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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学院 2022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本报讯：6 月 1 日，三江学院 2022
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在
三江会堂隆重举行。三江学院校长
吴中江，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
周更生，副校长仇存进、王芳，校长助
理王勇等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
院领导、毕业生辅导员、毕业生家长

代表及 2022 届毕业生代表出席。典
礼及仪式由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
长周更生主持。
毕业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
开帷幕。
王芳宣读了《关于授予 2022 届
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关于表彰

2022 届优秀毕业生的决定》，学校领
导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获奖证书
并合影留念。
“感谢三江，她雄厚的师资和教
学资源为我们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感谢三江，她深厚的底蕴和扎
实的精神，铸就了我们坚强的人格和
科学的态度；感谢三江，她为我们指
点迷津，孜孜不倦的育人和服务，为
我们成长的道路指明了方向。”顺利
考取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的毕业生
代表、中共党员、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2 届毕业生魏佳楠同学讲述了她
难忘的三江记忆，道出了学子们的三
江情怀。
“我的儿子先后获校一等奖学
金、校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校大
学生年度人物提名，江苏省大学生抗
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挑战杯’省赛
铜奖，国家奖学金，以通讯作者身份
在 SSCI 一区发表论文一篇；作为班
长，他所在的班级被评为省级先进班
级，今年他自己也被评为江苏省优秀

毕业生。目前已被世界大学排名 62
的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录取，准备继续
攻读硕士学位。孩子们在这里取得
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学校、学院的领
导和老师们的悉心教育与栽培，你们
用辛勤的汗水和渊博的知识教书育
人，引领同学们成长成才。”法商学院
2018 级会计学中英班学生陈逸龙的
母亲赵志远女士殷切地希望孩子们
不忘母校、不忘师恩，相信自己，拼搏
奋斗，热爱生活，扬帆起航，开启新的
人生征程。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吴兵作为
教师代表发言时语重心长地说道，希
望同学们能牢记总书记的教导和嘱
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祝愿同
学们能在青春赛道上再次跑出好成
绩。他说：
“同学们即将告别母校，奔
赴诗的远方，但请记住，无论你将行
多远，三江学院是你永远的精神家
园，希望同学们常回家看看，关注母
校的发展。”
吴中江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圆

满毕业、即将踏上人生旅程的 2022
届 5892 名毕业生们，致以最热烈的
祝贺和最美好的祝福。
临别之际，作为师长和朋友，吴
校长寄语毕业生：
请带上激情四射的青春梦想。
勿忘青春之梦想，珍惜青春之时光，
擦亮青春之底色。
请带上追求卓越的高远志向。
树立远大志向，不断拓宽眼界，正确
面对挫折，
学会从小事做起。
请带上持之以恒的学习热情。
坚持终身学习，坚持知行合一，勇于
创新创造。
他深情地说：
“同学们，你们是三
江最可爱的孩子，母校将永远站在你
的身后，最真心地祝福你们，最无私
地支持你们！欢迎你们常回家看
看！”
毕业典礼缓缓落幕，5800 余名
毕业生和家长通过三江学院抖音、微
博、微信平台线上全程观礼。
（通讯 孙培华 摄影 吴疆）

140余人，70余座城市，300场次活动——传承英烈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我们再出发
本报讯：为引领我校青年学生在
实践的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
献，我校以“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
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开展了 2022
年三江学院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
实践出真知，青春正当时。追思
红色岁月，牢记初心使命，今年暑期，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雨花英烈精神
传承与实践团队再出发。今年，实践
团 队 在 2021 年 实 践 活 动 的 基 础 之
上，总结经验，再次前往全国各地，传
播雨花英烈精神。
此次实践团队总人数达 140 余
人，共分为 73 个小分队，在全国超过
2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70 余座

1.冒充接待人员
每年大一开学季，我校都会抽
调社团或学生会的成员作为志愿
者，在地铁站或学校门口来迎接新
生，帮助大一新生及家长们顺利报
道、安排宿舍。
这个时候，骗子就会利用新生
及家长人生地不熟，以及信任的心
理，冒充学校接待人员。并非常热
情地主动要求帮忙照看行李，然后
再以某些借口支开学生及家长，利
用空挡将行李偷走。
提醒：作为新生的你和亲人来
到陌生城市时，一定要保持好警
惕。随身行李不要离身，即便是报
道或办理手续也应留一位家人一
同照看行李，以免丢失财物。
2.冒充室友
骗子会在你进入寝室后再进
来，和你聊天套近乎，冒充你的室
友，取得你的信任，等你不注意或
者你出去上厕所买东西时盗取你
的钱财。
提醒：从寝室外出的时候一定
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身上，或者锁在
柜子里。
3.寝室推销
等你寝室整顿好了之后，就会
有很多所谓的学姐学长来给你推

城市，累计开展了超过 300 场次的活
动。团队成员在前期相关课程和培
训的基础上，借着同学们假期返乡的
机会，在家乡的各个街道、社区、景
区、商圈进行宣讲。通过宣讲，团队
成员更加深刻地理解和领悟了“雨花
英烈精神”，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雨花
英烈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为
雨花英烈精神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
自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之后，在长达 22 年时间里，约有近
十万的共产党员、工人、知识分子和
农民等革命志士、爱国人士在雨花台
慷慨赴难。雨花英烈以浓烈的家国
情怀担负天下兴亡，用青春、生命、鲜

销东西，都是日常用品充电宝、网
线之类的，这时候你要注意了，这
些东西有些质量没有保障，或者是
假冒伪劣产品，有可能比外面买的
还贵，而且根本没有售后。
提醒：需要买什么可以到校园
商店超市去买就行了，不要被上门
推销的人用花言巧语给骗了。
4.招聘兼职
在校园内贴着一些兼职广告，
可以提供免费的兼职服务平台，当
你去报名的时候招聘人员会承诺
帮你找到又轻松又能赚钱的兼职，
但要你先交几百块的押金，然后叫
你回去等着，但等你第二次联系他
的时候就可能再也联系不上了。
提醒：在校园如果想做兼职，
一定要先查看对方的资质，如果对
方需要身份证，押金，需要引起足
够重视。
5.冒充老师，骗取钱财
警惕找上门的老师，骗子往往
会利用老师的身份，前往寝室实施
诈骗，而同学们刚进校园，有可能
还不知道老师是谁，一听是老师上
门收费，二话不说就把钱交到的骗
子的手上。
提醒：大学老师一般不会上门
收钱的，收钱都是有通知的，如果
遇到了一定要向自己的同学老师
问清楚，确保自己的钱财安全。
6.电话诈骗
有些骗子会通过一些途径了
解到你的电话，或者你买了上门推
销的电话卡，你可能会收到一些垃
圾短信或者诈骗电话。比如有打
电话自称是学校的某某部门，需要
你的银行卡号、密码，给你返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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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铸就出这样一种时代精神。历史
值得铭记，
我们不会忘记。
实践团队依托文新院《雨花英烈
十讲》等相关课程，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对招募成员进行培训。各地区
完成分组，选定相关负责人，携带宣
传单、宣传展板返家乡，于所在地社
区、商圈、景区等开展精神宣传工作。
活动中，同学们向各地市民诠释
雨花英烈精神的具体含义，介绍雨花
英烈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宣传他们
的事迹，
总结他们的精神。
雨花英烈精神是心怀天下，甘愿
牺牲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甚至献出
自己生命的精神；是不怕吃苦、不怕
吃亏、不怕牺牲，为国家和人民浴血

费等等。
提醒：遇到这类情况一定不要
把卡号密码给他，这类电话一般都
是骗子。
7.冒充校方
一些同学报道后，有些自称校
方的人会前来告知，但必须提前进
入啥高价培训班等等，是真是假大
家留神，
可能就是个骗局。
提 醒 ：不 要 相 信 天 上 会 掉 馅
饼，有相关的意愿，而不是轻信骗
子。
8.代缴费用
骗子会在火车站，或者校门口
等待目标，冒充学生会成员，和你
主动搭讪，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到
学校后非常热情陪你办理各种手
续。等到缴费时看着排对长龙，他
就会对你讲，他在学生会认识谁谁
谁，可以帮你缴费不用排队，然后
你把钱交给了他就再也等不到他
回来了。
提醒：任何缴费一定都要自己
亲自去，不要相信不用排队这种好
事。
9.谨防校园贷
一些骗子会向家庭贫困的学
生伸出魔爪，声称可以低息贷款，
通过混淆概念让你签订校园贷。
这些贷款往往利息很高，后期根本
无力偿还，甚至会付出很大的代
价。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总结的，
大一新生最容易遇到的 9 大骗局，
希望每个同学在初入大学都能擦
亮双眼，防止被骗，拥有美好校园
体验，
过好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

奋战，忠贞不渝、革命到底、战斗到底
的精神。
如今不再是腥风血雨的战争年
代，但学习英烈精神对于社会建设、
民族复兴有永恒的价值，具有情感感
染力，是时代发展的现实动力。对于
青年来说，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基础，
是正确价值观的旗帜。雨花英烈精
神是崇高道德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高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生动解读。在任何时期都应该
受到重视，
不可或缺。
实践活动已经结束，雨花英烈精
神的传承仍在继续。
无论是革命岁月的烽火硝烟，还
是和平时期的岁月静好，总有一群人

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如今硝烟虽已散，但砥砺人心的
雨花英烈精神却永远镌刻在历史的
丰碑上。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更
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谱写
新时代壮美绚丽的诗篇。
（文新院）

我校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本报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5 月
27 日，我校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校党
委书记封超年出席会议并讲话，校党委
副书记沈军军、组织人事部、党委宣传
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主要负责人，
各学院（校区）学工书记、分团委书记代
表，青年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由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周更
生主持。
会上，封超年书记给参与座谈交流
的青年师生代表赠阅《中国青年运动一
百年》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等书籍，
勉励大家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主动担当作为。
参会青年师生代表围绕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教育教
学、基层团组织建设、共青团工作、基层
党组织建设、学生工作、党建带团建等工
作实际分享了学习体会和感悟，充分表
达了青年师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的决心，全面展现了积极向上、踔厉奋
发、争当先锋的精神面貌和责任担当。
党委书记封超年在讲话中指出，要
坚持学思践悟，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气势恢宏、思
想深邃、语重心长，催人奋进，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新境界，对于高校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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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
育人，加快形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新格局，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封超年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校各级党团组织、各学院、各部门、各
单位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
根本指引，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聚焦学校各
项改革发展任务，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促
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封超年要求，坚持知行合一，开展形
式多样富有成效的学习实践活动。要通
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
党
支部“三会一课”、青马工程培训、主题团
课、
主题班会、
党团日活动和研讨会、
座谈
会等多种形式，
原原本本地研习原文。要
创新文化育人体系，厚植红色基因，用青
年学生乐于接受的方法和载体组织、
引导
青年学习，
通过开展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
党走，
奋进新征程”
主题教育活动，
不断增
强三江青年听党话、
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学用结合，服务社会，围绕乡
村振兴等主题，
打造主题突出、
内容丰富、
特色鲜明的思政大课、实践大课、劳育大
课。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投身抗击疫情等
重大实践，
推动青年学生始终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
模范践行者。要把社会实践和青年发展
有机结合起来，
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受教
育、
长才干、
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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