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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会召开新学期第一次会议
2009 年 9 月 3 日晚 8 时，我院研究生会召开新学期第一次会议，研会全体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上一届研会干部及研究生支部书记代表和各方向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有：一、迎新工作
安排；二、学院研会工作计划讨论；三、甲型流感的防治
一、迎新工作安排：介绍 2009 级研究生总体情况，讨论迎新工作主要内容，讨论确定迎新工作
值班人员安排，讨论研会是否需要纳新及纳新的人数与标准。
二、学院研会工作计划讨论
（一）主要内容与分工
研会主席刘广负责研会整体工作，分管生活部、宣传部；副主席刘歆分管体育部、网络部；副
主席徐丽雅分管学术部、文艺部。
1. 研讨室建设，负责：生活部；参与：学术部、网络部
（1）房间整理；（2）座椅购置及财务报销；（3）管理制度与日常管理
2. 公共机房管理，负责：网络部 参与：生活部、学习部
（1）第二机房的开放：座椅等购置申请；（2）讨论管理方法：鼠标丢失、卫生、文化化建设、
设备损坏维修；
3. 体育系列活动，负责：体育部，参与：宣传部、文艺部等
（1）迎新篮球赛；（2）现有体育器材登记清理，使用方式；
（3）眼保健操等研究生保健事项
4. 学校迎新文艺晚会节目组织，负责：文艺部
5. 学习活动，负责：学术部，参与：其他各部
（1）学习俱乐部问题；（2）参加学术会议交流共享问题；（3）Seminar 制度推行
（二）组织实施
1. 各负责人统筹各项工作，制定计划书。
2. 计划通过，分工组织实施。
（三）与党支部的协作实施
三、防治甲型流感措施
1.研究生返校后的情况排查；
2.学院研究生聚集区的消毒预防；
3.加大流感防治措施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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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级研究生迎新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2009 年 9 月 6 日是我院 2009 级新生入学报到的日子，为了使迎新工作有序开展，根据研究生院
及学院的相关要求，在学院研工办吴鹏泽老师的具体领导下，研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1. 安排迎新工作值班人员，落实分工，确保责任到位。
迎新工作值班人员安排表
时间段

总负责

负责人

资料发放及收集

引导

刘

广

董继燕、焦丽珍、
周菊、徐丽雅

高安邦、刘歆、贾春成

刘

歆

李婉媚、宋安娜、
范瑾、王宏

高安邦、贾春成

13：30--16：30

刘

广

黄晓敏、原芳

16：30--19：00

刘

歆

19：30—22：00

徐丽雅

6： 30--10：30
10：30--13：30

吴鹏泽

周

刘

玲

歆

高安邦

焦丽珍、董继燕

2. 按时到学校各部处及有关单位领取需发放的资料，将资料装入资料袋，每位新生发放一个资
料袋（内含入学教育安排表、入学指南、研究生手册、一卡通、安全指南、流感防控知识等）
。
3. 制作研会工作证，为便于管理，研究工作人员统一佩戴研会工作证。
4. 校验与收集新生报到证件。
新生报到需校验、收集证件列表
应届硕士

非应届硕士

博

士

身份证原件
需校验资料

毕业证原件、复印件

需收集资料

毕业证复印件

硕士学位证
原件、复印件

最近半身免冠正面相片 6 张
身份证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2 份

5. 制作新生通讯录，建立 QQ 群（09 教信研究生群：57282055）。
6.整理归档各项资料，目前新生学籍卡、学生证、工资关系介绍信、户口迁移、婚育证明、住
宿合同、党团员关系等各项资料已整理完毕，并按要求上交各有关单位。
我院 2009 级新生总体情况介绍
2009 年我院共招收 90 人（硕士研究生 80 人、博士研究生 5 人、农村教育硕士 5 人）
，3 名硕士
研究生未报道（1 人暂缓入学、1 人出国放弃入学、1 人工 作放弃入学）。报道的普通硕士中男生 20
人、女生 57 人；教育技术专业 62 人，分为教育信息技术、未来教育、教育认知与技术、教育电视、
远程教育、计算机网络与教育应用、教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和学习科学与技术 8 个方向，传播学专业
共 16 人。新生入学后我院研究生总人数达到 227 人。
第 3页 共5页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研究生会工作简报

研究生会 2009 年纳新工作顺利完成
为适应我院研究生队伍的不断壮大，促使研究生管理更趋规范化，经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
开展研会 2009 年纳新工作，面向 2009 级新生招聘各部门学生干部，秘书处、宣传部、学术部、网
络部、生活部、文娱部和体育部 7 个部门各计划招聘新干事 2 人左右。研会提前在新生中开展宣传，
发放部门职责简介和报名表。
2009 年 9 月 13 日晚 7 时，研会在学院 103 课室进行了招新面试。2009 级新生踊跃参加，现任
研究生会常委作为评委进行了面试考核，吴鹏泽老师现场指导了面试工作。综合考虑各部门和报名
者的实际情况，经讨论研究，确定了 2009 年纳新名单，共招收新干事 19 人，名单如下：
秘书处：林婷、郝超君、晏艳
学术部：周静、张莉娜
生活部：郑成栋、刘玉玉
宣传部：赖丽花、吴琳
体育部：卢丹、于洋、刘方
网络部：颜亮、吴清泉、王宗良
文娱部：陆玥、范红、王菲
农村教育硕士召集人：杨田志

实施晨检制度，预防甲型流感
九月份正值夏秋换季时分，人体对各种病毒的抵抗力有所减弱，而近期广州地区多所学校出现
了甲型 H1N1 流感病例。我院根据上级和学校有关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做好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作，
以维护正常教学秩序。院研会在学生中普及预防甲型流感的知识，号召学生高度重视预防工作，严
格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实施晨检制度，为每个宿舍发放体温计一支，要求每位学生每天自行测量体
温，研会由徐丽雅副主席专门负责，如果发现体温超过 37.5℃的情况，立即向学院汇报，由学院上
报校学生工作处。我院学生积极配合，做好预防措施，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发放灭蟑螂药，共建卫生宿舍
在甲型 H1N1 流感迅速传播的特殊时期，学生宿舍的卫生状况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营造良好的住
宿环境，防止蟑螂等害虫的滋生，院研会统一为每个宿舍发放灭蟑螂药，并进行了灭蟑螂、建卫生
宿舍的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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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运动齐动员，促身心和谐发展
为了丰富我院研究生的课余生活，增进各年级同学之间的沟通，同时增强我院研究生的体质，
唤起研究生的运动意识，我院研会体育部对本学期将要开展的体育活动进行了规划。
我院研会、研究生党支部计划于 10 月份联合举办 2009 年“迎新杯”篮球赛，比赛项目包括男
子全场篮球比赛和女子半场比赛，参赛人员为研究生一年级男女各一队、二三年级男女各一队。研
究生一年级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并自发组织篮球集体训练，在训练中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
我院第六届田径运动会将于 10 月 18 日举行，我院研究生届时将独立作为一个参赛单位参加比
赛。研会体育部在研究生中大力宣传，组织研究生报名参加。研究生们热情高涨，积极报名参加各
项比赛，参赛者数量达 37 人次。
此外，鉴于 09 级的扩招及过去一年体育器材的损耗，我院研究生可用体育器材已不能满足研究
生体育活动的需要，研会体育部向学院申请购置一批体育器材，以保证各项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促进我院研究生身心和谐发展。

制定设备购置预算，推进机房建设
2009 级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之后，我院研究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我院公共机房的原本设备数
量较难满足研究活动的需求。为了使全部机房能够尽快对新生开放，促使新生进入研究状态，我院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研究生会对机房缺少设备进行调查与登记，已向学院提出申请，经学院领导批
准后拟购置电脑椅子 63 把（包括硕士机房 48 把、博士机房 15 把），并为硕士机房添置一批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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