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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参加全国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 

           2014年12⽉月，我校暨飞校
长、黄宇飞副校长、⾏行政部主
任李冠霞及团市委宣教部部长
安萍参加了由共青团中央、民
政部、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等
多家组织机构联合举办的全国
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期间与
⼴广州市团校、⼴广州志愿者学院
就志愿者培训⼯工作的开展做了深⼊入的学
习和沟通，为2015年团校申办志愿者培训
服务中⼼心做了实地调研，进⼀一步落实师
资、教材等⽅方⾯面的后续合作和⽀支持。 

       2014年12⽉月，武汉市团校由校长李建平带队，⼀一⾏行6⼈人到我校进⾏行了为期3天的⼯工作交

流，通过座谈、讨论、⾛走访，相互学习了各校的先进经验和办学办班模式，同时也对团校
的对外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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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新学年调研 

     2014年新学年开学，暨飞校长带队⼀一⾏行3
⼈人到⼴广西师范⼤大学调研，与师⼤大经济学院
的院长及学院教师⾻骨⼲干根据当前实际就团
校⽬目前，将来的培训课程设置，合作项⽬目
及领域做探讨、交流及沟通，为团校进⼀一
步提升和发展积累经验。 

全国城市团校⼯工作研讨会 

      2014年9⽉月，暨飞校长、⾏行政部负责⼈人李
冠霞赴⼭山东青岛参加了全国城市团校⼯工作
研讨会，与来⾃自全国各地市团校的领导及
同事研讨新时期如何开展好团校的培训及
其他管理⼯工作，通过交流探讨，拓宽了⼯工
作视野和思路。 

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 

      2014年，按照全市总体部署和团市委的
全⾯面要求，积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根据上级要求制定了学习计划，组织
全体员⼯工严格按时、按质、按量地开展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系列学习，通过
集中、⾃自学、观看视频等多种形式加深员
⼯工对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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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团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柳州市团校坚持以党的⼗〸十⼋八⼤大和团的⼗〸十七⼤大重要精神为指导，认
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培训为重点，以服务青年为⽬目的，提⾼高青年素质，促进青年成长成
才。全年整体⼯工作稳中有进，教学内容、管理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全年共办各类培训班21期，培训学员
⼈人数2058⼈人（主体培训班14期，参训⼈人数1128⼈人，公益课堂3期，听课⼈人数达500⼈人，素质拓展培训3期，
培训⼈人数350⼈人，东盟国际青年交流班1期，学员80⼈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举办6期青年精
英时尚交友⼤大型系列活动［爱在柳州］，为近300⼈人提供平等、友好、真诚的社交平台。 

2015年，团校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立⾜足社会、服务青年，发扬优势、整合资源，积
极拓展新的⼯工作发展空间，努⼒力使团校整体⼯工作再上新台阶。

武汉市团校到我校进⾏行⼯工作交流

柳州市团校2014年⼯工作概述

图：武汉市团校⼀一⾏行参观柳州市团校校园图：武汉市团校⼀一⾏行与柳州市团校领导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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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团队拓展  ⼗十年优质培训 

       2004年⾄至今，柳州市团校在全市各界青年中已成功

开展了10年拓展培训，形成优质的特⾊色培训品牌。 

      2014年，我校延续开展素质（团队）拓展培训，先后

举办3期，为350⼈人提供了培训服务，通过充满挑战的多

样化拓展训练，增强了学员们的执⾏行⼒力和团队的凝聚⼒力。

共青团干部“青春引擎”培训 

     2014年12⽉月16⽇日⾄至19⽇日，来⾃自六

县四城区的45位新任职团委负责⼈人

参加了为期四天三夜的2014年柳州

市共青团⼲干部“青春引擎”暨柳州市

团校第174期培训班。团市委组织部

部长吴欢的课程《青年⼲干部的成长》

和团市委组织部王婷婷的《团务基

础知识》有效地提升了基层团委负

责⼈人的业务能⼒力。与⼴广⼤大团⼲干们的

实际⼯工作息息相关的新媒体技能、

⼗〸十⼋八⼤大解读、传统⽂文化与领导⼒力提

升等内容也纳⼊入了本次培训的核⼼心

课程，得到了学员们的积极反馈。

农村团干部“青春引擎”培训 

     2014年12⽉月4⽇日⾄至5⽇日，为了深⼊入

实施⼴广西农村团⼲干部全员培训计划，

全⾯面提升村团⽀支部书记的团建⼒力、

致富⼒力和影响⼒力，由团市委主办的

柳州市农村团⼲干部“青春引擎”培训班

在我校开班，对50位来⾃自六县四城

区的县镇团⼲干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培

训，学习《农村建设与共青团组织

作⽤用的发挥》、《团务基础知识》、

《⼟土地制度与新型城镇化改⾰革》、

《农村青年创业构思及对策》等有

针对性的实⽤用课程，切实地提升了

村团⽀支部书记服务青年的本领。

公益送课下基层

2014 

“⻘青春引擎”

系列培训班 
鱼峰区“青春引擎”培训 

     2014年12⽉月24⽇日⾄至26⽇日，由鱼峰

区委组织部、鱼峰区团委主办，柳

州市团校承办的2014年鱼峰区“青春

引擎”培训班，对83名鱼峰区街道社

区和学校团委的基层团⼲干进⾏行了培

训。团市委组织部部长吴欢、团市

委宣教部部长安萍、市委党校副教

授韦利如、⼴广西汉达社⼯工中⼼心主任

黄敏、中央电视台驻柳州联络站联

络员刘敏等进⾏行讲课。全封闭的课

程让参训团⼲干更专注于学习，⽽而12

⽉月25⽇日下午的汽排球友谊赛则让学

员们享受了⾃自由活动和交流的时光。

2014年12⽉月，三

期 “ ⻘青 春 引 擎 ”

培 训 班 在 柳 州 市

团 校 开 班 ， 培 训

团干部共计173⼈人。

团市委组织部部⻓长吴欢 

为基层团干学员讲课 

        2014年，柳州市团校坚持服务全市基层组织，继续开展公益送课下
基层⼯工作，分别在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开办了3期公益课堂，听课⼈人数达500多⼈人。 

         5⽉月30⽇日晚，桂林理⼯工学院⼘卜正学副教授在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为近百名青年团⼲干部上了“现代企业管理与儒家⽂文化”公益课。近两个半
⼩小时的课程⾥里，⼘卜教授通过⼤大量的案例深⼊入浅出的引导团员青年们学
习如何将现代企业管理与儒家⽂文化有机结合，使学员们深受启迪。 
         
        8⽉月2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知名礼仪专
家与公共关系专家⾦金正昆教授，在柳
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大礼堂，向百名
团⼲干部传授如何《做⼀一位新时代有⽂文
化、有修养、有素质的⼈人》。 
         
       11⽉月7⽇日晚，桂林理⼯工学院⼘卜正学
副教授来到⼴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
司，为团⼲干部们举办了公益讲座《国
学智慧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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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柳州市宣传干部系列培训班 

        2014年3⽉月20⽇日⾄至3⽉月21⽇日，柳州市宣传⼲干部第⼀一期培训班在三中路柳州市团校七楼教室举
⾏行，共有60名来⾃自我市各基层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干事学习了《新闻⾓角度与新闻写作》、《公⽂文
写作、信息写作》、《新媒体运⽤用》、《新闻拍摄写作、⼈人物拍摄⽤用光与构图》等课程。 

      2014年9⽉月11⽇日⾄至12⽇日，柳州市共青团第⼆二期宣传⼲干部暨柳州市团校第171期培训班在三中
路43号七楼市团校教室举办，共有59名来⾃自我市各直管团组织、各重点联系单位负责⽹网络宣传
的专员参加本次为期两天的培训。市委党校副教授潘⼤大庆、柳州⽇日报社记者张晓军、中央电视
台柳州新闻联络站记者刘敏、新浪⽹网新浪微博驻⼴广西站政府、媒体拓展⼈人韦薇讲授了《提⾼高领
导⼲干部应对新媒体实战能⼒力》、《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技术与应⽤用》、《微信和微博功能
运⽤用与拓展》等课程。

2014年新任职团干部培训 

       2014年5⽉月7⽇日⾄至5⽉月9⽇日，为了加强我市基层共青团⼲干部
队伍的建设，增强团⼲干部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意识，团市委
主办、我校承办的2014年新任职团⼲干暨柳州市团校第166期
基础团⼲干培训班开班。89名来⾃自我市各县区团委、市直机
关、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教师团⼯工委新任职团⼲干参
加了本次培训。 

        团市委组织部部长吴欢、团市委宣教部部长安萍、团
市委组织部⼲干事王婷婷、市团校副校长黄宇飞、柳州市⾏行
动促进师何洁红从《青年⼲干部的成长》、《团组织活动的
策划与执⾏行》、《团务基础知识》、《国学智慧及团员意
识教育》、《⾏行动学习研讨：如何尽快进⼊入⾓角⾊色做⼀一名合
格团⼲干部》等⽅方⾯面内容为学员带来精彩培训。 

    2014年10⽉月22⽇日⾄至24⽇日，为期三天的2014下半年新任职
团⼲干暨柳州市团校第172期基础团⼲干培训班在我校开班。56

名学员分别来⾃自柳州市各企事业单位，学习了《团务基础知识》、《共青团活动的组织策划》、
《⾏行动学习》、《青年⼲干部的成长》、《新闻摄影与微信平台运⽤用》等课程。 

2014年柳州市⻘青年⽂文明号负责⼈人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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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柳州市
少先队辅导员培训

   2015年1⽉月5⽇日，由团市委、市教育
局 、 市 少 ⼯工 委 举 办 ， 我 校 承 办 的
2014-2015年度柳州市少先队辅导员
培训暨全市优秀少先队活动课展⽰示
活动在柳州市第45中学拉开帷幕。

  培训班主要针对少先队活动课的
构思、开展、⽅方法进⾏行了专题培训。

    团市委书记孙晋在开班仪式上表
⽰示，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年⼉儿童的亲
密朋友和指导者，希望参加培训的
辅导员切实增强做好少先队⼯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2014年7⽉月2⽇日⾄至3⽇日，由团市委主办、我校承办的
2014年柳州市青年⽂文明号负责⼈人暨柳州市团校第170期
培训班开班，54名来⾃自我市各青年⽂文明号参赛集体和
基层团组织负责⼈人接受了培训。 

      团市委宣教部部长安萍、团市委城市部李庆敏⽼老师
就《青年⽂文明号活动策划及执⾏行》、《青年⽂文明号专
题讲座》与学员们进⾏行了交流。   

     期间还邀请了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参赛集体柳⼯工的代
表跟学员进⾏行交流和互动，并深⼊入雒容地税局青年⽂文
明号集体和柳⼯工青年⽂文明号集体实地参观。

2014柳州市少先队⼩小
干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训班

   2014年7⽉月5⽇日⾄至7⽇日，为了在⼴广⼤大
少先队员中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更好的发挥少先队队⼲干
的⽰示范带头作⽤用，由团市委、市教
育局、市少⼯工委主办，我校承办的
2014年柳州市少先队⼩小⼲干部“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暨柳州市团
校第169期培训班在我校五楼多媒
体教室开班，来⾃自我市四城区的80
名少先队⼩小⼲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

图：团市委宣教部部长安萍给学员上课

图：聚精会神听课的学员们

图：参观雒容地税局青年⽂文明号集体

图：参观柳⼯工青年⽂文明号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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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与知名⾼高校合作办班 
  

       2014年，柳州市团校社会培训部
于9⽉月、10⽉月分别组织柳南区和柳北
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到知名⾼高校接
受培训，分别为在厦⻔门⼤大学举办的
柳北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管理能⼒力
提升班，以及在中⼭山⼤大学举办的2014
年柳南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训班。

       ⾼高校资源的综合利⽤用，⾼高品质的
课程安排，使学员受益匪浅，均取
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团校培训组
织管理⼯工作也得到了两城区的⼀一致
好评。 

       此类培训⽴立⾜足于我市经济社会的
发展特点，充分利⽤用资源，积极拓
宽对外培训的渠道，服务基层，服
务社会，实现了培训⼯工作的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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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青年国际交流班 

     2014年，柳州市团校社会
培训部接待中国（⼲⼴广⻄西）国
际⻘青年交流学院⻘青年干部⾼高
级研修班80余名学员来柳学
习交流。 

   来⾃自印度尼⻄西亚、⽂文莱、泰
国、⻢马来⻄西亚、⽼老挝的⻘青年
们通过参观上汽通⽤用五菱、
柳州⼯工业博物馆等地，进⼀一
步认识了柳州，增进了友谊。

【爱在柳州】之最美的邂逅 

  ［爱在柳州］之最美的邂逅，是
柳州市团校⾸首创的柳州市⼤大型⻘青年
精英时尚交友活动，它有效依托共
⻘青团系统的资源优势和组织优势，
是专⻔门为本市⻘青年精英量⾝身打造的
时尚交友新⽅方式。 

    2014年，柳州市团校分别与⼲⼴广
⻄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95337
部队、恒⼤大七星级铂⾦金会所、凤凰
河温泉联合举办了6期［爱在柳州］
之最美的邂逅，活动以活泼多元的
形式，拓宽社交沟通渠道，切实服
务⼲⼴广⼤大⻘青年的婚恋交友需求，为⻘青
年平等、友好、真诚交往搭建了有
特⾊色的平台。 

    ［爱在柳州］形式新颖、持续开
展，为⻘青年精英提供完善的服务。
参与嘉宾需通过单位团组织审核报
名，与传统交友相⽐比，覆盖范围⾼高，
组织规范，参与⼈人员素质⾼高，是更
具有诚信度的交友活动。

图
⽚片
新
闻

2014年6⽉月25⾄至27⽇日，65名预防专

干参加了2014年柳州市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工作专职⼈人员培训班。

2014年10⽉月8⾄至11⽇日，我校为桂中公

路管理局举办共⻘青团实务培训班，56
名来⾃自该局的团干接受了培训。

2014年12⽉月9⽇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

克兵出席由我校承办的柳州市2014年党

内统计年报⼯工作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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