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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同学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校团委、校学生会、艺术

团、阳光团工委、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等学生组织的具体情况

和各项职能，使大家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

发展平台，充分展示自我才能、张扬个性 ，我们办了这份招

新简报，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建议您在不

影响专业课程的情况下，有选择地加入一项您喜欢的学生

组织，互相学习交流，锻炼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丰富业

余生活，在大学的生活和学习中不断提高磨砺自己，达到人

生的峰巅。

共青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简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青团组织是学校先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校党委的后备军和助手，按

照青年培养的方针，担负着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全面服务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的工作任

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团委先后被授予“挑战杯”全国竞赛“优秀组织单位”、全国大学生社会

实践优秀组织单位、全国大学艺术展演优秀组织单位、陕西省五四红旗团委等荣誉称号。学校

现有全国优秀社团 3 个，学校建立了由非艺术专业学生组成的全国高校第一支阮族乐团，并赴

新加坡交流演出。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团员青年，岳冬冬、宋伟同学分别获得第三届、第六届中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李骁同学在第二届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中获得一等奖；詹辉同

学被授予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优秀村官荣誉称号；刘博野同学获全国“母亲河”奖；吕超同

学成功打破背诵圆周率吉尼斯世界纪录；秦燕等 5 名同学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等等。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新华网、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等 100 多家新闻

媒体先后报道各类大学生活动和先进典型。

温馨提示：

请慎重填写申请表，确认无误后于 3 月 7 日在北绣活

动中心广场东门前申请报名。

◆

组织部是校团委直属部门，下设课前三分钟、团校、组织生活、办公室及网络宣传五

个小组。其职能为统筹全校共青团组织管理和组织建设，组织团员青年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及团员意识教育。校团委组织部通过开展各种精彩的活动，丰富团员青年的课余生活；

校团委组织部致力于提高基层团干部及校级学生干部的政治素养、组织能力和工作能

力，是培养团员干部的摇篮，是共青团的“精英之家”。“组温暖大家庭，织广阔校友网”，组

织部期待优秀的你加入。

咨询：邸豪 15809235856

◆

团委学生宣传部隶属于校团委，系团委直属部门，下设大学生记者团、网络影像组、

《视线》编辑组及宣传策划组四个小组。各小组通力合作，活跃在校园活动的第一战线，用

镜头记录真实，用文字传递真知，致力于打造传播校园文化的第一平台。记者团主要负责

团员青年的先进事迹、校园大型系列活动（如素质教育报告会）等文字宣传报道，网络影

像组则负责校园活动的影像拍摄和处理，《视线》编辑组以《视线》报纸编辑、审核及刊印

工作为己任，宣传策划组统筹策划部内及部门间活动。团委宣传部不隶属于其他学生组

织机构，有独立新颖的新闻视角和高度自主的新闻态度，自成体系的培训和反馈机制，同

时积淀了和谐温馨的家文化底蕴，正是农都好风景,繁花时节又迎君！

咨询：吴依伦 15202996835

◆

“予力西农青年，智绘‘三创’未来”，是科技创新部对全校同学的承诺，作为隶属校团

委的重要职能部门，科技创新部以组织和宣传科技活动，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为己任，担

负着提高学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创业精神，活跃校园创新、创意、创业文化氛围的

神圣职责。科技创新部予力全校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大神、最具新思维的创意达人、最富青

春范儿的创业榜样并肩征战“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科

普作品创作大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竞赛，还有各种学术、创业沙龙一同思维碰

撞，参观访问助你开拓视野……科创 2.0 的更多精彩，等待你来发现！充满激情、富于挑

战，我们与青春为伴，智绘未来。

咨询：于晓康 15009286386

◆

技能培训部隶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团委，是团委八大直属部门之一。部门主要工作

是负责校内学生技能培训和勤工助学助管考勤。部门日常主要负责对大学生素质技能提

高方面的调研及理论研究工作，以及举办各类对学生素质技能提高有益的培训班，组织、

联络校内外对学生素质技能提高有益的见习活动。旨在拓展我校大学生各项技能，为我

校大学生走向社会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目前主要的培训工作为 ISO 内审员培训。

技能培训部从 2006 年开始举办 ISO 内审员培训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 17 期，经过

几年来的发展，近几期每期都有 100 多人报名参加培训，参加考试人员全部都能够获得

证书，培训过程及考试过程都有部门人员陪同，部门成员也从中得到很大锻炼。

技能培训部是一个有爱的集体，在团委书记的直接领导，部门部长的带领下，部门所

有成员团结友爱，有很强的凝聚力，部门面貌欣欣向荣，积极向上。工作认真努力，是一个

优秀的团委部门。

技能培训部全体成员期待着你的加入，为我们注入新鲜澎湃的血液。

咨询：吴松岭 15829003728

◆

社会实践部是在校团委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引导我校大学生积极主动接触社会,参

与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的学生工作部门。社会实践部的工作可分为七大块:寒暑假实践

活动、WWF 秦岭青年使者活动、田园使者、院村挂钩、村主任助理及社区助理、志愿服务

（包括农高会志愿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等）。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以

“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为宗旨，以“就近就便全覆盖”和“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

关”为工作思路，以“三下乡”支农服务、社会调查、院村挂钩、文明生态示范村建设、义务

助教、科技服务、勤工助学、革命传统教育为载体，积极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探索

出了“项目化带动”、“联合组队”等五种新模式，形成了 “大学生担任村主任助理”、

“ＷＷＦ 秦岭青年使者活动”、“田园使者活动”“大学生徒步考察渭河”、“志愿者进社区”

等品牌化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广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创新能

力等方面得到很大提高，服务“三农”的使命感、责任感、自信心明显增强。

学校 23 年连续被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单位授予“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陕西日报》和中

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电视台等 100 多家新闻媒体对我校社会实践活动予

以关注报道。为了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更上一层楼，我们期待着你的加入！

咨询：吴帅 15909203113

◆

大学生素质拓展认证中心是由校团委统一领导，统筹全校本科生素质拓展证书和创

新与技能 8 学分工作的部门，是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执行的主导力量。

部门主要职责：以全面提高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宗旨，引导我校大学生积极参与各项

科技文化实践活动。

主要工作：负责在校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的征订、审核和发放，创新与技能 8 学分

细则的制订和完善以及在校大学生 8 学分的审核、统计和管理以及校级创新与技能 8

学分新生宣讲会的召开等工作。

提高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我们的宗旨，招收优秀的你是我们工作的前提，大学生素质

拓展认证中心期待你的加入！

咨询：刘富斌 15829702871

◆

综合事务管理部是团委直属学生部门，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部门主要负责协助团

委老师的日常工作；绣山活动中心的日常维护与卫生检查；各项大型活动的场地安排及

协助工作；对内促进各组织间的沟通，协助学生会对外联络其他高校进行交流活动，以及

接待外校来访等工作；归档整理团委文件等办公室性质工作。事务部是协助团委老师处

理日常事务的得力助手，是联系团委各组织的桥梁和纽带，更是一个提高能力、施展才华

的舞台。我们期待优秀的你加入！

咨询：王梦诗 1582906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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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在哪？

大学生新媒体工作部是团委直属学生部门之一，新媒体部是以网络等流行媒体为媒

介，在学生中足组织壮大的新型部门。该部负责每日维护“西农团委”微信公众号，新浪微

博官方帐号，腾讯、人人帐号等，线上线下双管齐下，通过推送团学文化，时事热评，校园

动态……发挥网络育人功能，展现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服务于我校大学生成长成才。

“媒”你不行

运营组：（招新 21 人）

我们不仅是西农团委的搬运工，我们更是创造者。每日网维推送，用我们的视角传播

我们身边的正能量、大事件。相同的讯息，我们要寻找不同的观点，使各个平台每时每刻

都在注入新鲜的血液，用最快最准最新的姿态使“西农团委”成为网络运营平台中的旗

帜！

栏目组：（招新 7人）

我们关注采访，我们注重原创。我们用笔触感动读者，用品质吸引粉丝。栏目组出品，

必为精品！

影像技术组：（招新 7 人）

我们是辛勤工作的技术宅，线上负责摄影，微信新功能调试，线下负责 P 图、开发微

信新模块。无论是报告会、大咖晚会，我们都是扛着照相机的奔跑小团！无技术，不成才！

来这里，让你发光发热！

OCD（Office Connection Department）：（招新 14 人）

OCD 又名“强迫症”，我们以高要求，高标准行事。部内大小事宜，部外人际联系都是我

们的工作范畴。我们负责完善每次活动，准备每次会议，外联各部交流……我们要做最精

致的螺丝帽，缺我不行！

“体”现你风采：

只要你有新意，只要你愿突破，加入我们！

入部前请先开通个人微博（新浪、腾讯）帐号，微信帐号。

别说你不会，别说你怕学，We are waiting for you！

附：

大学生新媒体工作部新浪官方微博微信：西农团委

运营组 咨询：徐小迪 18829351836

栏目组 咨询：侯佳雯 18829352686 胡馨宇 18829353245

影像技术组 咨询：陈凯 18829352089 秦雪 18829352373

OCD（Office Connection Department）咨询：陈烁 18829351537 王炯 18829354600

◆

1.我们是谁：

团委舞美技术部由灯光音响中心和新动力影像制作中心组成。灯光音响中心主要负

责绣山活动中心的灯光音响控制；新动力影像制作中心主要负责南校及北校绣山活动中

心屏幕的切换与控制及背景屏的制作。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晚会，报告会，音乐会等一系

列文体学术活动的顺利举办。

2.我们能给你:

价值千万：美国顶级 JBL 音响系统、英国声艺 GB-8 调音台和英国珍珠 2010 调光台

的使用方法。

简单实用的基础软件(Photoshop、Premiere、Aftereffect 等)培训以及后续的专业

人员培训。

独立办公室以及两台高性能电脑。中央控制室中拥有 5台高性能计算机以及图形工

作站。

3.我们需要：

无论你在南校还是北校，无论是否有基础，只要你对灯光音响或者影像制作感兴趣，

只要你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持之以恒的信念和责任心，你就可以加入我们并且在这个平

台上展现你的才能！

咨询：邢梦雨 15829610583

◆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办公室作为学生会的枢纽部门，主要工作是协助主席

团做好各项管理工作及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工作；如学生会

的日常值班、文档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学代会常任代表委员

会的秘书工作，同时负责促进我校学生会与其它兄弟学校

学生会、校学生会与各院（系）学生分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以及校学生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融合。办公室以其

特殊的工作性质，在整理完备校学生会各部门档案的同时，

时刻关注校学生会主席团、各部门以及各院（系）学生分会

工作的进展，协助分管副主席做好学生会大型活动的策划

与协调。办公室是最了解校学生会的部门，对校学生会的正

常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纪检部是一个纪律严明，求实务新，自我监督，自我管

理的部门，主要负责校学生会的活动组织和大学生自律的

考核工作。具体工作分为早起晚归、教室校园、活动、宣传和

办公室五个部分，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全心全意为同学

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禁烟活动，五个文明工程等特色

活动，以“净化校园风气，稳定校园秩序，协调学生会工作”

为己任，服务全校师生，为全校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营

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你有过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帅哥美女走过身边的经历

吗？你想接触更多的少数民族，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吗？你

想在轻松幽默却又不失严肃的部门锻炼自己的能力吗？那

就来我们校民族部吧，一个主要负责承办少数民族活动，举

办少数民族节日，增强汉族与少数民族情感的神奇的部门。

无论你来自哪里，有何信仰，只要你有足够的热情，认真负

责，那你就是我们的菜。各位小鲜肉，我们期待你们的加入。

◆

办公地点：南校区绣山学生活动中心 111 办公室

南校工作部是学生会分布在南校区的组织机构，自组

建以来，一直秉承“为同学们服务”的方针，在团结 、友爱、

奋进的基础上蒸蒸日上。发展至今已逐渐走向成熟，各项工

作也都在平稳有序的开展

我们校学生会南校工作部麾下有学检组、生活组、综合

组及网宣组四个部门。总的来说，每一个组都分工明确，但

又都紧密相连。在这里，我们情同手足，互帮互助；在这里，

我们共同携手，丰富课余生活；在这里，你能发现很多好玩

有趣而又积极向上的事情.

◆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女工部是一个个性色彩很鲜明的部门，我们的工作主

要集中在女生工作这一块，秉承着学生会“服务同学”的总

宗旨尽心尽力为同学们服务。我们是团结友爱的一个大家

庭，你的全部热情和特长都能在这里释放出来，你的所有梦

想都会在这里起航！

◆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宣传部下设新闻组、最人物组、网站组、网编组（学生会

微信、微博），同是还有拍照摄影，主要负责学生会各项活动

的宣传报道工作，为各项活动的正常 进行提供保障。通过

海报、宣传板、网站、新媒体等多种形 式向同学们提供最

新、最快的活动信息，让大家了解学生会活动的最新动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宣传部将用执着的付出展现给大家最

真实的学生会。

◆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校生活部以“一切从学生利益出发”为宗旨，尽力解决

同学们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问题。校生活部分为宿舍、食

堂、办公室、宣传、活动五大板块，全方位竭诚为同学们服

务。校生活部组织开展创意宿舍大赛、零距离服务点、评选

最佳窗口、五个文明工程、跳蚤市场等特色活动，并努力做

好同学和学校联系的纽带和沟通的桥梁，为同学们打造更

舒适便捷的学习生活环境。

◆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校学生会体育部以弘扬体育精神，增强大学生体质，营

造良好运动氛围为旨，协助学校，各院（系）举办各式各样丰

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监督学院学生早操情况和积极组织不

断改革以“走出宿舍，走出网络，走向操场”为目的的“三走

活动”，以带动全校师生践行阳光体育，将跳跃的脉搏增加

到大学生活中。体育部由网宣组，日常工作组及三走小组构

成。“团结友爱，激情进取”是我们的特点和追求。这里是大

家绽放光彩，提升自身，服务他人最好的平台！

◆

办公地点：北校区绣山学生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北

校图书馆 1114 室 " 爱心书屋 "

图书管理委员会（简称“图管会”）是在团委、图书馆等

有关部门及领导的支持下成立的。主要有活动组、宣传组、

办公室、外联组。其根本宗旨：丰富校园生活，促进良好学风

形成，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大学生参与图书馆管理

的意识，搭建起图书馆与全校师生之间的桥梁。主要活动

有：“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读者排行榜颁奖仪式，以

及爱心修书和包书皮大赛”、“文献检索大赛”、“书籍漂流活

动”、“每月推书活动”、“11 月优质服务月系列活动”、“毕业

季爱心收书活动”

◆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文以载道，艺以修身”，文艺部秉承这一宗旨，成长于

秦岭下，渭水旁。她引领农林科大的学子们举办一场又一场

视听盛宴。文艺部以其独特的艺术气息，遵循当代大学生全

面发展的要求，开展集知识性、艺术性、群众性为一体的文

娱活动，为广大同学提供彰显自我个性，展现自我风采的舞

台，同时积极打造校园文化品牌，推动校园文化艺术的发

展。在历届文艺部人的共同努力下，打造了具有我校特色的

文化品牌。它是同学们艺术交流的华丽殿堂，更是展示自我

的绚丽舞台。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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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学习部以“浓郁农林科大学术文化氛围，弘扬农林科大

历史文化底蕴，倡导农林科大优良学风”为己任，以“认真做

人，用心做事”为理念，以“融洽而竞争”为文化，倡导个性而

不失秩序。它努力以其扎实有效的工作营造校园良好学风

及学术氛围。

日常负责查晚自习，以行动引农林科大学术之氛围；

“校史校情知识竞赛”、“模拟英语四六级考试”，服务农林

科大莘莘学子；“含章杯”、“英才杯”辩论赛，妙语连珠，滔滔

不绝，用思辩推动农林科大自由之风气。 同时我们举办各

种经验交流活动，如读书报告会，新老学生学习交流会、英

语四六级交流会等。积极加强与教务处、学生处和图书馆的

联系，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信息，丰富学生的课余活动；也

对各学院的学习工作开展和活动举办进行考核，评选十佳

分会，参与对各学院的监督和评比。

办公地点：北绣山活动中心 301 办公室

权益中心，顾名思义，就是为切实保障广大同学正当利

益而成立的部门。坚持从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实事求是

为同学服务的原则。以敢于为同学说话，甘于为同学服务的

部门宗旨。以开拓创新的工作方式，立身于广大同学的无限

空间中。

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学校领导反馈同学们的心声和意见，切

实发挥好学校与学生的纽带作用是我们部门的职责。我们

接管了同学们的明信片发放工作，上学期广大同学们的要

求联系学校开通了 8T 通宵自习室，近期有和学生工作处一

起做好了宿舍楼通宵自习室的筹办与开放工作，并解决了

学校中的臭味问题。

为了与所有同学与学校构建起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

学生权益中心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西农权益中心），微博（西

农校学生会权益中心），712100 论坛的（学子权益板块）与

同学们沟通，切实完成好部门的职责，从根本上解决好同学

们在学习生活中的难题。

咨询：邢滨 15129269390

大 学 生 艺 术 团 简 介
:办公室是一个培养细致工作、撰写策划、综合协

调管理和团结协作等能力的部门，是艺术团开展各项工作

的枢纽部门。主要职责有：日常值班、文档管理、财务管理、

场地管理以及团内秘书工作；负责艺术团文件的起草、下发

各项会议记录；报账及审核财务支出、管理团内公共物品

等。

:组织部是一个培养组织、策划、团队合作等能力

的部门，作为艺术团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部门，主要职责

有：负责艺术团团内思想建设、各团队团组织生活；艺术团

以及学校重大文艺活动的幕后工作；撰写活动策划、整理报

账信息和制作各类文件；配合检查督促各队的训练。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艺术团宣传部成立于 1999

年。宣传部是一个培养图片处理、海报设计、宣传策划、网络

新闻公告的发布、网络的的建设维护及更新能力的部门。主

要负责艺术团各项活动前后期的宣传，海报的设计制作、宣

传材料的撰写、审查。

◆ :评估部是对艺术团各团、队、部的日常工作进行

督促与评估的部门，是艺术团各项制度能够正常运行的保

障。主要负责艺术团日常训练的检查、艺术团所属乐器管

理、场地卫生检查、艺术团所属服装资产的管理；艺术团各

团、队、部门学期工作的考核以及评优工作；活动秩序维持

以及其他等工作。

：

◆ ：大学生艺术团管弦乐团弦乐队成立于 1999

年，是我校管弦乐团重要组成部分，历经 16 年的发展，如今

已是拥有 22 人的优秀团队。本队携手管乐队参演了新年音

乐会、五四青年音乐会、校庆大型晚会、《绿色的呼唤》专场

音乐会等多场次正式演出，参演作品涉及国内外诸多名曲，

是一支具有丰富演出经验的高素质团队。

◆ ：阮乐团成立于 2008 年，是我国首支大学生

阮乐团。 曾赴新加坡、西安音乐学院参演专场音乐会。

2012 年斩获全国艺术展演二等奖。

◆ ：合唱团是我校艺术团下属的主力军之一，秉

承“演绎经典曲目，弘扬高雅艺术”的宗旨，经历十余年发

展，已形成一个大规模团队，能够演绎许多不同风格的高水

平歌曲，并荣获多项省级比赛奖项。

◆ : 西农大学生舞蹈团流行舞队，成立于

2014.11，前身为 MIX（韩舞）队。舞队现阶段主要以韩舞、成

品舞、伴舞为主，已逐渐成长为舞蹈团中的中坚力量。成立

以来多次参与各类院、校级的文艺晚会。更是在 2015 年元

旦晚会以一支《当古典遇上现代》震撼全场，受到广大师生

的一致好评。任何团队的发展都离不开新鲜血液的加入，处

于上升阶段的流行舞队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期待你的加

入，共同创造舞队美好的明天。

◆ :FG 街舞队成立于 2006 年，现隶属于大学生

艺术团舞蹈团，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学校的各大活动（如

校庆、元旦晚会等）输送质量优秀的街舞节目，旨在发展街

舞文化，丰富校园生活。

◆ ：中国舞队是一支极具活力又满载荣誉的

队伍，汇聚了全校最优秀的舞者以及雄厚的师资和硬件配

备。舞队不仅在学校各种文艺活动中承担重要演出任务，还

多次代表学校参加陕西省大学生舞蹈大赛以及舞蹈展演，

并且取得优异成绩。

◆ ：曲艺队成立于 1999 年，是艺术团最早成立

的队之一，包括相声组，小品组和戏曲组，由燕军学长组办。

目前曲艺队已成功举办了十届曲艺节，深受师生的好评。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艺术团腰鼓队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2 日，是一个以安塞腰鼓为基础，集腰鼓、舞

狮、秧歌、舞龙为一体的艺术团体。曾多次参加元旦晚会表

演，校运会开幕式以及其它各种文艺演出。主要由队长、支

书负责整体协调发展及对外交流演出，四名副队负责日常

训练排练。

◆ ：电声乐队成立于 2002 年，每年上半年举

办不插电室内音乐会，下半年举办摇滚之夜大型室外演出，

偶尔参与商演以及晚会演出。

◆ ：话剧队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分有编剧组和

表演组共 25 人，主要负责人有队长支书各一名，副队三名。

曾在陕西省第四节校园戏剧节获多项单人奖，陕西大话节

获团队二等奖。

◆ ：校大学生艺术团主持队，分为主持组和朗诵

组。主持组：为学校各类活动培训主持人，并组织参加主持

类比赛。朗诵组：为学校培训朗诵方向人才，并组织参加朗

诵类比赛。

◆ ：大学生艺术团健美操队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正式成立，由体育部王艳老师担任指导老师。

健美操队拟于 2015 年第一学期开始正式训练。主要内

容为训练基本功，学习健美操规定套路以及排练新的自编

节目。

团队负责人：

队 长：贾伟童 经管学院 12 级

支 书：姚 远 人文学院 13 级

副队长：肖 秀 食品学院 13 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阳光团工委于 2006 年经时任校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王革授旗成立，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乃至

杨凌示范区最大的公益性志愿者队伍，由我校享受减免及

由国家和社会无偿资助的?5000?余名受资助学生组成。现

下设 18个院（系）阳光团支部（主要由各院系受资助大学生

组成），除此之外还?分管“向日葵”、“唐仲英”、“先正达”、

“思源”、“春雨”等 5个爱心社并设有 6个直属部门。

阳光团工委职责：负责每学年各院(系)阳光团支部的

五四表彰、阳光之星评选等一系列校院级表彰活动，并通过

制定总的规章制度对各支部进行管理；参与各支部的建设

及活动安排；监督检查各支部各项制度和工作的落实情况；

检查、督促各支部工作的开展；做好对各支部及内部人员的

培训工作。

办公室是阳光团工委日常事务处理部门，其工作包括：

紧密联系校内外各团支部及学生组织，联合开展各项活动；

全力协助副书记开展各项工作；各种文件、通知等日常文书

的起草、批办、发放、立卷归档；内部各种会议的筹备、考勤、

内容记录；审核财务支出，管理各组织经费。同时还负责各

阳光团支部常规活动的审批和评估工作。

作为阳光团工委的对外交流的窗口，其主要职责是负

责宣传。设有四个组：网宣组、办公室、新闻组和平面设计

组。具体包括对阳光团工委网站的进行日常管理维护和网

页更新，组织新闻采访及负责阳光团工委团支部新闻稿的

修改、整理、评估和报道，开展相关新闻培训。同时负责管理

阳光团工委平台运营：人人、微博和微信。在日常的生活中，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如宣传海报、展板、网络、横幅等，

对阳光团工委的各项活动进行有效的宣传。

引领受助大学生感恩社会是我们的宗旨；寻找并激发

每位成员的潜力是我们的目的。精彩的大学生活离不开形

式多样的活动。组织部主要负责的就是校级活动的策划、组

织与执行，作为活动顺利举办的核心部门，组织部始终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已有“诚信驿站”、“爱心课表”、“阳光手

语操”等一系列特色活动。以上活动均通过组织部的精彩策

划及组织取得了很大的反响，在广大师生间拥有一定的知

名度。除此之外，组织部还负责组织评选各部门及各院（系）

阳光团支部的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组织全校范围内评选

“阳光形象大使”、“阳光之星”等优秀阳光代言人，同时还会

协助其他部门开展和举办一些活动。

“社会大舞台，实践才知道”。阳光团工委社会实践部是

西农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最佳窗口，“文艺下乡”、“义

务支教”…是我们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福利院、周边农村

…是我们开展实践的温暖平台。主要特色活动：定期走访农

村，开展各项服务农村活动；组织各支部进行义务支教；开

展一年一度的迎新晚会及走进农村慰问村民的文艺下乡演

出。我们旨在为广大学生提供实践交流的机会以丰富其课

余生活，让学生更好地接近生活，融入社会；以培养大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

用。

管理部专门负责管理“唐仲英爱心社”等五个爱心社的

工作。“福利院一家亲，献爱心送温暖”，爱心福利院是管理

部的特色活动，主管并协调阳光团工委各支部开展在杨凌

福利院实践基地的活动并做好各支部的评估工作。负责诚

信驿站的具体运行工作。同时，负责与学生会、社团联合会、

校报记者团等各种学生机构的联系与交流。是阳光团工委

各部门技能培训的桥梁纽带。

咨询：孙蒙 15129057263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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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特色活动

“诚信驿站”简介

Face to face 诚信驿站主要以失物招领平台的形

式，期待大家从一点一滴做起去营造我们校园的诚信氛

围，诚信驿站在 8 号教学楼和各宿舍楼设有专门的失物

招领以及寻物启事宣传框，并为各宿舍楼配有专门负责人

处理每个宿舍楼的失物事宜。在人人网和 712100 社区网

站上建立有专门失物招领平台，并新增了覆盖全校的诚信

驿站 QQ交流群和 QQ 空间，为全校师生服务。

“爱心福利院”简介

“爱心福利院”是阳光团工委针对杨凌社会福利院开

展的帮助失独老人、弃婴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爱心活动，是

管理部的特色活动。自 2013 年确定合作关系以来，管理部

每周都有会组织支部在福利院开展文艺演出、做义工、陪

老人聊天、陪小孩度过周末等活动。“爱心福利院”是一个

接触社会的平台，是一个回报社会、奉献爱心的平台。在这

里，你带给他们的是激动，而他们给你的是更多的感动!

“阳光手语操”简介

阳光团工委每年举办一次阳光手语操活动比赛，要求

全校各支部都参加。主题和形式由组织部提前通知各支

部。旨在宣传手语思想，培养学生的爱心与关怀与意识。关

怀感恩他人的意识。

“文艺下乡”简介

“文艺下乡”是阳光团工委针对杨凌周边农村开展的

丰富农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特色活动，每年阳光团工委

社会实践部都会负责组织大型的文艺汇演，让杨凌周边农

村的居民在辛苦劳作的时候可以放松一下心情，丰富生

活。同时为村民们提供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人们可以利

用此机会相互沟通，相互展示交流自己的才艺兴趣。通过

文艺汇演，适当的宣传农村，引起社会关心，促进其发展。

同时，文艺下乡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和爱心，

提高实践能力以及锻炼自我，文艺下乡带你走出宿舍，走

向农村，走向田园。

“阳光自强之星”简介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选树典型，发挥学

生的榜样作用，阳光团工委每年会举办“阳光自强之星”的

评选活动。每年会在全校中选出成绩优异、德育兼备、自强

独立的学生，他们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成为全校学子的榜

样，激励和激发学生自主奋斗意识。近几年，在校党委领

导、校团委领导及大力支持下，阳光团工委各项工作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如果你还在为加入哪个学生组织犹豫，不

妨来阳光团工委吧。给我们一个机会，更是给自己一个机

会！ 加入我们，你的大学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

为加入哪个学生组织而犹豫，不妨来阳光团工委吧。

给我们一个机会，更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我们，你的大

学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团联合会”)成立于 2002 年 5

月，是校党委领导、校团委指导下由学生自发组建的学生群众组织。以服务大学生社团

为基础，以全面拓展学生素质为己任，积极开展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为培养特色人才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是新形势下有效凝聚学生并引导其适应社会，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以下是大学生联合会各个部门介绍，请小伙伴们选择感兴趣的部门应聘吧！机会不

容错过，还需尽快把握！

办公室是联系主席团、社团以及社联各部门的桥梁和纽带，负责社联相关文件起草、

收发、保管工作及其他重要物品和资料的保管整理工作；会议内容的记录和传达；制定社

联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监督其执行；及时向主席团反馈社团的意见和建议，协调各部门有

序工作。

具体职责如下：

1、负责社联办公室的物品财产管理，并对相应的物品登记存档；

2、制定安排办公室值班制度，安排办公室的整洁维护工作；

3、安排社联例会及学生社团会议，做好会议记录；

4、建立各学生社团档案，并对各社团的重大活动进行档案登记；

5、负责社联相关文件起草、收发、保管工作及其他重要资料的整理工作；

6、负责各种海报,印刷品以及社联活动室的申请。

咨询：舒卓 15029076678

组织部隶属于学生社团联合会团工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以更好地为社团服务、

有效协调社团活动、加强社团与社联联系为目的，针对社团特点，为社团提供合理的指导

和帮助。主要涉及社团活动的审批、团组织生活的审批和场地的协调。

具体职责如下：

1、积极响应校团委号召，学习并下发文件，传达会议文件精神，开展社团团建工作，

增强社团凝聚力，拓展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基地；

2、对社团上报的活动进行初步审批。社团上报的活动要以自己的文化底蕴为根基，

着力展现社团的文化特色和精神面貌；

3、负责各社团在举办活动过程中场地和器材的协调，使社团活动顺利开展，协助社

团搞好活动；

4、负责社联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在社联准备组织活动时，积极策划，使活动突出新

意、展现特色，并负责社联活动的具体分工；

5、根据各社团性质及其上交的活动计划表制定每学期社团活动计划表，监督社团活

动，保证社团活动质量；

6、了解社团的发展动态，登记社团活动情况并建立活动档案，定期对各社团的活动

情况进行汇总；

7、配合评估部做好社团年终的综合测评工作，以社团所举办活动的质量为依据，客

观、公平、公正地对社团举办的活动打分。

咨询：高洁 18292090219

有精彩活动的地方，就有宣传部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宣传部本着让更多在校大学

生了解、参与社联和社团活动进而提高社联和社团活动影响力的宗旨，以大学生社团联

合会各种网络平台为依托，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近期社联和社团

的精彩活动，并采集校园社团最新动态，向大家展示社联和社团的精神风貌，让全校师生

融入到精彩纷呈的社团文化生活之中。

具体职责如下：

1、负责社联章程的详细修订，协助社团章程的修订；

2、维护学生社团联合会网络平台的正常运作；

3、积极开展社团宣传工作，以多样的形式配合其他部门宣传各社团的活动；

4、负责社联和社团的采访，报道社联和社团近期活动；

5、协助社团宣传工作，提高社团宣传能力；

6、协助评估部对社团网络宣传方面进行评分。

咨询：薛其韵 18220816139

财务部自 2011 年成立以来，协助社联及各学生社团的财务管理工作，促进了社团的

和谐健康发展。随着部门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工作流程的日臻成熟，社联财务部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已经成长为社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具体职责如下：

1、为社联内部及各协会的财务管理提供服务；

2、做好社联内部及各社团的各项收支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审核工作；

3、建立基本的财务管理会计审核制度，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反映社联内部及各

社团的财务状况；

4、对社联及社团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促进各项财产的有效利用，努

力提高社团文化建设。

咨询：马丁 18229007623

评估部以促进社团繁荣发展为宗旨、以维护会员权益、监督社团质量为目的，本着客

观、公正的原则对社团进行全面测评，是评定学生社团发展情况的一面镜子。

具体职责如下：

1、负责社联及各社团的值班签到并定期进行汇总予以公布；

2、建立各社团活动档案，对各项活动进行评估并详细记录活动情况；

3、对社联各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对社联及各学生社团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4、负责社团联合会的年度评优工作为年度评优做资料整理。

5、每学年统计与社团活动的创新与技能八学分工作。

咨询：刘少军 15929727119

理论培训部是 2011 年秋季成立的部门，着力于解决社联、社团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使各个社团成为有机的整体。理论培训部秉承“扎根社联服务

社团”的理念，坚持“和谐就是效率”的原则，积极配合社联各部门工作，是社联与社团之

间相互沟通的桥梁。随着部门建设的不断完善，理论培训部正在为社团发展积极努力地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具体职责如下：

1、承办针对社团的各类报告会、培训会，对社团进行相应的基础技能培训；

2、对内协调配合社团活动，对外安排社联和社团与其他学生组织的相关活动事宜；

3、收集社团遇到的问题，提出合理方案并协助解决；

4、策划并举办社团和社联之间的联谊活动；

5、参与社团团组织生活评估。

咨询：张改 18291876157

附：

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办公室：北绣山学生活动中心 207 办公室

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新浪官方微博：西农社团联合会

如果你对学校社团建设感兴趣，如果你想和各个社团的能人打交道，如果你对自己

的能力有信心，如果你可以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那么快来参加我们的招新吧！

We nee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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