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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大学生理想信念现状调查 

 

理想信念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为增强教育实效,

摸清在校大学生理想信念现状,我院对此进行了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157 份，其中男生 62人，女生 95人。调查

结果及分析如下： 

调查中，接近半数的同学对于中国梦及其内涵有较为清晰的认

识，超过三成的同学对其稍有了解，只有一成左右的同学十分清楚。

可见同学们对于中国梦的目标和道路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与理解，但

仍须继续加强学习。 

 

 

 

此外，在个人梦与中国梦关系的问题中，有 56.4%的同学认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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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梦与中国梦密切相关，只有实现中国梦，个人梦才能更好地实现，

另外有 40.5%的同学认为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并且认为个人梦的实现

会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仅有 3.1%的同学认为两者关联不大。 

调查显示，有 56.82%的同学都怀有明确的理想抱负以及为社会

做贡献的自我认知，另有 27.46%的同学对自己的未来迷茫而不知所

措，剩下 15.72%的同学认为社会竞争大，只想随波逐流。说明大部

分同学都拥有积极向上的精神信念，另有小部分同学仍需要进行自我

了解与分析，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 

 

 

 

有一些因素会让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其中，27%的同学

认为资金问题是动摇信念坚定性的一大因素，26%的人认为自身能力

不足也是理想目标无法坚持的原因之一，17%的同学是亲人好友不支

持，29%的同学则是认清现实种种因素后而无法坚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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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我院同学们具有一定的信念追求，但对于理想以及未

来规划还较为迷茫，致使其信念动摇的因素也较多，大家仍需构建自

我认识，并加强理论学习和对国家社会的理解与把握，为理想的实现

增添信心与动力。希望同学们能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将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和对基本国情的准

确把握上，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不断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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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团日活动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力唱响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的青春主旋律，激励和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进一步坚定“四

个自信”、强化“四个意识”，助推我院基层团支部建设。10 月中

下旬，金融学院各团支部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的相关要求，积极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团日活动，全院掀起

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

团的十八大精神和五四精神的热潮。 

17 保险团支部赴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开展沉浸式教育学习，

同学们仔细观看陈列，回味着在党的领导下杭州这座城市走过的曲折

坎坷而又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领会着一代代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

血，无私奉献、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17金融 2班团支部联合 19金融 1班团支部与浦发银行求是支行

团支部进行了主题为“了解银行历史、现状与前景”的团日活动，这

次活动不仅让大家加深了对银行发展史的了解，更是为同学们进行社

会实践搭建了良好桥梁；此外，优秀团员代表以“我与祖国共奋进”

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引发了大家许多思考与感悟，激励了大家的奋进

心与追梦的热情。 

通过系列团日活动的进行，提升了各基层团支部的活力，同学们

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内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正确价

值信念的熏陶下，团员青年们提升了道德修养和认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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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解忧之路(连载) 

分享村 

（二）天生爱情狂同学 

天生爱情狂同学，曾经大部分时间都徘徊在忧虑与伤心之中，“他

爱不爱我（忧虑）”“他不爱我了（伤心）”“我们应该分手吗（忧

虑）”“我们分手了（伤心）”“没有了他我怎么办（忧虑）”„„

后来，他也找到了自己的面对方法„„ 

 

真的是爱吗 
学懂分辨“好感”、“倾慕”、“喜欢”和“爱”。 

当你尝试分辨清楚，也许你对那人的感觉会有所不同。 

开心见诚 

要别人了解自己，坦诚的沟通是必要的，无谓的隐瞒只会

恶化关系，对谁都无益。然而，沟通技巧并非与生俱来，

须经过学习和练习始能成功。 

在这方面，图书馆里的不少书籍都可以帮忙。 

性向指南 

不要太早认定自己是同性恋者，因为这种感觉将来或会改

变。 

如感到困扰，可试找那些对同性恋没有偏见的专业人士谈

谈。 

失恋灵丹 

失恋的那份心痛，也许只有失过恋的人才会明白。埋怨、

愤怒，都不能解决问题，用伤害自己的行为去留一个人，

就更加不值。 

最实际的做法还是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尽量反省与

学习──最适合的人可能还未出现呢！ 

找双耳朵 

我们知道，这里的资料并不能立刻及完全地解决你的烦

恼，但希望你至少知道，当你为爱情问题而感到无助、无

望时，只要去寻找适当的聆听者，是有人会和你分担烦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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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度学生工作小结 

 

10 月 8 日下午，“守初心、担使命、跟党走” 金融学院 2019

年党团知识竞赛顺利举行。各班团干部、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

党员及部分团员积极参与。 

10 月 10日下午，新生篮球四强赛在灯光球场火热进行。经过激

烈角逐，19中英 2班与 19 金融 2、4、6 班成功晋级四强。 

10 月 10日下午，金融学院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成果评比大会

在学院楼 202 报告厅顺利举行，团委书记蒋超、辅导员聂亚平、戎小

飞作为评委出席本次大会。十一支队伍依次汇报了暑期社会实践中的

精彩表现。 

10 月 11日晚，“萌新杯”辩论赛四强赛顺利落幕，19 中英 1、

2 班和金融 3、4 班成功晋级半决赛。 

10 月 11日，“研本共建”团学干部交流会在金融学院楼顺利举

行，院团委书记蒋超，辅导员聂亚平、任灵洁，院本科生、研究生学

生会主要干部共同参与了本次会议。 

10 月 15日，研本共建——秋日垦荒活动在学校东南角空地顺利

进行，辅导员和部分研究生、本科生共同参与此次活动，以感悟劳动

之美。 

10 月 15日，新生篮球赛决赛在北篮球馆和灯光球场完美收官，

19 中英 2 班和 19 金融 2、6 班分别获冠、亚、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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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日下午，学院“初心·使命——师生共奋进，共筑浙财

梦”师生篮球友谊赛在灯光球场顺利进行。 

10 月 17日下午，学校“守初心、担使命、跟党走”党团知识竞

赛决赛在文化中心一楼顺利举行。金融学院选拔了三名优秀学生参加

本次比赛并最终取得了校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10 月 19日晚，金融学院 2019 级迎新晚会在学术一报隆重举行。

学院党委副书记叶秀、全体辅导员、院学生会主席团以及全体 2019

级新生共同参与了本次晚会。本次晚会记录了金融新生的青春风采。 

10 月 19日，校羽毛球新生赛和网球公开赛团体赛分别在东体育

馆和北体育馆举行。19级新生积极参与其中，经过激烈的角逐，最

终赵申奥、包维中、杨若昕、秦好、吴骓分别成功进入男女组羽毛球

八强，周煜利等人更是在个人赛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斩获了网球团体

赛的冠军。 

10 月 22日下午，金融学院志愿者们在东方社区活动中心开展了

丝网花制作手工活动。此次活动中，志愿者学习了丝网花的制作技能，

还为孤寡老人带去了关注与陪伴。 

10 月 22日晚，“萌新杯”新生辩论赛在模拟法庭顺利收官。经

过赛场上激烈的唇枪舌战，最终 19 中英 2 班，19金融 3班、4 班分

别获得冠、亚、季军。 

10 月 25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生代表座谈会

在金融学院楼顺利召开，学院党委副书记叶秀、思政辅导员戎小飞及

20 名学生代表参加座谈。此次座谈会为学院与学生构建了良好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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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平台，对学院全面了解学生各项问题，优化提升学生管理工作具有

积极推动作用。 

10 月 22日晚，院生活权益部对参与特色寝室评比的寝室通过扫

楼的方式进行参观与评比，围绕着“业精于寝、致诚致美”的主题选

出了 19 幢 501 等 7间符合要求的特色寝室。 

10 月 27日上午，金融学院团委学生会全体成员进行了毅行团建

活动。此次活动，增强了学生会内部的团队凝聚力，也展示了金融学

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 

10 月 30日下午，浙江金融系统在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校举办

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16金融

工程 2 班高溪同学参与比赛并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10 月 31日晚，“研本共建”系成长经验交流会于学院楼 202 报

告厅成功举办。郑豪等多位优秀的学长学姐分别从学习、工作、生活

等角度，向在座的同学分享了他们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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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文明寝室建设情况通报 

10 月卫生检查较上月稍有进步，下面是此次卫生检查的评分情

况汇总。在综合九月和十月综合评分后成绩优秀的为以下寝室： 

20 幢   2019 级男生寝室： 

108 113 210 302 304 305 308 310 

24 幢   2017 级女生寝室： 

404 519 616 

31 幢   2017 级男生寝室： 

102 131 

46 幢   2018 级女生寝室： 

217 310 411 501 502 507 

47 幢   2018 级男生寝室： 

207 302 306 308 

49 幢   2019 级女生寝室： 

504 512 513 516 604 605 606 615 616 617 618 620 

57 幢   2016 级女生寝室： 

102 104 110 215  

重点提醒 31 幢 104、118、132、138 寝室的同学在寝室中违规使

用大功率电器，望之后严格进行整改，杜绝类似情况发生。此外 46

幢 215、216、315、318、401 寝室和 47幢 101、102、108、110、111、

113、114寝室在十月份的卫生抽查中仅获得 70 分，卫生情况差，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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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寝室成员今后能按照文明寝室的标准，保持寝室的整洁。 

本月 31 幢某寝室阳台发生杂物起火事件，希望各位同学引以为

戒，注意不要在阳台堆积杂物，及时进行清理，以防类似情况的再次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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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学生工作办公室 

二〇一九年十月 
 

 

发：学生各班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专题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专题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

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

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发展进步。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全面从严治党是统揽“四个伟大”的根本保证。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

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推进伟大工程。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

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好建设强，我们党才能统揽“四个伟大”全

局，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

走向新的更大胜利。 

——《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的讲话》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改革开放已走

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

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

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

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