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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我校在 2018 年山东高校辅导员工作论坛优秀论文评选中获佳

绩

近日，2018 年山东高校辅导员工作论坛获奖论文揭晓，我校推荐的四篇论文均获奖

励，其中经管学院刘笑的《基于媒介素养教育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究》、化工学

院窦雅琴的《高校生涯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探究》获一等奖，信控学院王力禾的《新旧动

能转换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问题及对策》获二等奖，经管学院王青的《高校心理普测

中学生心理问题表现及其对策研究》获三等奖。

山东高校辅导员工作论坛由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

（山东大学）主办。本次论坛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

提升高校辅导员育人能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主题，旨在全面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要

求，不断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此次论坛共

评出优秀论文 107 篇，其中一等奖 22 篇，二等奖 33 篇，三等奖 52 篇。（王力禾 报道）

◆院部风采

校友云集庆华诞，共致青春谋发展

10 月 2 日，中国石油大学迎来建校六十五华诞。石油工程学院也恰逢建院六十五周年，

在海内外校友纷纷回到母校和母院之际，石油工程学院举办了庆祝建院六十五周年校友茶话

会、与校友面对面等系列活动，共致青春，共谋发展。

10 月 2 日下午，众多校友首先于工科楼 B 座门口前的签名墙上签名留影，后齐聚工科

楼 B 座大厅，参加庆祝石油工程学院建院六十五周年校友茶话会。石油开发专家、中国油田

分层开采和化学驱油技术的奠基人王德民院士；华泽澎、曹玲、吴林祥、李妙兰、王富元、

张兆银等石油大学退休领导和老教授；中石化石油工程公司副总经理、1983 届校友张锦宏；

中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钻井工艺研究所所长、1983 届校友韩来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副校长、1984 届校友吴小林；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副总师、技术发展处处长、1990 届

校友张金龙；中国石油俄罗斯公司副总经济师、1992 届校友刘贵洲；中石化胜利软件公司

监事会主席、1993 届校友施玉军；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党委书记、1993



届校友陈勇；常州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党委书记、1994 届校友何岩峰以及石油高校、“三桶

油”公司、政府企业代表、校老领导、自发前来母校参与庆祝的校友、在校师生代表等 120

余人到场为母院庆生。

院长孙宝江首先致欢迎辞。他向广大校友和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期以来支持

学院发展的各级领导、单位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晓珂向校友做学院发展介

绍。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公司总经理刘怀增、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工程公司安全总监付元强，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西海岸负责人周灿分别作为 1994 级和 2004 级校友讲话，感念学院培

养，表达对学院发展的支持和祝福。油气田开发工程 2016 级硕士研究生、SPE 学生分会主

席魏琛作为学生代表表达了对校友的欢迎、敬意和对学院的祝愿。

茶话会期间，我院开发系 94 级校友在毕业二十周年之际，向当年为其传道、受业、解

惑的王瑞和、管志川、张卫东、李爱芬、黄少云等五位恩师代表献花，并向学院赠送《源远

流长》苏绣，祝福母院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石大精神源远流长。

茶话会之后，校友在学院副院长黄维安的带领下参观了学院实验室，了解学院科研现状

和发展。

10 月 2 日下午 16 时，校友刘怀增、中海油研究总院钻采院首席专家曹砚峰、中石化工

程院首席专家靳彦欣来到工科楼 B 座 347 会议室，做客“与校友面对面”良师益友活动，

以自己的成长引领后来人，鼓励青年学子扎实学识、全面发展、勇于担当。（石工学院 吕

俊杰 王静）

2018 级年级大会顺利召开

10 月 8 日晚上 9 点，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在南教 100 召开了 2018 级新生第一次年级大

会。本次会议由 2018 级辅导员张蕾、范静蕾和李文豪主持召开，2018 级全体学生参加。

会议伊始，范静蕾老师对同学们提出了“你们准备度过一个怎样的大学四年”的问题，

勉励同学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范静蕾老师从学习和生活两个

方面讲述了大学和高中的区别，警示同学们树立危机意识。随后，张蕾老师从学院历史与机

构设置、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综合测评与第二课堂、以及评奖评优与入党申请等方面详细

介绍了“大学里有什么”，张蕾老师语重心长，希望同学们不忘初心，站在新起点，迎接新

挑战。最后，李文豪老师就学校和学院的规章制度对同学们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强调了安

全的重要性，同学们务必要讲规矩、重安全。



第一次年级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同学们正式步入大学的学习与生活，有利于同学们学会自

立自强，树立目标，合理规划，拥有一个良好的大学开端。

理学院召开“传承 发展 卓越”2018 年校运动会表彰大会

部分获奖运动员合影 梁心怡摄

10 月 9 日中午，理学院于南教楼 100 室召开“传承 发展 卓越”2018 年校运动会表彰

大会。本次大会由理学院 2017 级辅导员刘威主持，理学院团委书记陈银吨、2018 级辅导员

薛瑞琪出席，理学院 2018 年校运动会运动员代表及全体新生参加。

会议伊始，刘威对在校运动会中获得成绩的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并对他们在理学院体育

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表彰大会正式开始。本次表彰分为最佳新人奖、十佳运动

员、组织贡献奖、突出贡献奖 4 个奖项，分别由陈银吨、薛瑞琪颁发，共有来自博士生、研

究生、本科生院的 44 名运动员获奖。随后，理学院团委书记陈银吨上台再次对运动员们表

示祝贺。他表示理学院在 2018 年校运动会上有重大突破，教职工获团体第 6 名，学生获团

体第 3 名，这是理学院师生运动员挥洒汗水，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陈银吨以自己的经历

鼓励 2018 级新生相信自己，多尝试，多参与运动会相关工作，争取在运动场为院争光。最

后，他对运动会各个训练小组提出要求，希望各小组加强交流、尽快制定训练计划，为下届

运动会贡献力量。

本次大会以“传承 发展 卓越”主题，旨在表彰并奖励为运动会奋斗一年的运动员们，

对这一年来运动员们付出的努力表示认可；同时也为下一届运动会注入新血液做准备，激励

2018 级学生积极地投入运动会的工作中。



新学期学院宿舍检查现场办公

2018 年 10 月 8 日上午，为了解学生生活状况，排除宿舍安全隐患，美化宿舍环境，增

进师生之间的密切联系，计通学院各年级辅导员深入研究生、本科生学生宿舍进行安全卫生

检查与师生交流，党委副书记杨武成共同参加了本次工作。

各年级辅导员按照不同专业分别对学院的学生宿舍进行了抽查，并且与在寝室内的同学

们进行了深入的、贴心的交流。老师们来到寝室，首先对阳台以及室内的卫生情况进行了评

价和打分，而后针对一些生活方面的安全细节问题提出了意见，如寝室无人时及时关闭插排、

锁好寝室门窗、避免悬挂物磕碰等。对于卫生情况优秀的寝室，杨武成以及各辅导员与寝室

内的同学交流心得经验，并且当即进行记录。检查的过程中氛围良好，杨武成对学生关怀备

至，详细询问学生的近期动态、生活状况。对于身高较高的同学，杨武成亲切地询问床铺长

度问题；在检查毕业生寝室时，杨武成主动关心学生的毕业去向等问题。

过程中，杨武成提出了“借助新生开学等契机，培养学生把寝室当作自己家的想法，努

力打造带有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特色宿舍文化”的建议，各位辅导员纷纷表示赞同。他还

提出，应该尽快针对学生寝室的悬挂物问题制定管理制度，充分调动学生党员的积极性，努

力保持公共区域卫生，加强评比监督，并且提议举行宿舍装潢大赛。

本次的安全卫生检查与师生交流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并且圆满结束，宿舍卫生检查结果

良好。不仅强化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卫生意识、合作意识，同时也让师生关系更加密切，有

利于构建和谐融洽的学院关系。（计通学院 刘小印）

储建学院 2018 级新生晨跑晨读正式启动

为了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10 月 9 日起，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18 级全体新生晨跑晨读正式启动。早操时，各班级均遵照学院规定地点按时集合，各班长

认真负责统计人员数量，无无故缺操的情况出现；跑操过程中，各班级队形整齐、步伐一致、

队与队间距适当、速度均匀，起步后百米、结束前百米队伍呼喊口号，口号雄劲有力，继续

保持军训期间的优良作风。晨读时，不迟到，不早退，提前五分钟入座，坐姿端正，声音洪

亮，氛围浓厚。

日常学习和生活方面，《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2018 级新生一日生活制度》详细地规定

了 18 级新生各个时间段的具体安排，严格按照制度行事。禁止食物进教室，课前打卡，各

班长负责每天考勤；课间遵守课堂纪律，不睡觉、交头接耳、玩电子设备，期间班主任、辅



导员进行抽查，考勤结果将作为班级和个人年度各类奖励评优的重要依据；课后整理好私人

物品，不遗留杂物。无课时，特别强调禁止宿舍长时间逗留。

良好的制度是创建美好大学学习生活的前提和保障，能够更好地帮助储建学院 18 级新

生更好更快的融入大学生活。

喜迎母校华诞，返校再续情谊

——65 周年校庆文学院校友返校系列活动

金秋十月，微风和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迎来了建校 65 周年华诞。10 月 2 日，中

国石油大学建校 65 周年传承创新发展大会隆重举行，学校校庆活动热烈展开。来自全国各

地的文学院校友重返母校，追忆时光，同话往事，共贺母校 65 周年华诞。

为了迎接校庆，文学院对此次校友返校活动给予高度重视，精心布置报到现场，让每一

位到场的校友深深感受到了学院热情洋溢的欢迎气氛。学院在喜迎校庆之际，精心设计建成

了学院文化长廊，通过历史沿革、发展历程、历任领导、教学改革、师资队伍、科学研究、

党建工作、校园文化、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社会服务、学生工作等板块，全面回顾学院的

办学历史和征程，娓娓道来前辈的奋斗与辉煌，清晰呈现办学的艰辛与业绩。受学院邀请，

学校张玲玲副校长、相关部处领导以及部分老同志参观了文化长廊，并给予了一致肯定。值

得一提的是，文化长廊中特设两台显示器，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学校发展历程、学院形象宣

传和各届毕业生合影。整个文化长廊声色俱全、图文并茂，吸引大批校友驻足观看，让参观

校友称赞道：“我像是一部穿越剧的主角，一下回到了十年前。”校友们在毕业照前追忆往

昔，寻找青葱岁月中的自己。

下午四点，文学院 2004 级法学返校校友与教师们在创造太阳女神像前合影留念，为十

年之约留下一份纪念。随后，校友共同参观了学院的模拟法庭与法律诊所。忆及当年，大家

感慨万千：“十年了，没想到学校变化这么大，现在的环境比当年更好了，真想再上一次大

学。”参观完毕，学院在文理楼 358 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分享生活经历，表达十年再会感

想。会议刚开始，校友们便为教师送上了早早准备好的花束，表达对老师们的思念和感激之



情。谈及本次校庆活动，大家纷纷表示：“再忙再远，也要回来，看看我的母校，见见老同

学，老朋友。”校友发言结束后，文学院院长王学栋发表讲话，对在座校友重返母校表示热

烈的欢迎，并就学院的发展现状、专业的未来前景等做了简单介绍。他表示，各届校友在各

自的岗位上干事创业，取得的成绩让学院引以为傲。也希望广大校友能继续关心支持学院，

对学院未来发展多提宝贵建议，为学院的发展提供新动力。（文学院 杜文倩 余静婷 赵

艺佳 尹瑞梓）

◆简讯 2 条

1. 10 月 7 日，理学院 2017 级召开年级大会暨奖助学金说明会（理学院 吕梓迪 刘珍

珍）

2. 10 月 9 日，地学院 2018 级班长团支书例会顺利召开（地学院 范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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