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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 

干部联系班级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单位、各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切实加强学校学风建设，

在我校形成全员育人的环境，打造“三全”育人共同体，为学生

学习发展、成长成才提供更多的帮助，助力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

估，现就做好 2019-2020 学年领导干部联系班级工作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各级领导干部在联系班级的过程中，应本着“指导不主导，

督办不包办，到位不越位，依靠不依赖”的原则，主动与班主任、

辅导员配合，从“抓一个问题、了解一个动态、化解一个矛盾、

办一件实事”做起，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营造我校全员育

人的良好氛围。 

二、工作对象 

以低年级本科班级为主 



三、工作内容 

（一）参加一次会议。各级领导干部可采取参加班会、学生

干部会、师生座谈会等形式，或者参与班级的集体活动、团日活

动，了解学生，通过和学生交朋友，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学习、

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二）联系或举办一场讲座。深入联系班级，与学生共同探

讨大学生活的各种问题，并针对班级学生的特点，结合自身的专

业、经历等优势，为学生开设一次或者联系有关专家开设讲座，

排解学生困惑，拓展学生视野。 

（三）走访一次宿舍。各级领导干部通过走访班级宿舍，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关心学生的生活状况，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

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四、工作要求 

（一）各级领导干部在联系工作中应以教育引导为主，成为

基层班级与学校沟通的桥梁。 

（二）各级领导干部在联系工作中通过给班级提供咨询和建

议，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与困难。 

（三）各级领导干部通过联系班级，既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学

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又要了解辅导员、班主任

及学生干部的工作情况，并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为我校教学管

理、学生管理、行政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 

（四）各级领导干部每学期联系班级不少于两次。 



各院系要安排专人负责对接联系本院系领导干部，于 10 月 18

日前将联系本院系领导干部情况汇总表交党委组织部；领导干部

联系班级情况实行月报制，由各院系负责统计联系本院系领导干

部联系班级情况纸质版盖章（同时报送电子稿），每月 30日前报

党委组织部。 

联系人：徐灵，13879861216（621780）,283542324@qq.com 

附件：1.2019-2020 学年领导干部联系班级情况表 

2.干部联系班级汇总表 

3.干部联系班级情况统计表（月报表） 

 

 

 

 

 

中共景德镇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019 年 10 月 12日    



附 1： 

2019－2020 学年领导干部联系班级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联系班级 

蔡付斌 党委书记 18 财管 1班（经管） 

陈雨前 党委副书记、院长 19 美术学（美术教育）１、

２班（艺术） 

王丽心 党委副书记 18 英本１班（外语） 

吴  丁 党委委员、副院长 18 环工（生环） 

郑富年 党委委员、副院长 18 自动化（机电） 

郑昕芾 党委委员、副院长 18 汉本 1（人文） 

李新荣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19 计科 2（信工） 

胡继平 副校长 18 网工（信工） 

朱贺江 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18 小本 1（教育） 

方文龙 党委委员、宣传统战部部长 18 汉本 2（人文） 

程贤达 纪委副书记、监察审计处处长 18 小本 2（教育） 

陈树发 工会主席兼机电系党总支书记 18 汽服本（机电） 

戴  强 人事处处长 19 美术学（美术教育）3班、

19 美术学（水彩）（艺术） 

余金保 教务处处长 18 风景（生环） 

张德山 科研处处长 18 学本 1（教育） 



余少军 招就处处长 19 风景 1（生环） 

梁邦福 基建后勤管理处处长 18 财管 2（经管） 

万文军 计财处处长 18 文博（人文） 

曹品生 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 18 酒管（人文） 

杜慧春 人文学院院长 19 汉本 2（人文） 

王莉雅 经管学院党总支书记 18 物流 2（经管） 

黄志坚 经管学院院长 18 物流 1（经管） 

郭小丽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18 英本 2（外语） 

赵雪政 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19 产品设计(产品设计)１、

２班（艺术） 

方  漫 艺术学院院长 19 工艺美术(陶瓷绘画)1、2

班（艺术） 

林  瑶 信工学院党总支书记 18 应统（信工） 

韩文华 生环学院党总支书记 19 生工（生环） 

徐  骏 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18 体教 1（体育） 

胡红梅 体育学院院长 19 体教 1（体育） 

吴笑萍 马克思学院党总支书记 18 思政（马院） 

卢卫忠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18 电商（经管） 

熊锦英 图书馆馆长 18 学本２（教育） 

余琍萍 学报编辑部主任 19 文博（人文） 

胡祥青 高教所所长 18 机设（机电） 

魏望来 陶研中心主任 19 酒管（人文） 



程立新 党政办副主任 19 英本 2（外语） 

陈后辉 学工处副处长 19 电商 2（经管） 

朱练平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18 商英本（外语） 

于  芳 教育学院副院长 18 音本（教育） 

黄玉梅 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 小本 2（教育） 

石长华 信工学院副院长 19 网工 1（信工） 

郑立斌 机电学院副院长 19 汽服（机电） 

蔡新安 生环学院副院长 18 生工班（生环） 

江旺龙 马克思学院副院长 19 思政 1（马院） 

罗子林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18 计科（信工） 

郑文莉 外事办副主任 19 英本 1（外语） 

余继武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任 19工艺美术(陶瓷绘画)3班、

19 工艺美术（陶瓷艺术)1班

（艺术） 

郝海旺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19 工艺美术（陶瓷艺术)2、

３班（艺术） 

高  俊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19 雕塑 1、２班（艺术） 

郑金江 党委宣传统战副部长 19 音乐学（教育） 

操武斌 监察审计处副处长 19 财管 2（经管） 

倪艳翔 人事处副处长 19 产品设计（陶瓷产品设计）

1、2、３班（艺术）（艺术） 

余康发 教务处副处长 19 计科 1（信工） 



曹志瑜 教务处副处长 19 网工 2（信工） 

江  畅 学工处副处长 19 环境设计 1、２班（艺术） 

董小军 基建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19 环境设计 3、4 班（艺术） 

胡勇军 计财处副处长 19 财管 1（经管） 

谢晓良 保卫处副处长 19 小本 1（教育） 

王振华 经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 电商 1（经管） 

毛鹏飞 经管学院副院长 19 物流（经管） 

吴  芹 外语学院副院长 19 商英 1（外语） 

李  莉 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 艺术教育 1、２班（艺术） 

郑丰银 艺术学院副院长 19 工艺美术（陶瓷艺术)4、5

班（艺术） 

陈  实 艺术学院副院长 19 环境设计 5 班（艺术） 

练缤艳 信工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 应统（信工） 

李建英 生环学院党总支书记 19 风景 2（生环） 

洪  燕 体育学院副院长 19 体教 2（体育） 

曾园根 马克思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 思政 1（马院） 

汤  军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19 商英 2（外语） 

汪丽萍 图书馆副馆长 19 汉本 1（人文） 

余端略 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19 环科（生环） 

冯 兵 教育学院副院长 19 学前教育（教育） 

林为农 机电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 自动化(机电) 

袁建新 机电学院副院长 19 机设(机电) 



 
 

附 2： 

景德镇学院               领导干部联系班级汇总表 
 

姓名 职务 联系班级 辅导员/班主任 辅导员/班主任

电话 

班长 班长电话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 3： 

景德镇学院             领导干部      年   月联系班级情况统计表 

姓名 职务 联系班级 联系方式（班会、

走访寝室等） 

辅导员/班主任 辅导员/班主任

电话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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