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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活动背景



1.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都渴望加入各种各样的社团锻

炼自己。通过上学期的工作发现，大部分陶学子都多

才多艺，尤其爱好唱歌，但内心缺乏自信，害怕在众

人面前露脸。为了增强陶学子的自信心，克服自卑心

理问题，此次活动将为陶学子提供锻炼自己的舞台。

2.大部分陶学子更倾向于户外活动，一

个有意义的户外活动能激发陶学子内心

更多的想法，而四月份是春天，户外活

动使人轻松，以减轻学习压力，丰富课

余生活，符合基金会的心理赋能。

活动背景



02 活动目的



1.通过此次活动，可
以丰富陶学子课余文
化生活，增强陶学子
的自信。

2.可以通过比赛发掘我
社的文艺人才，为他们
提供一个展现个人魅力
的舞台。

3.通过增多学社内部各
级陶学子的交流，从而
促进伯藜家文化的更一
步发扬传承。

4.可选出最佳歌手，
为送老晚会做准备。

活动目的



03 活动详情



活动时间：2019年4月20日晚上18：00

活动地点：江苏师范大学云龙校区操场

活动对象：17-18级陶学子、其他各级陶学子自愿参加

参赛人员：各级陶学子自愿报名，非陶学子8个名额

活动详情



必要的比赛物资和奖品

No.1
两次彩排

No.2

前期在微信和QQ上积极转

发，做好活动宣传

No.3
活动场地的布置

No.4

前期准备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精彩再现



精彩再现



04 活动经验



陶学子们的活动体会

       从陶学子的心得体会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选手还是观

众，在这次的活动中都收获了一定快乐与成长，有的陶学

子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勇敢地突破了自己；有的因为本

次活动结交了要好的朋友；还有的因为没有勇气参加比赛

感到遗憾。当然，也有陶学子中肯地指出本次活动的弊端

并提出宝贵的建议……不管是什么心情，相信以后回忆这

个夏天，有那么一天我们忘掉了所有烦恼，一起坐在草地

上吹着晚风，感受着每一个节拍里的快乐。



1、通过此次活动，增进了陶学子之间的

友谊，丰富了陶学子的课余生活；

2、让陶学子有了展现自我的机会；

3、有非陶学子的加入，扩大了伯藜学

社的影响力；

4、为送老晚会选拔表演人才。

活动总结



每次活动之前多次调试设备

工作人员安排时考虑多种突发情况

工作人员会议时要讲清楚工作内容

主办方了解整个活动流程

1、现场设备没有调试好，
导致音响效果比较差；

2、陶学子没有固定位置，
秩序比较混乱。

活动教训

3、主办方与主持人沟
通较少。



感谢
   聆听

主办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主办部门：江苏师范大学伯藜学社文娱
部



推荐理由

       该项目立项需求分析较为客观，活动目的明确，

方案设计完整。结合陶学子们对于户外活动的期待，

给了大家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活动选择在夜晚举办，

营造了更为轻松温馨的氛围。从陶学子心得体会中可

以看到，大家对该活动满意度较高，给许多陶学子留

下了美好的回忆。该项目在提升社团凝聚力方面具有

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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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伯藜学社

“越”动心灵，“野”聚能量
——南工伯藜定向越野兼心理团辅素质拓展



01 项目介绍

02

03 总结反思与建议

活动目标及完成情况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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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展原因、可行性分析

活动流程

活动背景

活动地点以及时间



活动背景

183

1：陶学子们加入伯藜大家庭，很少有特别的活动能够在室外并且是各个部门各个部员随机分组
进行竞赛的。而外联部本着不仅是联外也有联内的职责，举办素质拓展之校园定向越野，促进
各部门新生之间的交流，增进学社凝聚力和协作能力 。

2：体育锻炼既可以提高同学们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也可以提高人体的基本活动能力以及对自
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同学们参与其中可以切身体会到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
神。

3：推动落实基金会“发展型助学模式”中的心智赋能模块的工作，引导陶学子内观外看，认识

世界，认识自我，提升陶学子的心力、脑力、行动力，帮助陶学子形成平等看待他人、肯定

自己、学会宽容的心智模式。



活动开展原因、可行性分析

184

新生陶学子融入伯藜大家庭需要一个

过程，而素质拓展之校园定向越野可

以加速这个过程。

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占地面

积极大，其中标志性建筑很多，

可以作为定向越野的各个活动

点

每次素质拓展都可以围绕不同

的主题，每个点的闯关项目每

次都可以改变。因此本活动具

有持续性与趣味性

01 02 03



活动地点以及时间

185

地点：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

时间：4月21日周日
上午8:30-10:30定向越野
下午14:00-15:30心理团辅



活动流程及前期准备

186

1：前期宣传，陶学子报名参赛；
2：指定一人购买活动奖品及所需道具；
3：总负责人按照名单随机分组，确定每个小队的队长；



187

每个定向越野团队会拿到
一张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
区的地图。在这个地图上
有标注出十个点，而设立
的闯关点工作人员会在相
应标注地点附近等候，需
要各定向越野团队自行寻
找。如图：



188

所有工作人员穿着社服到达各活
动点，活动总负责人在起点等待。
所有参赛陶学子于早晨八点在起
点集合。
每支参赛队伍负责人确定队伍成
员到齐后，向负责人索要活动路
线地图以及积分卡，待负责人再
次强调注意事项后便可以开始定
向越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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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支队伍只需要在十个活动点中选择八个活动点，每支队伍可以自行选择闯关路线。
超过八个活动点，按积分高的算。

2：各队伍必须在比赛结束前到活动结束地点。

3：从第一组出发后开始计时，120分钟结束在群里发通知让所有参赛同学到溢清同济
湖集合宣布排名，颁发奖品。

4：距离游戏结束15分钟时，各个任务点不再接受前来挑战任务的同学，工作人员前往
结束地点。

5：在定向越野活动结束后，自愿参与心理团辅的三十名陶学子留下，一起前往心理团
辅教室，进行心理团辅活动。各工作人员协调组织，待陶学子们集合完毕前往心理团辅
教室，各工作人员方可自行离开。



活动目标及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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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产出：

• 工作人员参赛陶学子拍摄的活动照片.

目标01.增进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保留珍贵记忆

• 活动产出. 

• 工作人员与参赛陶学子参与该活动后的感悟.

目标02.促进各部门新生陶学子之间的交流，增进学社凝聚力

• 活动产出

• 心理辅导300字感悟.

目标03.关注陶学子心理健康，加强心智赋能



财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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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有一个巨大失误，负责采购
的同学并未能向商家索要到所有的电
子发票。
事实上，如果某一家商店以购买金额
过小为由，拒绝开电子发票，那采购
人员可以选择换一家店铺或者换可替
代的奖品、道具。
所以，以后活动总负责人应当仔细传
达采购注意事项并关注采购人员的采
购进度，不能等到奖品和道具已经签
收，才去头疼电子发票的事情。
由于失误已经造成，以下只能以部分
购买截图示意。



购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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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图片

www.islide.cc 194



总结反思与建议



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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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越野：
       学社成员在总结中提到活动参与度不高，主要因为时间选择不佳，应当选在新生陶学子刚进
学社的那个时间段举办活动。
      建议以部门为单位进行组队，将不同年级的，不同部门的人组成一个队伍。
      绝大部分人都提出了这个活动的一个问题，就是活动宣传力度方面。这个活动宣传不够清晰，
导致许多陶学子不了解，似懂非懂，使得许多陶学子存在认知错误。而且在说心理团辅活动时，
通知说的是尽量参加，就给很多人钻了空子，会觉得活动没意思，浪费时间，所以就不参加。陶
学子参与活动积极性下降是整体趋势，是学业工作等多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在活
动的作用性与趣味性上着手，在前期准备和宣传方面进行一定的创新和亮点。
       也有陶学子指出一些游戏点游戏难度与游戏内容不太适中，每个活动点游戏趣味性不够。这
是因为本次十个活动点的游戏都是总负责人一个人想的，所以下次集思广益，事先让工作人员们
想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动点内容。需要的活动道具可以再找总负责人商量准备。
       最后颁奖和合影留念的现场有点混乱，这个因为距离活动结束的最后二十分钟，让所有工作
人员到达活动结束地点还是有一点难度。而且以前学社内部没有过类似的活动，所以并不能确定
完成这个活动需要耗费多长时间。但是有了这次的经验教训，下次活动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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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团辅
   本次心理团辅除了参与人员有点少，其他方面都完成的很好，这个陶学子们的反
馈可以看出。
   至于为什么参与人数太少，这跟宣传有直接的关系，总负责人表示在事前不知道
这个心理团辅会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开展，甚至认为这会是一个枯燥无味的心理讲座，
但是到那边才发现，这个心理团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其实这种事情完全可以
避免。因为可以事先与负责心理团辅的老师取得联系，询问情况。
  心理团辅过程中，“不倒森林”让所有人在游戏中体验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跨
越雷区”让所有人体会到要突破自己思维中的雷区；“神奇的七巧板任务”则是让
每一个小组都清晰的明白，不能太过自私，互帮互助才能更快的实现共赢。
   这次心理团辅活动前期宣传确实没有做好，不过会利用这次大家的反馈，让更多
的人了解到，我们的心理团辅，跟他们心里想的不一样，不是枯燥无味的心理讲座，
而是一个集体做游戏的过程。让大家在游戏中实现心灵的升华，心智的成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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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该项目目标紧密贴合基金会所倡导的心智赋能发展方

向，充分利用了校园特色与校内资源，将心理团辅与定向

越野组合，形式新颖且富有趣味性，也强化了心理团辅的

效果。心理团辅借助心理中心老师组织开展，根据科学性。

项目整体材料充分，准备周密，在项目效果较好的基础上，

具有可复制性和示范价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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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运动会
南京农业大学伯藜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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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01





人员 工作

王晓蕾 总策划，人员分工，梳理活动流程，申请pu，采购物
资，买保险，报名人员信息收集及分组，摆摊

吴振华 主持人，梳理活动流程，社团积分申请，摆摊场地申
请，借帐篷桌子，摆摊

甘海军 次吉 喷绘，宣传折页，横幅设计与制作，担任运动会裁判，
运动会物资准备，摆摊

李洁洁 宣传，报名信息发布，运动会物资准备 担任运动会
裁判，pu申请完结

李雯 张梦军 运动会物资准备，游戏规则改进 担任运动会裁判，
摆摊





项目背景

     2019年新生刚刚进入大学，2019陶学子们也刚加入伯藜这个大家庭，他

们对学社骨干、学社文化大都不了解，很多同学认识的校友并不多并且大都愿

意呆在宿舍打游戏玩手机，不喜欢运动。趣味运动会是一项将传统体育运动的

竞技比赛和能引起人兴趣的趣味活动融合形成的一项新兴运动，它是介于体育

运动及趣味游戏之间的一项趣味竞技相结合的社会运动，能够使趣味相投的校

友们相遇相识，共同完成各种挑战，赢得奖励。

   



项目目的

• 丰富以陶学子为主的在校大学生

在快乐运动、科学健身方面的知

识

• 提高南京各高校伯藜学社间的互

动性，增进陶学子间的友谊，让

陶学子在学习之余放松心情，促

进娱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项目对象

项目主要面向各高校伯藜学社
各年级的“陶学子”

包括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
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林
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
晓晓庄学院、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 共71人；

外加本校学子49人

总共120人。



财务状况

• 申请时的预算

包括 书签：160
喷绘类：249.5
保险：423.9
道具：118

共 951.4元

• 实际金额



前期准备 三折页

报名摆摊



采购物资
细化现场流程和游戏规则
三次演练

喷绘
现场道具准备





活动前的签到



PU签到



游戏活动多样

• 1.眨眼睛传数字

• 2.夹乒乓球

• 3．解手环

• 4.袋鼠跳

• 5.螃蟹赛跑

• 6.踩气球



游戏活动现场

陶学子们和一些非陶学子在快乐中一起度过愉快的周末



趣味运动会完美收官

陶学子们兴致勃勃呢



活动后期





陶学子们的收获

收到了很多陶学子的祝福，看得出来，陶学子们玩得很开心呢。



总负责人感悟

• 我觉着我从活动中学到很多，首先能成功的举办一场活动带给我很大的自信，很多事情都是很

新的体验，pu申请，喷绘，折页，管理100多人的大群，不断的补充完善游戏规则，应付各种

突发情况，协调各位工作人员的时间等等。晚上不断地修改游戏规则，活动流程，写会议记录，

人员分工，参赛人员分组，比赛前一周真的全身心的铺在趣味运动会上，关注报名情况，协调

外校我校的人数，与星星12： :00多讨论签到、流程等信息。真的感谢基金会的校园文化项目，

让我有一次这么棒的筹划体验，感谢韩顺，小燕等对我们的帮助。感谢吴振华对我指导了很多，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

                                                                                                        ——王晓蕾



工作人员感悟节选

• 关于本次趣味运动会，我先讲一下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几点：1.在招募参赛选手时考虑到了会

有缺席的同学，并找好了预备选手。2.提前进行了全真模拟，让所有工作人员对整个活动流程

有个清晰的了解。3.对裁判所需要注意的细节基本强调到了，并把它打印出来交给每一个裁判。

4.对于整个流程各人员的分配较合理，分工明确。

活动虽然较顺利地结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1.对于各游戏的一些细节在准备阶段并没强调清

楚，出现了临时改规则与各裁判标准不一样的问题，比如说解手环项目的开始计时的点就很模

糊。2.对整个活动所需时间的预判较为失误，导致急于把解手环8组同时进行，对裁判计时造

成了很大困难。3.关于游戏的选定，大可选择一些趣味性与工作量小的项目，踩气球准备工作

量大且后期打扫也较麻烦。

•                                                                                                 ——甘海军



工作人员感悟节选

• 起初做的事情其实不多，网上申请什么的基

本是有负责人完成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完全

参与进去。好几个月之后，在举办趣味运动

会前三个月我们开始了各种准备，中途遇到

了不少困难。距运动会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疯

狂讨论游戏的注意事项，还有比赛规则等，

每次讨论的时候都要两个小时甚至有时候三

个小时。讨论刚开始的时候感觉还好，时间

长了，超过一个小时时我就觉得特别累，开

始犯懒，我也意识到了我做事容易三心二意

的毛病。

• 和伙伴们一起举办了一场运动会，让我意识

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也让我意识到了做活

动得抓住细节。保持思考是我最受益的一点。

• ——次吉



志愿者感悟节选

• 一开始，帮助前辈们准备和布置场地，亲身体会了一个成功好玩的游戏是需要工作人员在背后

付出很多辛苦的劳动。其次是迎接兄弟学校的陶学子们，他们是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人。身为

裁判，我同时管理两支队伍，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和那么多人沟通并指导他们。他们很

热情也很配合，从一开始的羞涩和不知所措到最后的开心快乐和留恋合照，不禁感叹一个小小

的运动会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作用，让一群素未谋面的人建立关系。最后我们大家都是很开心，

收获满满。收尾的工作就是清理场地，完成工作任务的我们觉得累但是很快乐。风从海上来，

运动传真情。

• ——汪艺洁



参赛选手感悟节选

本次的趣味运动会，总体统筹得当，活动趣味十足，我采访了我的队伍和南林的小伙伴，反响都

很不错。在分组上也很合理，使得现场的秩序很好，没有因为人数过多而导致混乱。但是在前期

玩游戏之前的时间空档太多，感觉小组的人有点闲，就是不知道该干嘛，因该由主持人安排一下

每一步都该干什么会好一些。其次就是游戏有点少，很多小伙伴可能还没尽兴。还有最后有很多

小伙伴没有拿到奖品，我觉得因该要有参与奖，这样心里的落差不会太大。

今天在南农进行了联谊我收获了很多，在此次活动中，我感受到了南农的热情，以及陶学子一家

亲的理念，大家虽然来着不同的学校，但我们的友谊依然建立了，这就是陶学子间的和睦，同时

我也认识了一位南农小姐姐，她人很好，一点都没有学姐的架子，和我们和睦相处，我们玩得非

常愉快，最后希望伯藜学社越来越好。



选手感悟节选
•  带着遇见其它高校的新同学的忐忑与好

奇之心，今天下午去到了南京农业大学，
和新同学们一起享受了一场欢快的趣味运
动会。眨眼睛传数字、解手环、螃蟹赛跑、
夹乒乓球接力、踩气球等等有趣的的活动
使我们小组八个成员由陌生到熟悉，由熟
悉到默契……每一项运动都充满了欢声
笑语，同学们脸上都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没过多久，
趣味运动会就结束了。最后，大家一起照
了几张合影留作纪念，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新朋友……

•  真诚与快乐让陌生人变成了朋友，联谊
的运动会促进了团队的合作精神，这就
是本次活动的感人之处吧！



调查问卷

在活动完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陶学子们收获了好多呢

共回收问卷69份，评价满分为45分，》35分
的比例达到了87%，其中评价为满分的问卷
有16份，90%以上的人觉得沟通能力和友谊
得到提升



感恩伯藜

感谢伯藜基金会给我们提供的平台，

感恩遇到的每一个人。



汇报完毕，感谢倾听



推荐理由

      该项目为南京农业大学伯藜学社品牌项目，已经

连续举办了三届，本届共有在宁8所院校的120陶学子

参与。项目目的明确，方案设计完整，分工清晰合理，

活动完成度较好，体现了南农伯藜学社骨干团队良好

的组织与协作能力。结项材料完整、丰富，陶学子满

意度较高，项目执行团队对于项目也有较为详细的总

结与反思，项目具有较高的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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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人：赵龙云

因“藜”而来，“兰”以离开

 南京理工大学
伯藜学社外联部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ENTS

目录

1 团队成员

2 项目介绍

3 项目产出

4 总结反思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Ø 负责人：赵龙云

Ø 成员：唐树林，负责素拓活动；杨田，申请场地；孟博，拍照以及微
信推送；张宇，人员签到；焦明皓，物资购买；王瑞、刘成鑫，项目
监督。

团队核心成员：

负责人展开活动现场图 工作人员指挥开展活动图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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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Ø时值阳春三月，正是出外游玩的好时节，此时，南理工的
二月兰伴着水杉林开的满满的，“参天杉林，傲立风霜雨
雪；二月兰花，唱响青春礼赞”，二月兰是我校名副其实
的校花，也是作为具有军工特色学府肃穆氛围中的一丝浪
漫。有不少高校的学生慕名而来，也有社会各界人士扛着
“长枪短炮”只为留下南京春天里的那一抹紫！作为东道
主，我们理应趁此机会邀请各高校陶学子，一睹这美丽的
“紫色”花海！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参观路线

全家福

Ø “伯藜一家亲”

游“杉”
赏花 素质拓展 参观“兵

博”

一个看着牛逼的图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游“杉”赏花环节

参天杉林傲立风霜雨雪 二月兰花唱响青春礼赞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素拓环节

握握手，我们都是好朋友！ 谁找的又快又准呢？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参观环节：“长枪短炮”

我们一起了解南理工吧！
可都是上过战场的哟！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项目开支及预算

Ø本次活动开支基本上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开支和预算基本
上没有出入

Ø明细：兵器博物馆参访10元/人*30人=300元、南理工特色
纪念品合计292元，以及临时购买矿泉水三箱共72元，合计
支出664元，由于天气炎热，故比原计划（592元）多支出
72元。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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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项目产出效果

Ø 南京地区十一所高校陶学子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内联和外联相互映照，使得学社进一步向家的方向靠拢！也借此机会交流
学习，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宣扬了本校特色。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项目成果（超链接）
Ø活动签到表
Ø活动照片
Ø财务票据
Ø微信推送
Ø结项报告书
Ø陶学子朋友圈截图反馈
Ø结项PPT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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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总结反思

Ø 有分歧，有讨论，有交流，更有合作，感谢大家的积极配合。

Ø 个人与人沟通和组织的能力得到极大锻炼。

Ø 团队协作，增强了我们的能力与友谊。

Ø 特殊时间，如“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等级考试”没有考虑进去，导致实到人数
比预计偏低。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活动签到表（放大查看）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返回



财务票据：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返回



微信推送：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返回



结项报告书：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返回



陶学子截图反馈：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返回



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
Bo Li socie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因“藜”而来，“兰”以离开

谢谢！



推荐理由

      该项目是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连续多年举办的特色传承项

目，由南京理工大学伯藜学社发起的、在宁十一所项目合作院校

参与。该项目在规划初期充分吸收了过去的经验，周密细致，从

而令项目在执行、监控和收尾方面严谨有序，累计服务197名陶

学子，加强了在宁院校伯藜学社之间的交流，展示了南理工的校

园风貌与学社风采，较好的实现了项目目标、达成了预期产出与

成果，获得了参与学生的积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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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酷狗趣味体育结项答辩展示

展示人：刘正达



主要内容

1.活动概述

2.完成情况

3.项目展示

4.总结与不足



1.活动概述



1.活动背景

我国学生身体素质持续下降。大学生面临较大的学习、就业等压力，
身心亚健康状况较为普遍。大学生生活方式随意性较大，健康意识
比较淡漠，意志力比较薄弱。新老社员之间交流有限，成员间比较
疏离。



2.活动开展原因分析

首先，在伯藜这样一个大家庭内，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同学都
有，我们需要增进学社凝聚力、交流力、亲近力、责任力和影
响力。      

其次，将体育与趣味相结合既可以提高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增
强伯藜学子坚持运动的意识，改进生活方式，同时可以增强学
子之间的感情沟通。      

最后，趣味运动的活动井然有序地进行，便于树立一个活力、
正规且具有亲和力的伯藜形象。



3.活动可行性分析

第一点， 活动材料准备方面，此次运动会的活动道具我们从简
并且十分容易购买，因此，在材料准备方面是十分可行的。

  第二点， 本校陶学子积极性高，特别是对于运动方面的活动，
并且此次活动设立奖项，相信大家积极性会很高，参加人数会
很多。 

第三点， 我们方案完整，规则详细。经过多人的策划与思考，
相信一定可以开展。 第四点，  此次活动所购买的器材和物品
我们会专门回收整理，建立活动器材库，可以下次在素拓或者
运动会之类的活动上继续使用，节约经费。提高利用率。



4.活动内容

 1.传递呼啦圈

 2.摸石过河

 3.双人夹球

 4.青马知识竞答

 5.跳大绳

 6.撕名牌

 7.拔河



5.数据支撑



6.时间安排

二月末

•提出想
法

三月初

•总体策
划，开
始申请

三月中

•再次审
核

三月末

•物资购
买，材
料准备

四月初

•查看场
地，准
备开展



2.完成情况



参赛人员达90人，
工作人员32人。



参赛队伍和人员



团队管理
姓名 部门 年级 分工

刘正达 财务部 二年级 总负责

董亚东 财务部 二年级 子项目负责

朱昕月，徐玉叶，赵
淑娴，黄晨蓉，黄艳

财务部 一年级 子项目负责

徐策 团支部 一年级 裁判员，监督员

魏垂良 财务部 二年级 数据统计，分数汇总

吴华艳，熊彩玲 活动部 一年级 计时员

付倩倩，李楠 办公室 一年级 计时员

王传真 外联部 二年级 计时员

陈娟 文宣部 二年级 小筑宣传，拍照，微
信稿推送

王双燕 财务部 二年级 财务报销

周玉珊 财务部 二年级 主持人

胡雨蔚 文宣部 一年级 主持人



财务预算



项目目标目标比对



项目目标比对



项目目标比对



3.项目展示



呼啦圈



摸石过河



跳大绳



撕名牌



拔河



4.总结与不足



总结分析
1.人员分工
 任务虽然细化到人，但是一些细任务仍然有所欠缺，没有充分准备到位。

2.财务预算
 财务没有完全按照策划进行，后期改动较多，具体原因是前期的策划和准

备不够具体不够充分

3.前期参赛具体安排未通知到位
 在活动开始前曾举行队长会议，使队长传达具体项目规则，但因为没

有传达到位，使得现场有些混乱，浪费了时间。诸如此类活动务必使
所有人清楚活动规则，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希望老师同学批评指正



推荐理由

      该项目是泰州学院伯藜学社与校内其他两个社团共同举办

的，项目通过前期的详细规划、培训志愿者与裁判员宣传报名

等方式，较好地在项目执行中实现了项目目标，增强了社团凝

聚力，扩大了项目影响力，提高了学社知名度。项目结项后，

仍引导社员开展体育锻炼，进一步延续项目效果。项目执行团

队有内容丰富的总结材料，为项目的推广、传承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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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陶学子培养成为有梦想的积极行动者！



如有兴趣，可加入“2020校园文化活动
项目交流群”，共同交流项目活动！


	【书签】新建书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