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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班团建设活动简报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3 班： 

（肖秀讯）11 月 22 日，化学硕 1903 班在主教 315 开展了“模拟招聘大会”活动。本次

活动由班长王秋丽和组织委员王晓丽负责组织，全班共 32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以两个环节

开展：应聘者自我风采展示、面试官问答。本次模拟招聘会中分别有四位同学模拟应聘者和

面试官。应聘者从自我介绍，证书考取情况，荣誉获得情况和实践活动等方面展示自己。面

试官仔细查看简历，对各自的风采展示进行问答，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通过本次活动，

同学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收益颇多。 

 

【班团建设】——化学硕 1806 班： 

（杨晓彤讯）12 月 2 日，化学硕 1806 班在主教楼 413 开展了国庆假期安全交流班会活

动。本次活动由班长尹一林负责组织，全班共 35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围绕引导学生学习安

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开展。首先班长尹一林同志向同学们介绍了有关安全问题的注意

事项，从交通安全、防溺水用电防火安全、饮食安全等几个方面进行讲解。随后又向同学们

传达了校领导就国庆假期安全提出的几点要求。此外，同学们还分享了自己在国庆期间遇到

的安全问题，以彼此告诫。本次活动引导大家学习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同学们的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掌握一些自救自护的本领；珍惜生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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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807 班： 

（张峻峥讯）12 月 6 日，化学硕 1807 班在主教 325 开展了“纪念元素周期表 150 周年”

的主题班会活动。本次活动由吴静静负责组织，全班共 24 名同学参加。为纪念 Dmitri 

Mendeleev（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发明的元素周期表诞生 150 周年，联合国大会宣布 2019 年

是“国际化学元素周期表年”，本次活动以纪念元素周期表为主题，交流了在科研中的心得体

会和经验，本次活动旨在加强同学们的学术交流，提高班级凝聚力，鼓励同学们再接再厉，

在科研中更上一层楼。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3 班： 

（肖秀讯）12 月 16 日，化学硕 1903 班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开展了班级素拓活动。本次活

动由班长王秋丽和组织委员王晓丽负责组织，全班共 32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以四个环节开

展：你画我猜、谁是卧底、抢凳子和传声筒。这一学期即将结束，本次素拓活动考验的是班

集体之间的默契和熟悉程度。你画我猜游戏，大家可以放飞表演，默契飙升；谁是卧底游戏，

考验的不仅仅是演技，还有组内成员的协作配合；抢凳子游戏，凳子面前，没有你我；传声

筒游戏，打开脑洞，没有你猜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整个过程充满了欢声笑语。通过本次

活动，大家不仅收获了很多欢乐，关系也更加亲近，班级凝聚力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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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803 班： 

（李天讯）12 月 16 日，化学硕 1803 班在主教 310 开展了红色影片赏析活动。本次活动

由班长许刚负责组织，全班共 24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从影片观看和观影感受交流两个方面

开展。活动过程中，许刚先介绍了本次影片历史背景：《决胜时刻》是博纳影业献礼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中国骄傲三部曲”的重磅之作，讲述了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

平香山，在这里指挥渡江战役、会见民主人士、筹备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等重大事件。随

后许刚为同学们播放影片。在影片结束后，许刚发起了影片观后感讨论，同学们各抒己见，

纷纷表示观看红色影片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历史及历史人物。 

 

【班团建设】——化学硕 1806 班： 

（杨晓彤讯）12 月 18 日，化学硕 1806 班在主教楼 413 开展了“文章发表交流会”活动。

本次活动由班长尹一林负责组织，全班共 35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围绕文章发表经验交流开

展。首先同学们提出了有关于写文章，修改文章，发表文章，回复审稿人意见等相关问题，

随后班级中已经发表过文章的几名同学对此进行了经验分享，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并

针对发表文章的具体流程和小技巧做出了细致的讲解，让参与本次班会的同学收获颇多。本

次活动的举办，激励了大家努力科研，争取早日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取得成果。大家纷纷表示

希望多多举办此类活动，加强相互间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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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4 班： 

（张广宇讯）12 月 18 日，化学硕 1904 班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操场开展了班级素质

拓展活动。本次活动由班长李红强负责组织，全班 21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的目的是进一步

加强同学间的联系，缓解学习科研压力。同学们一起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操场有序的开

展了多种趣味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同学们进一步加深与班级同学的联系与配合，增强了同

学间的默契度。活动现场气氛轻松活跃，缓解了许多同学的压力，有利于同学们保持良好的

心理状态，便于今后更好的工作与学习。同时，通过此次活动，同学们也熟悉了昌平校区的

布局与规划，加深了对新校区的认识。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4 班： 

（张广宇讯）12 月 18 日，化学硕 1904 班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校史馆开展了“参观

校史馆，感受奋斗与担当”活动。本次活动由副班长闫云鹤及体育委员赵金宇负责组织，全

班 21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了解北京化工大学发展历程，感悟北京化工大学在六十

一年间的奋斗与担当。同学们有序地参观了北京化工大学校史馆，充分了解了自北京化工大

学建校以来六十多年间的历史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校友，重温了那段峥嵘岁月，了解了学校

的发展历程与六十多年间取得的卓越成绩，提高了自身的使命感与荣誉感。作为北京化工大

学的研究生，我们更应该不断奋斗，努力学习，为学校争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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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2 班： 

（冯丹阳讯）12 月 20 日，化学硕 1902 班在主教 417 开展了“金秋之游”摄影活动评选。

本次活动由何宝莹负责组织，全班共 30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以摄影作品展示为主。同学们

首先上交个人作品，然后通过班级投票的方式进行评选，最后为获得前三名的同学颁奖并合

影留念。本次活动主要为丰富研究生校园文化生活，营造健康快乐的良好学习氛围，培养同

学之间积极进取精神；大家在活动中不仅欣赏了同学的作品，也交流了自己秋游时的感受，

纷纷表示，在科研之余，大家应该多去感受生活中的美。自此，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8 班： 

（苑兰杰讯）12 月 20 日，化学硕 1908 班在东校区篮球场开展了强身健体素质拓展活动。

本次活动由班长沈伟城、体育委员王强宇负责组织，全班共 34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围绕强

身健体素质拓展主题，从跑步热身、转呼啦圈、打篮球、踢足球几个环节开展。活动开始由

班长沈伟城解读今日活动主题，随后全班同学在班长及体育委员的带领下有说有笑的进行一

系列项目。最后班长沈伟城总结道：“1908 班，作为化学学院的一个集体，我们应该积极为院

系争光，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同时也要经常锻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至此，此次班

团建设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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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1 班： 

（付琳讯）12 月 21 日，化学硕 1901 班在东校区第一餐厅开展了“温暖一冬”冬至包饺

子活动。本次活动由班长常宇鑫负责组织，全班共 25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围绕“好吃不过

饺子，温暖不过集体”的主题，从擀饺子皮，学习包饺子，等待饺子出锅，一起吃饺子聊天

几个环节开展。餐厅的师傅帮忙和好了面和馅儿，同学们有的擅长擀皮儿，有的擅长包饺子，

大家互相交流包饺子的各种方法。班级同学们一起在欢乐的氛围中包完了饺子，看着出锅的

热腾腾的饺子，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冬至的温暖如期而至。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2 班： 

（冯丹阳讯）12 月 21 日，化学硕 1902 班在东区一食堂进行了冬至饺子 party。本次活动

由何宝莹负责组织，全班共 33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围绕传统节日冬至这一主题，以同学们

自己动手包饺子为主。进入食堂同学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大家有的和面，有的擀面皮，有

的包各种造型的饺子，分工明确。不仅如此，有包饺子经验的同学还在一旁教其他的同学，

大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冬至。本次活动主要为丰富研究生校园文化生活，

在繁忙的学习之余，可以动手体会劳动的魅力，这也将成为我们研究生的美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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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3 班： 

（肖秀讯）12 月 21 日，化学硕 1903 班在东区第一食堂开展了“喜迎冬至，温暖班级”

活动。本次活动由班长王秋丽负责组织，全班共 26 名同学参加。本次包饺子活动是与化学硕

1901 班和化学硕 1902 班的联谊活动，三个班级共有八十一名同学参加。俗话说：冬至不端饺

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冬至吃饺子，作为我国北方的传统习俗，每位同学的参与度热情高

涨，北方同学争先恐后地炫花技，而南方同学也在努力的跟着食堂大叔学习新技能，千奇百

怪的饺子就一个个诞生了。我们包的饺子，不仅长得好看，味道也是一等一的棒！感谢食堂

大叔大妈的热情招待和细心指导，我们才有机会在冬至之时吃到如此美味的家乡味道！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6 班： 

（姜鉴讯）12 月 21 日，化学硕 1906 班在第四食堂开展了冬至包饺子活动。本次活动由

丁雷负责组织，全班共 34 名同学参加。在活动过程中大家都非常积极主动，有人负责擀皮，

有人负责包馅，在餐厅师傅的指导下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我们的导员助理赵松老师与同学

们一起包饺子，给寒冷的冬日里带来了一丝温暖。最后大家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其乐融融。

吃完饺子，大家还一起玩起了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活动落下了帷幕。本次活动使大家得到了

短暂的娱乐放松，便于同学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同时还增强了同学间的感情和

彼此间的互信程度，对以后学习及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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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2 班： 

（冯丹阳讯）12 月 22 日，化学硕 1902 班在科教 403 开展了“our birthday”班会活动。

本次活动由何宝莹负责组织，全班共 32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

同学们一起为 1902 班这个大家庭过生日，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班级中的每一个人都

是独一无二，不能缺少的；大家一起吃生日蛋糕，也有同学自告奋勇为我们跳了《你真的很

不错》这个舞蹈。第二个环节是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抽取一

份礼物，准备礼物的同学都把自己的认为最好的礼物带给其他人，收到礼物的同学也全都表

达了感谢，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其乐融融。自此，活动圆满成功。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4 班： 

（张广宇讯）12 月 22 日，化学硕 1904 班在北京化工大学东校区第四食堂开展了“浓情

冬至”包饺子活动。此次活动由班长李红强与生活委员张国阳同学负责组织，30 名同学参加

了此次活动。活动现场气氛轻松活跃，同学们积极参与，分工明确；郭剑导员也参与了我们

的活动，与同学们一起包水饺，为同学们送来了冬至的温暖。在吃完水饺后，同学们还开展

了听歌识曲等趣味活动，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通过此次活动，同学们在寒冷的冬夜中感受到

了班级的温暖，加深了与同学们的联系，留下了研究生生活中的宝贵的回忆。今后的学习生

活中，同学们也会更好的支持与帮助，共同进步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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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910 班： 

（崔腾达讯）12 月 21 日，化学硕 1910 班在北门民胜居家常菜馆进行“冬至包饺子”活

动。本次活动由班长田本强同学负责组织，全班所有同学参加。班级同学在北门集合步行前

往目的地，到达地点后，同学们面对着包饺子所需的面粉和馅料有些手足无措，随后在有经

验的同学的指导下大家开始包饺子并逐渐熟练起来；最后大家一起品尝了自己包的饺子，并

展开了一些趣味活动。冬至即将到来之际，本次活动让班里同学提前吃到了饺子，联络了班

级成员的感情。班级一家亲，和睦互相融；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家会更加团结，更加友好

相处，化学硕 1910 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班团建设】——化学硕 1803 班： 

（李天讯）12 月 25 日，化学硕 1803 班在主教 309 开展了“职业生涯规划”主题班会活

动。本次活动由班长许刚负责组织，全班共 24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从主题解读和体会交流

两个方面开展。活动过程中，许刚先介绍本次活动目的；所谓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对学生自

己未来的一个规划，是一个随着时间和成长阅历不断的对生活、工作、感情制定更新的目标，

并为之不断地努力。随后同学们就目前研究生生活经历对自己职业规划产生的影响及自己做

出的改变进行了讨论。最后许刚对活动进行了总结：我们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对未来

的规划进行适当的调整，切勿好高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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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806 班： 

（杨晓彤讯）12 月 26 日，化学硕 1806 班在主教楼 309 开展了“寒假安全交流会”活动。

本次活动由班长尹一林负责组织，全班共 35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围绕提高安全意识开展。

首先班长尹一林向我们一一介绍了假期安全注意事项，从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用电安全、

防火安全、注意饮食安全等几个方面讲起；随后向我们传达了学院假期安全的相关文件通知。

最后同学们分享了假期的规划、对安全问题的看法、已知的安全知识等。本次活动的目的旨

在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时时注意、处处警惕，平安就一定会来到我们身边。从现在开始，

树立安全意识，过一个平安、健康、愉快而又充实的寒假！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4 班： 

（张广宇讯）12 月 27 日，化学硕 1904 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开展了“参观中国国家

博物馆，提高民族自豪感”活动。此次活动由班长李红强同学与生活委员张国阳同学负责组

织，15 名同学参加了此次活动。同学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合影留念之后，有序的参观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识了许多珍贵的藏品，同时还了解到中华民族的文

明史与发展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在五千多

年的历史中，孕育出了中华灿烂辉煌的文明。我们作为新时代的研究生，更要提高民族自豪

感，不断努力学习，为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振兴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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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8 班： 

（苑兰杰讯）12 月 27 日，化学硕 1908 班在主教 325 开展了“庆元旦，迎期末”主题班

会活动。本次活动由班长沈伟城负责组织，全班共 34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围绕“庆元旦，

迎期末”主题，从班委总结、奋战期末、鼓励学习几个环节开展。活动开始由班长沈伟城解

读今日活动主题，随后各班委对这学期工作进行了总结，最后同学们相互鼓励，表达决心，

奋战期末。班长沈伟城总结道：“1908 班，作为化学学院的一个集体，我们应该团结互助，争

取取得好的期末成绩，为这个学期画上完美句号”。至此，此次班团建设活动圆满结束。 

 

【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8 班： 

（苑兰杰讯）12 月 27 日，化学硕 1908 班与化学硕 1906 班在主教 325 一同开展了主题

为“你帮我，我助你，实验室分享会”活动。本次活动由 1908 班班长沈伟城负责组织，化学

硕 1908 班共 34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围绕科研经验为主题，从实验室安全常识抢答、优秀

学长学姐经验分享两个环节开展。活动开始由化学硕 1908 班班长沈伟城对今日活动主题进行

解读，化学硕 1906 班班长丁磊进行实验室安全常识提问，并为答对者颁发奖品。随后，张子

为、胡婷婷、余俊三位学长学姐进行了经验分享，并与同学们进行了提问互动。最后班长沈

伟城总结到：“要向优秀学长学姐学习，确立好目标，祝大家研究生生活一切顺利”。至此，

此次班团建设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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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团建设】——化学硕 1902 班： 

（冯丹阳讯）12 月 29 日，化学硕 1902 班在科教 403 开展了班级先锋模范评选活动。本

次活动由何宝莹负责组织，全班共 33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受《榜样》的启发，对在班级中

对于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学予以奖励。本次活动首先是在班级群里进行投票，选出大家心中公

认的三位班级先锋模范。随后选出的三位同学向大家表达了受到认可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表

示将再接再厉，以身作则，继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现场的同学们也表明要多向三位同学学

习，不论在未来的学业中还是生活中，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本次活动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

并取得圆满成功。 

 

【班团建设】——化学硕 1807 班： 

（张峻峥讯）12 月 31 日，化学硕 1807 班在主教 309 开展了“学期总结”主题班会活动。

本次活动由张帆负责组织，全班共 25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以学期总结为主题，从总结成果、

分享感想两个环节展开。首先张帆总结了本班在班级建设取得的成果：在优秀班级体评选中

有幸获得“优秀班级”的荣誉称号；对此，同学们热烈鼓掌庆祝。随后，同学们分享交流了

研究生生活的感想和体会，坦言科研生活枯燥辛苦却又充实快乐。本次活动旨在加强同学们

的交流，增强班级凝聚力，鼓励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再接再厉，取得更加满意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