五． 参与人数

30人

六． 活动形式

室内观看相关资料并抒发感想

七． 活动内容

1. 组织观看由本班同学制作的“红岩魂，爱国情”PPT，并对PPT进行同
步解说。

2. 同学自由发表观后感，抒发各自对红岩精神的理解

3. 组织观看歌剧《江姐》片段及其他关于红岩精神的电影视频，进一步
深入感受红岩魂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4. 进行总结。

一、活动概述

结合钧儒小学学生的生活消费情况，本班将于4月24日，星期五下午举行
以小小跳蚤市场为主题的班会课。活动围绕旧物交换，旧物买卖进行，
配合以简单有趣的文娱节目，让小朋友们在生动活泼的氛围中，锻炼自
己的生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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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背景

钧儒小学以培养有智慧的人为办学理念，所以向来重视对学生生活能力
的培养。当很多孩子还在为得到某件喜爱的玩具而撒娇，闹脾气时，我
们的孩子已经想到了以跳蚤市场,旧物拍卖等方法以更少的钱买到自己喜
欢的东西，同时又清理一下自己买来闲置在家的图书，小玩具等。

三、活动意义

1.本着您的多余，我的需要的理念，引导学生将自身不用的书籍、文化
用品、运动器械和自己的小发明，小制作等拿到跳蚤市场展示、交流、
拍卖，从而培养学生的商品意识和经济头脑。

2.本学期一年级的小朋友在数学课上刚刚学过元、角、分等人民币的`认
识，这样一次实际的运用不正是对我们课上所学知识的最好体现与总结
吗？

3. 这次活动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物美价廉的物品,也使另一部分人避免了浪
费。钧儒小学的学生大多数都来自优越的家庭， 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小就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自己勤俭节约的品质
是非常重要的。4. 能提高物品使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这是在树立一种
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

四、活动内容

1.主持人介绍活动内容及活动规则。

2.主持人请小朋友走上讲台介绍自己将要卖的物品。

3.小朋友自由交易时间。

4.主持人对小朋友进行随机采访。

5.主持人请小朋友说说对本次班会课主题的感受，思考等（引申至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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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主要意义，答出其中一两点即可）。

五、活动要求

1.小朋友从自己闲置的图书，文具，玩具，体育用品，小制作（美术作
品，贺卡，书签等）等物品中不超过10元的，选择13件带往学校，等待
交易。

2．超出类型的物品本次跳蚤市场禁止交易，不允许带往学校：

3.每个小朋友最多准备10元交易金，这一项可请家长协助实施。

4.每位同学为自己的商品想好一段介绍词（可提前提醒准备也可当场请
小朋友即兴介绍）。

5.班会课上，小朋友可对自己将要卖的旧物进行定价（一般按折旧程度
和原价来进行综合考虑，教师或主持人可以进行提醒），卖主可对自己
的商品进行介绍，推销，以求更快更好更高价的卖出商品。

6.当多人选中一人的商品后,请这一人选定一人进行交易。

7.旧物定价必须低于原价。

8.活动结束后，小朋友需打扫整理好教室。

活动主题：“天鹿一方我行山”感受柳州山水风光之美

活动宗旨：增进班级凝聚力，促进同学沟通与交流，加深同学间的友谊
；引导同学接触大自然，展望美好未来。

活动形式：爬山活动地点：柳州市马鞍山

与会人员：交土091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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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准备：4月22日，班委讨论活动准备及注意事项，并分工安排相应责
任，并落实。

其中：组织委员统计代替人数。

宣传委员做好摄影准备。

联系校车，确定好出发时间和回程时间，价格及车牌号等。（2）到达目
的地，做好安全措施，起程爬山。

（3）到达山顶，合影留念。

（4）集合下山，活动总结，回程。

活动预算：车费以班费支付，其余自行解决。

注：

1.做好安全措施，防止同学途中出现不适。

2.做好人身安全教育。

3.以小组为单位，保持联系。

应急处理：

（1）天气因素：1.若气温高，延长其途中休息时间。

2.若下雨，取消行程改天活动。

（2）其他因素：若出现紧急情况，班委第一时间解决并告知铺导员；

途中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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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 交土091团支部

一、前言：

金秋送爽，团旗飘扬。在当前深入贯彻团的十六大及省委《关于加强新
形势下全省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团的基层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进
基层支部建设的 背景下，提倡当今大学生应积极发扬开放、创新、包容
和向上的精神，展现大学生美好的风采。希望通过举办这次团日活动，
每一位同学都能获得一个展现自己的舞
台，积极参与基层支部的建设，展现仲园学子的魅力。

二、大主题：

开放创新展风采，包容向上促团建。小主题：情系天下手牵手，活跃创
新展风姿

三、活动目的：

主题团日活动是联系团支部与同学们的桥梁，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团日
活动，有利于基层支部的建设，更好地传达团委的精神及弘扬“开放、
创新、包容、向 上”的精神，强化团员的光荣感、责任感及增强团员意
识。我们将在活动中重点体现包容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大爱无疆”
。通过这次团日活动，达到“拓展自身 素质，提高创新能力”的目标。

四、活动对象：

人力073班全体同学五、嘉宾：李红桃老师，助班许蝶贞师姐，经管团总
支书记团——陈喆、沈娜娜、陈霭清，组织部部长——黄晓驹、郑惠君
、李丹、何潮锋、冯一冰，人力071和072团支书、班长及同学代表六、
活动内容：

（一）、活动前期：

1、由宣传委员负责分配人手，制作招募志愿者的报名表（4份），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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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粘贴海报。制作粘贴祝福语的纸板（写上——对人力073团日活动的祝
福），制 作固定点宣传纸板4张（1、画班徽；2、宣传语——人力073团
日活动，期待你的参与；3&4、与启能学校的小朋友一起放飞梦想）。

2、在Q群上发通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活动。

3、由生活委员进行物品购置。

4、由组织委员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二）、活动中期：PART ONE————设点招募志愿者活动时间：20x
x年10月20日10：00~12：30（星期一）活动地点：仲园南区昌生超市旁
边活动流程：

1、通过设点摆摊宣传本次的团日活动，鼓励其它班级的同学踊跃报名参
加。（特别是大一新生）。

2、邀请路过的同学们在我们准备的纸板上写下对本班此次团日活动的加
油以及对启能学校小朋友们送去真切的祝福。

本文链接：https://dqcm.net/wenan/166948365059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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