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发布 2020 年军训网络征稿令的通知 

为丰富 2020届新生的军训生活，展示 2020 级新生军训风采，发

展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网络文化。学校易班发展中心特开设 2020 年

军训网络专栏，面向全校新生学子征集军训相关网络作品，依托理工

易班网络平台进行展示。现将具体方案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年 9 月 14日—2020年 9 月 28日 12:00 

二、征稿内容及投稿方式 

军训网络征稿内容分为面向学生个人征集和面向学院征集两大

版块。 

1、面向个人征集内容 

【军训感悟】军训期间的所感所想所得；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能够展示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及阳光、进取的人生态度；体裁

可以是记叙文、散文、杂文等；具体要求如下： 

➢ 能够写出自己对军训生活最真实的认识和感想 

➢ 内容鲜明，积极向上，生动形象，主题鲜明 

➢ 文章要求表达感情真挚、自然，忌空洞浮泛 

➢ 至少有一张配图，字数不少于 300字 

【军训诗歌】主要为能抒发军训感悟、赞美军训工作及人员的诗

歌、诗词；具体要求如下： 

➢ 言之有物，表达出真情实感、形象生动 

➢ 具有一定逻辑性，语句凝炼集中 

➢ 具有一定的节奏感、韵律感 

➢ 可以是现代诗歌也可以是古体诗，至少有一张配图，字数

不限 

【军训光影】军训期间总有那么一瞬间值得去铭记，用你的影像，

还原一个最真实、最励志、最热血的军训岁月。具体要求如下： 

➢ 能反映军训历程的图片、视频等摄影作品均可投稿 



➢ 图片主题鲜明、视角独特，能展现军训精彩瞬间，亮点突

出 

➢ 取景、构图、曝光、色调、清晰度等符合摄影技术基本要

求，色彩和谐，构图比例协调 

个人投送流程： 

➢  

➢  

 

具体投送流程，请见（附件 1）；学院审核流程，请见（附件 2） 

2、面向学院征集内容 

【军训快讯】主要刊载学院军训期间工作动态： 

➢ 各学院军训大型活动、大型工作的报道 

➢ 各学院领导慰问学生、指导工作的报道 

➢ 各学院军训期间其他的特色亮点报道 

➢ 各学院军训期间活动获奖的报道（一项赛事仅允许上一篇） 

【军训人物】主要看在学院军训期间优秀人物典型及事迹： 

➢ 可以为军训教官、军训学员等优秀、先进人物的专访或事

迹报道等 

➢ 符合人物通讯稿件要求 

➢ 要求表达真情实感，具有原创性。 

➢ 文章建议有一张配图，要求画质清晰，建议按照原图上传 

➢ 人物稿件字数应在 400 字以上 

学院投送流程： 

各学院易班学生工作站按照原有理工易班网投稿和要求流程操

作。其中【军训快讯】投送至【学院新闻】栏目；【军训人物】投送

至【理工人物】栏目。 

三、定向征集内容 

为根据军训重要节点，军训团政治部将会面向学院（不面向个

人），定点发布集中征集内容，具体情况如下： 

学生投送内容 

至学院微社区 

学院进行 

筛选审核 

学院转投至 

学校微社区 
学校审核录用 



类别 要求 时间要求 

军训精品诗歌 每学院提交 3篇优质诗歌 于 9月 24 日前提供 

军训精品图片 
每学院每次提供 10张优

质图片 

分别于 9月 16日、20日、

24日、28日分四次提供 

以上内容可能根据具体情况有所调整和增加，以现场具体通知为

准，请以学院为单位将素材打包发送至邮箱 wut_yiban@126.com。 

四、其他注意事项 

1、2020级新生如遇投稿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可咨询学院易班学

生工作站协助指导解决；各学院易班学生工作站联系方式见（附件 3） 

2、除以上所涵盖的内容类别，如遇歌曲、漫画、手绘等其他形

式作品，依然欢迎投稿，请直接联系各学院易班学生工作站；学院易

班学生工作站直接联系校易班学生工作站网站编辑部相关负责人进

行点对点投送。 

3、所投稿件如通过校级审核，将刊载在理工易班 2020 年军训专

题网站中；少数优秀稿件将刊登在理工易班网、军训简报中； 

4、各学院的投稿、上稿情况将作为 2020 年军训宣传报道先进连

队的重要参考标准；学生个人上稿情况也将通报至各学院，由各学院

在学生学年综合测评中给予相应奖励。 

 

附件 1：军训网络投稿流程（学生个人投稿） 

附件 2：学院易班学生工作站审核流程 

附件 3：各学院易班学生工作站联系方式 

 

 

武汉理工大学易班发展中心 

2020年 9 月 10日    

  



附件 1： 

军训网络投稿流程 

（学生个人投稿） 

一、客户端： 

步骤 1：打开易班 APP，使用已经过校方认证的账号登录，并进

入武汉理工大学主页 

 

  



步骤 2：进入微社区 

 

  



步骤 3：点击右下角发布话题按钮 

 

  



步骤 4：在编辑器里完成内容编辑，文末注明学院、姓名、班级，

发布范围选择个人所在学院，版块选择默认版块。 

 

 

  



 
  



网页版： 

步骤 1：进入理工易班网（http://www.whutyiban.com/） 

点击易班主站，选择登录。  

 

  步骤 2：使用易班账号进行登录 

 

步骤 3：点击右上角“发布”，发布“话题”。 

 

 

 

 

 

http://www.whutyiban.com/


步骤 4：在编辑器中完成文章的编辑工作，文末注明学院、姓名、

班级 

 

步骤 5：发布范围选择个人所在学院，版块选择默认活动或主题

活动版块。 

 

步骤 6：点击预览可查看文章，最后点击发布即完成相关投稿工作 

 
 

  



附件 2： 

学院易班学生工作站审核流程 

➢  

➢  

 

进入易班网登录界面 

➢ 用学院账号或学院管理员账号登陆易班主站公共平台

（http://mp.yiban.cn/notice/index）。 

 
 

➢ 选择身份为机构群超级管理员进入学院公共平台 

 
 

➢ 选择群主页管理，进入学院易班机构群 

学生投送内容 

至学院微社区 

学院登录 

公共平台查找 

学院进行 

筛选审核 

学院转投至 

学校微社区 



 
 

➢ 在机构群内选择进入微社区版块 

 

➢ 依次点击“主题活动”及“默认板块”查看并审核军训期间稿

件 

 

 

 



符合学生个人投稿取稿要求的优秀稿件需要用学院易班账号操

作，重新发布至武汉理工大学微社区【主题活动】栏目。 

微社区用学院帐号发话题的格式要求如下： 

➢ 选择发话题功能 

 

➢ 发布稿件时标题前必须加上中文字符下的黑框，填写【军训

诗歌】、【军训感悟】或【军训光影】，如下图所示；标题中有空格

的需要键入全角下的一个空格 

 

➢ 新闻内容复制粘贴后需要重新排版，并对内容进行适当修改 

➢ 将所有文字选中，点击清除格式按钮 

 

➢ 此刻所有内容的格式已经被清除，继续完成后续操作 



 

➢ 在段尾回车一行，输入: 

➢ 文章作者：XXX  XXX（中间须为一个全角空格） 

➢ 例如：“张三 李四”。 

➢ 文章编辑：XXX 

➢ 原文地址：（必须为个人发布者的文章链接） 

 

➢ 在每段段首手工输入全角下的两个空格（注意是全角状态下

的空格） 

➢ 插入图片需要居中。 

➢ 注意图片插入后务必检查是否居中，以防图片居中后依然有

首行两格，图片前有两格空格的将不予上稿。 

➢ 完成所有文字、图片录入工作后，再次将所有内容选中，设

置段后距为 15px，行间距为 2 倍，字体为默认字体或微软雅黑，字

号 16px。（全文字号字体必须一致，否则不予上稿） 

 

➢ 完成后选择“主题活动”版块，并在发布范围处选择公开至

机构号，选择武汉理工大学。 



 

➢ 后续录入至理工易班网的程序待校站审核后另行通知 

 

 

  



附件 3： 

各学院易班学生工作站联系方式 

学院名称 学院官方 QQ 学院邮箱 联系人 

材料学院 1928483301 1928483301@qq.com 王杲 

交通学院 3466363468 3466363468@qq.com 易沁 

汽车学院 3075728248 3075728248@qq.com 王昊 

机电学院 414496936 414496936@qq.com 王昭琦 

能动学院 2840212601 2840212601@qq.com 王兴晖 

土建学院 2069222092 2069222092@qq.com 吴健 

资环学院 840625563 840625563@qq.com 门殿祥 

信息学院 3320279018 3320279018@qq.com 杨克晶 

计算机学院 2696495248 wutjsjyb@qq.com 杜文添 

自动化学院 2874007338 autoyiban@163.com 杜王迪 

航运学院 197510434 197510434@qq.com 陈远航 

物流学院 2786193411 2786193411@qq.com 涂铭茜 

理学院 2471921753 2471921753@qq.com 郑添龙 

化生、马赛学院 3279287566 3279287566@qq.com 林兆媛 

管理学院 3086904337 3086904337@qq.com 艾彦诺 

经济学院 848904674 848904674@qq.com 吕文杰 

艺设学院 572914806 572914806@qq.com 孙旭峰 

外国语学院 2184064485 whutsofl@126.com 万筱萱 

马克思学院 810529928 810529928@qq.com 项菲 

法学社会学院 2391475645 wfyiban666@163.com 张渲棋 

安全应急学院 2360508938 2360508938@qq.com 石成林 

国教学院 2183006491 2183006491@qq.com 徐楚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