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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团日活动策划书

 

一、 活动背景：

期末考试临近，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我们班决定举办以“立
足诚信，杜绝作弊”为主题的团日活动，努力营造一种“大学——诚信
考试”的气氛，还考场一片纯净的天空，为自己赢得一个真实的成绩，
营造了浓浓的“诚信考试”氛围。

二、 活动目的：

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本班学风建设，杜绝考试违纪作弊，增强同
学们的诚信意识，提升同学们的道德水准，使他们在考试中自觉遵守考
场纪律，杜绝各种作弊行为，尊重老师，服从管理。

三、 活动主题：立足诚信，杜绝作弊

四、 活动对象：10信管（2）团支部全体同学

五、 活动的时间：6月7号（星期四）

六、 活动的地点：2#107

七、 准备工作：

1. 召开班干部会议，讨论活动计划，初步确定活动方案。

2. 召开班级会议，广泛收集同学们对活动方案的意见和议，

修改完善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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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团委登沟通协调，共同商讨，最终确定活动计划。

4、活动宣传：在班级群发倡议书宣传

5、活动后期工作：团日活动结束后，班干应分工合作，收好

资料，为制作团日活动的电子版本做准备。要求班上的同学

活动感想，加深同学们的活动经历，负责制作材料的同学及

时跟进班上的团务信息，把做好的材料准备好。

八、 活动内容及流程：

1、团日活动开始

2、由团支书简单介绍奔本次团日活动的主要内容

3、由班主任进行讲话，深刻教育同学们诚信考试的重要以及

假期注意事项

4、诚信知识竞赛

5、游戏环节：大家一起玩信任游戏 ，从小游戏中寓教于乐

6、互动环节：同学们在准备好的横幅上签名 表达自己诚信考

试，诚实做人的决心

7、大家与签过名的横幅合影，为这次活动做纪念。

8、团日活动结束

                              2 / 20



https://dqcm.net/
 

九、 经费预算：

（横幅：24.5元 小礼品：20元）

十、 活动意义：

通过该活动，同学们认识到考试是一种严格的知识水平鉴定方法，为

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考试对考风和考纪都有严格的要求；遵守考场纪
律是个人素质的体现，是规则意识和纪律意识的体现；考试作弊是不诚
实的行为，它既妨碍了社会公平，又降低了自身的道德水准，还对校风
学风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使同学们一致认为，要从自身做起，严格
遵守考场纪律，不违纪，不作弊，做一个讲诚信、明事理、知荣辱的人
。

10信管（2）团支部 20xx-6-1

一.活动背景：

21世纪是信息社会，信息化浪潮汹涌而至，加速推进信息化进程已成历
史必然，而社会的全面信息化又是建立在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之上，没
有诚信，信息化无从谈起。与此同时，时代的进步推动着观念的更新。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生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赋予诚信这一
传统美德日益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促使人们对诚信的理解得以进一步提
升。

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
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
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生产生活的
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

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身上肩负着振兴中华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明
确自己身上的职责与使命，切实在生活中与学习中做一个诚信的人，把
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诚实守信发扬下去。因此为响应学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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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学XX年大学生诚信文化节”活动以及外国语学院开展的《大学生诚
信守则》进团组织、进社团、进寝室“三进”活动。我班团支部决定开
展一次以“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为主题的团日活动。

二.活动主题：“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

三.活动目的：

此次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团日活动意在使我班同学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
和培养同学们诚信的意识，并初步学会将诚信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
小事,真正做到诚实守信。同时，我班同学更着眼于全级、全院乃至全校
，通过全班同学的积极宣传，争取让我校更多同学认识到诚信对于人生
的重要性,让更多的大学生把诚信当做是做人的一种品质,作为他们道德的
根本,个人成就事业的根基。要培养诚信的良好道德品质,就要从身边的每
一件小事做起。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我班同学将通过
新颖独特的形式，真诚友好的交流，积极

不懈的宣传来激励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严格要求自己来做到诚信待人
、诚信学习、诚信做事、诚信立身
，让他们真正地做一个实事求是，“一诺千金”的人。

四.活动参与人员：外国语学院XX级英语(师范)一班全体同学

五.活动时间：XX年x月x日至x月xx日

六.活动地点：以外国语学院为根据地，配合全校多个分会场

七.活动要求：

1.我班宣传中心全体干事负责相关活动宣传工作

2.全体班委干部原则上要求每个活动都参与进来，并帮助协调这些活动
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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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活动中，所有同学首先都应积极学习《大学生诚信守则》，并在活
动结束后交至少一份的心得体会。

八.活动内容

1.诚信歌曲大家唱：全班同学齐唱《诚信三宝》，地点分别在外国语学
院门厅，西南大学第二运动场，西南大学一号门，西南大学南北区樟树
林

2.宣传诚信知识：组织班上同学通过骑自行车发宣传单的形式来进一步
强化我校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引导大学生养成求真务实、言行一致的诚
信美德，形成诚信守实的和谐校园文化。

3.组织全班同学参与“我的诚信观”主题演讲活动

4.诚信大签名活动(两场)：以大家在横幅上签名的形式来唤起大家对诚信
的重视以及促使大家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

迎期末 肃考纪树新风 共进步 主题团日活动

——理学院团总支组织部

20xx年6月

一、活动主题

迎期末 肃考纪 树新风 共进步

二、活动背景

期末考试临近，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理学院团总支组织部决
定组织举办以“迎期末 肃考纪 树新风 同努力”为主题的团日活动，努
力营造一种“大学----诚信考试”的气氛。还考场一片纯净的天空，为自
己赢得一个真实的成绩，营造浓浓的“诚信考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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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目的

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学院学分建设，杜绝考试违纪作弊，增
强同学们的诚信意识，提升同学们的道德水准，使他们在考试中自觉遵
守考场纪律，杜绝各种作弊行为，尊重老师，服从管理。

四、活动对象

理学院各班班干、三大组织全体成员

五、活动时间

20xx年6月

六、活动地点

6栋606教室

七、活动流程

1、有关诚信考试的朗诵。

2、以班级为小组，每班班长为组长。每位小组长对诚信考试的看法要各
抒己见，然后现场邀请几个同学发表自己对诚信考试的看

法。

3、由组织部部长对诚信考试过程的重要性作详细阐释，并提出要严格遵
守学校考纪的要求。

4、主持人宣读杜绝考试作弊倡议书，并代表本次活动进行宣誓。 5、最
后播放励志歌曲《隐形的翅膀》给同学们打气，让同学们诚实考试，考
出自我，考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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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动意义

通过该活动同学们认识到考试是一种严格的知识水平鉴定方法，为了保
证考试的公平性，考试对考风和考纪都有严格的要求，遵守考场纪律是
个人素质的体现。考试作弊还是不诚实的行为，他既妨碍社会公平，又
降低了自身的道德水准，还对校风学分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使同学们
一致认为要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违纪不作弊，做一个
讲诚信，明事理，知荣辱的人。

九、预期效果

通过这次“迎期末 肃考纪 树新风 同努力”主题团活的召开，同学们认
识到了考试作弊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一件如此令人可耻而且可悲的事!考试
只是一时的测验，诚信却是人一生的.承诺!坚守原则，以自己真实的能力
接受考试的检验才是应有的态度。通过这次主题团活，同学们都端正了
学习态度，准备积极投入到复习中，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良好的
考风，自觉遵守考纪，争取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十、活动注意事项

1、各班班干及三大组织成员活动之后要在本班做好相关宣传工作。

2、班长及团支书做好带头作用，并及时督促大家做好相关工作。
3、注意调动大家的参与度。

九、活动负责人自职责

总策划:颜赟 何忠武

宣传资料整理：石春 张泽众 活动主持人：何忠武 照片采集 :周文静
卫生负责 :严俊敏 方运秋 纪律负责 ：颜赟 石春

一、活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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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使同学们充分认识资助诚信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诚信
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及时履行国家助学贷款合同，有效地将诚信教育
转化为大学生自觉的素养与行为。英本1204班积极响应校团委的号召，
组织大家开展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团日活动。 二、活动目的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做到诚实,诚恳 ,重信用,守承诺。此次以“诚
信教育”为主题的班会意在使同学们认识到资助诚信教育活动的重要性
和培养同学们诚信的意识，并学会将诚信融进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真正做
到诚实守信。培养诚信的良好道德品质,就要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使同学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诚信校园建设。
三、活动主题 诚信教育。 四、活动时间 5月22日 五、活动对象

英本1204班全体同学 六、活动任务

1. 建设班级诚信风，开展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团日活动。在团会前
期向同学们征信，了解同学们自身对于高校资助的认识，并选出几位作
为代表发言。

2.开展班会深入学习对国家资助贷款的认识，以及如何履行贷款合同中
的各项义务，促使学生树立诚信观念。组织安排同学们观看学习金融，
法律有关视频，增强法律意识。 七、活动意义

通过这次团会，同学们都充分的认识到了资助诚信的重要性，在接受了
国家的帮助后，要及时履行义务，将诚信转化为自觉的素养与行为，要
以诚信的优良传统美德指导自己。古往今来，凡是品德高尚的人，都是
诚实守信的人。只有有了诚信，才能在社会立足，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要处处做到诚信。为将来的人生道路打下
坚实的基础。

英语系团总支学生分会 英语系1204班团支部 20xx年05月19日

一、活动主题

文明校园 诚信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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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时间

20xx年5月22日星期三下午2点

三、活动地点

管理系会议室

四、活动对象

11级公共事业管理班全体成员

五、活动目的及意义

面对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现代文明诚信问题，我们展开以“文明校园，诚
信青春”为主题的团日活动，引起同学们对校园文明的重视，加强同学
们的思想道德建设，促使同学们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帮助同学们认识
到建设校园文明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个人的文明道德文化素养，自觉培
养文明诚信的品格，树立以信立人、以信处世的和谐理念，养成言行一
致、诚实守信、出演文明、相互礼让的优良品格和文明习惯。

六、前期准备

1、确立主持人；

2、制作ppt;

3、收集活动视频、图片等资料；

4、班委向全支部宣传本次活动；

5、布置活动现场

七、活动流程

                              9 / 20



https://dqcm.net/
 

1. 团支书点到；

2. 全体起立，齐唱团歌；

3. 活动内容：

1) ppt展示

2)诚信视频播放

3) 诚信故事宣讲

4) 诚信教育与主题讨论

5) 同学们述说自己眼中诚信的内涵；

6) 主持人宣布团组织活动结束；

八、活动后期

1、班干部留下来清理现场，做好教室卫生工作；

2、团组织活动后进行总结，加大认识团组织活动的意义，找出存在的问
题，给下次的团组织活动更好的指导；

3、及时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总结反馈活动中的问题；

4、写团组织活动后的感想。

九、经费预算

待定

11级公共事业管理班班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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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5月21日

诚信故事：

晏殊信誉的树立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
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
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
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
。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
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
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
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
：“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
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
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
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商鞅立木树信

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
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
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
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
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
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
广开了。

感动中国的信义兄弟

孙水林、孙东林兄弟，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泡桐镇人，建筑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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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2月9日(农历腊月廿六)，在京、津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驾车带着
妻子、三个儿女和26万元现金从天津出发，准备赶回老家过年，同时给
先期回汉的农民工们发放工钱。次日凌晨行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
桥路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
一家五口遇难。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顾不上安慰年迈的父母，
在腊月二十九将工钱送到60多名农民工手中。由于哥哥的账单多已找不
到，孙东林让农民工们凭着良心报领工钱，还贴上了自己的6.6万元和母
亲的1万元。“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孙水林、孙东林兄
弟20年信守承诺，被人们誉为“信义兄弟”。

20xx年2月24日，湖北省总工会授予兄弟俩“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3
月3日，湖北省文明委授予二人“湖北省道德模范特别奖”；3月26日，
全国总工会授予兄弟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9月，兄弟俩入选“中国
好人榜”；今年1月8日，人民网“责任中国”评选委员会授予孙水林、
孙东林兄弟及其母亲“20xx年度十大责任公民”；1月15日，湖南卫视携
手百度娱乐举办的20xx年度沸点颁奖典礼，授予兄弟俩“最给力网络民
星”。

一、活动背景

期末考试临近，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我们班决定举办以“立
足诚信，杜绝作弊”为主题的团日活动，努力营造一种“大学----诚信考
试”的气氛。还考场一片纯净的天空，为自己赢得一个真实的成绩，营
造浓浓的“诚信考试”氛围。

二、活动目的

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本班学分建设，杜绝考试违纪作弊，增
强同学们的诚信意识，提升同学们的道德水准，使他们在考试中自觉遵
守考场纪律，杜绝各种作弊行为，尊重老师，服从管理。

三、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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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诚信，杜绝作弊

四、活动对象

机电系1305班全体同学

五、活动时间

20xx年12月17日

六、活动地点

图文信息楼30209教室

七、活动流程

1、有关诚信考试的朗诵。

2、以团小组的形式对诚信考试的看法各抒己见，然后现场邀请几个同学
发表自己对诚信考试的看法。

3、由班长对对诚信考试过程的重要性作详细阐释，并提出要严格遵守学
校考纪的要求。

4、团支书宣读杜绝考试作弊倡议书，并代表全班58人进行宣誓。

5、同学们纷纷在写有诚信考试的红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决心。

6、最后同学们以“机电系1305班绝不作弊”的口号结束此次意义非凡的
活动。

八、活动意义

通过该活动同学们认识到考试是一种严格的知识水平鉴定方法，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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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考试的公平性，考试对考风和考纪都有严格的要求，遵守考场纪律是
个人素质的体现。考试作弊还是不诚实的行为，他既妨碍社会公平，又
降低了自身的道德水准，还对校风学分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使同学们
一致认为要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违纪不作弊，做一个
讲诚信，明事理，知荣辱的人。

九、活动负责人自职责

总负责人:团支书 王风亭

宣传资料整理：王亚茹 活动主持人：王风亭 照片采集 :王亚茹 卫生负责
:杨飞云 纪律负责 ：李斌

十、活动注意事项

1、团支书做好相关宣传工作。
2、班长及团支书做好带头作用，并及时督促大家做好相关工作。

3、注意尽可能调动大家的参与度。

机电工程系团支部 年12月17日20xx

一．活动背景：

21世纪是信息社会，信息化浪潮汹涌而至，加速推进信息化进程已成历
史必然，而社会的全面信息化又是建立在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之上，没
有诚信，信息化无从谈起。与此同时，时代的进步推动着观念的更新。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生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赋予诚信这一
传统美德日益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促使人们对诚信的理解得以进一步提
升。

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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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
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生
产生活的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

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身上肩负着振兴中华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明
确自己身上的职责与使命，切实在生活中与学习中做一个诚信的人，把
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诚实守信发扬下去。因此为响应学校“西
南大学20xx年大学生诚信文化节”活动以及外国语学院开展的《大学生
诚信守则》进团组织、进社团、进寝室“三进”活动。我班团支部决定
开展一次以“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为主题的团日活动。

二．活动主题：“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

三．活动目的：

此次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团日活动意在使我班同学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
和培养同学们诚信的意识，并初步学会将诚信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
小事,真正做到诚实守信。同时，我班同学更着眼于全级、全院乃至全校
，通过全班同学的积极宣传，争取让我校更多同学认识到诚信对于人生
的重要性,让更多的大学生把诚信当做是做人的一种品质,作为他们道德的
根本,个人成就事业的根基。要培养诚信的良好道德品质,就要从身边的每
一件小事做起。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我班同学将通过
新颖独特的形式，真诚友好的交流，积极不懈的宣传来激励越来越多的
大学生通过严格要求自己来做到诚信待人、诚信学习、诚信做事、诚信
立身 ，让他们真正地做一个实事求是，“一诺千金”的人。

四．活动参与人员：外国语学院20xx级英语（师范）一班全体同学

五．活动时间：20xx年5月8日至5月20日

六．活动地点：以外国语学院为根据地，配合全校多个分会场

七．活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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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班宣传中心全体干事负责相关活动宣传工作

2.全体班委干部原则上要求每个活动都参与进来，并帮助协调这些活动
的进行。

3.在活动中，所有同学首先都应积极学习《大学生诚信守则》，并在活
动结束后交至少一份的心得体会。

八．活动内容

1．诚信歌曲大家唱：全班同学齐唱《诚信三宝》，地点分别在外国语学
院门厅，西南大学第二运动场，西南大学一号门，西南大学南北区樟树
林

2．宣传诚信知识：组织班上同学通过骑自行车发宣传单的形式来进一步
强化我校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引导大学生养成求真务实、言行一致的诚
信美德，形成诚信守实的和谐校园文化。

3.组织全班同学参与“我的诚信观”主题演讲活动

4.诚信大签名活动（两场）：以大家在横幅上签名的形式来唤起大家对
诚信的重视以及促使大家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

5．举办“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的交流会，邀请我校有名的诚信人物与
全班同学进行交流，探讨诚信的方方面面。

6.制作“诚信就在我身边”的展板，通过写感谢信的方式将发生在自己
身边的诚信故事展示出来，激励更多的当代大学生向着做一名诚信的人
而不懈奋斗。

7．拍摄关于发生在大学生学习、科研、人际交往、经济以及就业生活中
的诚信故事短片，以DV的方式来警示大家，让大家自觉地做一名诚信的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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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组织全班同学集体观看有关诚信的影片，观看后进行交流，并写观后感

九．活动主要负责人：杨雪梅，曹丽，胡波

十．具体活动负责人：

1．诚信歌曲大家唱：乔佳佳

2．骑自行车宣传诚信活动：陈友方

3．诚信大签名：苏畅

4．“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交流会：胡波

5．以感谢信为主的展板：毛睿原

6．诚信DV短片：唐维球

7．活动用品购买：王建东

8．活动部：谭孟林

9．宣传部：黄雪容

10．“我的诚信观”主题演讲：古巧蜜

11.电影观摩：吴霆钧

12.摄像：陈子礼

13．安全负责人：杜鹃

14.卫生维持员：苏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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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动前期准备：

1.全班同学商讨活动详细安排，确定活动方案。

2.团支书组织全体班委干部进一步商讨活动细节，撰写活动策划书，明
确分工

3.提前预定一间教室（供“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交流会使用），布置
好教室

4.在所有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提前两天（5月6号）通知相关干部，安排
好相关负责工作

5.活动所需相关设备的准备与物品的购买（相机、拍DV的道具、礼品、
宣传单的印制、横幅等）

6.活动记录与活动总结的撰写

十二．活动流程：

1.5月8日，将集体演唱的诚信歌曲《诚信三宝》发给全班同学，要求大
家开始学习演唱,并由乔佳佳担任歌曲演唱指导,分别于5月9日(周日)和5
月10日(周

一)进行集体歌曲练习

2．5月11日、5月12日、5月14日、5月16日、5月18日分别在外国语学院门
厅，西南大学第二运动场，西南大学一号门，西南大学南北区樟树林进
行诚信歌曲集体演唱，通过歌声来宣传诚信，并在活动过程中做好视频
录制工作。

3．5月13日，由陈友方负责带领我班自行车队同学，在校园内骑自行车
，发关于诚信的传单，向西大同学介绍古今中外关于诚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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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别在5月15日中午和晚上在南北区樟树林举行“诚信做人,以信立身”
万人签名活动（晚上的签名活动用荧光笔签）

5. 5月17日在荟文楼601教室举行“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交流会，邀请
诚信人物与大家面对面，谈诚信，讲人生

6.在全校范围内搜集发生在我校大学生身边的诚信故事，制作感谢信若
干，并集合成展板，在荟文楼门厅展示。

7.由诚信DV负责人组织相关参演者于5月9日和5月10日两天进行短剧制作
吹风会，确定剧本，分配好相应角色并定下练习时间

8．参演短剧的同学在确定下来的练习时间内进行练习，并于5月18日之
前将短剧录制好交到活动总负责人处

9． 从5月8日开始动员全班同学每人写一份关于诚信的演讲稿，为“我
的诚信观”主题演讲活动做准备，并于5月16日（周日）在荟文楼601教
室举行该活动

10.组织全班同学于5月17日前往五一所或北碚影院观看以诚信为主题的
电影（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可以自行放映）

11.15月20日（周四）晚6点举行“做一名诚信的大学生”团日活动总结大
会 12．5月20号总结大会后全体班委及活动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讨论活动的
组织工作中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并完成对此次团日活动的总结工作，
形成最终的总结（电子档和纸质文档）

十四.活动意义：

通过这次团日活动，让我班同学充分认识诚信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在以
后的工作与学习中以诚信的优良传统美德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通过广
泛的宣传，让我校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激励他们做一名
真正诚信的人。

                             19 / 20



https://dqcm.net/
 

古往今来，凡是品德高尚的人，都是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只有有了诚信，我们才能在社会立足，才能得到别人
的尊敬，才能使他人信服。因此，做一个诚信之人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
责任和义务，以及一个做人的最起码的原则！要想做到诚信，就要从生
活中每件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今天，我们通过以“做一名诚信的大学
生”为主题的团日活动来重温我们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并在这丰富的
道德资源中，汲取到中华民族腾飞的持久动力。不仅仅让我班同学深深
地领略到了诚信这一传统道德的魅力，更能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以诚信自
律的良好风尚，让更多的大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处处做到诚信，
为将来的人生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十五. 突发情况及对应处理机制

1.在进行骑自行车宣传诚信知识活动当天若有同学出现身体不适，让安
全负责人带到校医院就医。

2．各活动在进行当天如果出现混乱，由活动总负责人及相关节目负责人
进行协调处理。

3．活动当天若出现组织环节漏洞，由活动部进行提醒。

4．若当天出现其他未预料到的状况，视具体情况处理。

外国语学院20xx级英语（师范）一班

本文链接：https://dqcm.net/wenan/16694845905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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