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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风采

文学院学生党建工作中心召开喜迎建党 97 周年新老党员座谈

会

全体党员向党旗宣誓 庞家馨摄

恰逢建党 97 周年之际，为培养文学院青年大学生党员的爱党、爱国、爱校情怀，坚定

政治信仰，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学院学生党建工作中心于 6 月 21 日下午

在 306 会议室组织召开以“不忘初心感恩党情”为主题的新老党员座谈会。文学院学生党建

工作中心主任韩丙华、各支部书记及新一批预备党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会议开始之后，24 名新党员纷纷发表谈入党感想，围绕“入党为什么”、“入党后能

为党和人民做些什么”等话题进行发言。随后在与老党员的交流中，几位学生党支部书记针

对如何坚定信仰追求，新时期如何做一名优秀大学生党员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韩

丙华同志对新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期望，希望新党员同志们能够不忘初心，坚定信念，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新党员们表示，听了韩丙华

的发言极大地鼓舞了精神和斗志，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

感。

座谈之后，老党员为新发展党员佩戴党徽，进行入党宣誓活动。党员们在党旗下庄严宣

誓，表达对党的忠诚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此次新老党员座谈会的顺利召开，不仅为我院学生党员树立了鲜明的旗帜，使他们明晰

了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同时也为我院

党员教育工作新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 杜文倩 庞家馨）

红学社诗文交流会圆满落幕

为增强大学生对于红学文化的了解，提升当代青年的文化认同感，6 月 23 日晚，由红

学社举办的诗文交流会于南堂 312 举行。全校诗词、红学、国学爱好者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伊始，社长赵俊博向来参与本次交流会的全体人员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红学社的

发展历史、风雅诗社的成立情况以及对《红楼梦》的研究与见解。随后，副社长以及各部长

分别进行自我介绍，同时为活跃气氛，并以“春城无处不飞花”为引，带领全员进行飞花令

游戏。简简单单的游戏，将与会人员联系到一起，期间，一句句精彩的诗词，更是引发阵阵

喝彩。之后是猜诗谜环节，诗谜由阎秀平老师以及社员原创，以全员抢答的形式进行。正式

环节共分为初试锋芒、轻松一刻、逐鹿中原和列鼎分功四部分：在轻松一刻环节中，社长副

社长以及各部长进行原创诗词朗诵，部分同学也主动上台展示自己的诗词作品；通过逐鹿中

原及列鼎环节，李源同学最终斩获魁首。最后，由赵俊博给获奖同学颁发精美礼品。

此次活动，不仅有利于同学们得到身心上的放松，知识上的收获，领略诗词与红学的博

大精深，而且对于在全校范围内形成研究红学的风气。参与本次活动的刘珍珍同学表示：“本

次活动给了我一个认识有相同爱好小伙伴的机会，并让我认识到诗词并不是‘高冷’的，以

后我将多多传播诗词的魅力。”（作者 汪朝阳）

石光不老，我们不散——学院举办 2018 届毕业晚会

6 月 22 日晚，学院于唐岛湾三楼多功能厅举办以“石光不老，我们不散”为主题的 2018

届毕业晚会。学院院长刘永红、党委书记李海林、党委副书记刚旭、团委书记王宁及学院各

年级辅导员到场观看演出。

本场晚会在歌曲《光阴的故事》中拉开序幕，柔和舒缓的曲调营造出温情美好的氛围。

歌曲以一小段清唱结束，歌声令人动容，获得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活力动感的齐舞《as if》、

拉丁舞蹈《black out》，带动全场观众的热情。歌曲《隔烟水》以对唱的形式呈现,将晚会推

向了高潮。歌曲《燕归巢》烘托离别气息，现场学生不自觉地跟着哼唱。中场休息时，夹气

球的小游戏环节，精彩逗趣，引得现场掌声不断。晚会除了有歌曲演唱、流行舞蹈表演外，

还有音乐剧和诗歌朗诵等多种形式。“......时间不等着我们追上它的步伐，毕业答辩后，我

们终于意识到，我们要离开这个生活四年的地方。”默剧《花开依旧》结合诗歌朗诵，悠扬



的音乐结合优美的诗句，现场沉浸在分别的氛围中。晚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洋溢着青春

的气息。晚会最终在歌曲《这个年纪》中落下帷幕。

在晚会上的寄语环节，院党委书记李海林由衷感谢学院教师的付出，并肯定了 18 届毕

业生在学业、体育、文艺及科研等多方面的成绩。随后，他对毕业生们寄语道：“奋斗的青

春最精彩！牢记惟真惟实的校训，秉持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精神，愿各位在以后的生活中

不断地努力奋斗。”

晚会结束后全体师生进行了合影留念。现场主持人阅读了毕业生们在纸条上的寄语，表

达了毕业生对母校与朋友的不舍。（作者 刘茄玲）

化工学院开展 2018 届“青春无悔 未来可期”毕业演出

四年青春无可悔，缤纷未来犹可期。6 月 25 日下午，化工学院“青春无悔，未来可期”

毕业演出于唐岛湾三楼多功能厅举行，化工学院学生党总支副书记郭孟、学院各系室教师、

辅导员应邀出席。

青春是那些挑灯夜读的时光，是那些无话不谈的岁月，演出在由房克昌、何建文演奏歌

曲《怀念青春》下拉开演出序幕。紧接着在第一章——忆昔·怀念的环节，相声《白蛇传》

和舞蹈《我的新衣》相继上演。相声俏皮，舞蹈活跃，解庆宁、王瑜唠着西湖断桥上白娘娘

的“嗑”，张子谨等则活力十足的随声律动。之后，第二章——成长·奋进环节展现了毕业

生青春的泪水、奋斗的足迹。宋凯亮献上的歌曲《青春纪念册》；秦志川、王馨语“创造”

的魔术《魔幻世界》；贾超洋、钱晨和李佳汶的吉他弹唱《那些年》等。都是毕业生将自己

四年美好青春做的剪影。最后，在演出一章——感恩·祝福环节。2014 级党员朗诵了自编

诗《花开一世界》：作为党员，永不可丢弃的品质是什么？学无止境，两袖清风，为人民服



务！要无止境学，去探索、去发现、去提升，优秀的自己才能更好的服务他人。此外，演出

过程中伴随抽奖活动、动作接龙小游戏和排排队小游戏，14 级辅导员杨一帆、刘伟参与其

中，在欢笑声中送完毕业生最后一程。

往事历历在目，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旨在营造一

个温馨圆满氛围，毕业演出为 2018 届毕业生画上句号，体现学院师生对毕业生的祝福与勉

励。同时演出节期间掌声不断，展现了 2018 届毕业生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对学院教师、学

生的感恩、感激之情。让我们虔诚祷告，祝福彼此；让我们自然体味，感受人生。歌声逝去，

前程始于足下，当明天太阳升起时，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作者 湛文健）

回望校园情，他日定可期——经济管理学院举行学位授予仪式

周鹏院长为毕业生授予学位证书 蔺彤摄

6 月 25 日，经济管理学院 2018 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在逸夫礼堂举行。仪式由学院党

委书记李逸龙主持，经管学院领导、毕业生导师、辅导员及本科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及部

分学生家长参加此次仪式。

庄严的奏唱国歌后仪式正式开始。党委书记李逸龙首先为毕业生送上祝福，随后由院长

周鹏教授为学位获得者一一颁发学位证书。毕业生上台前，2014 级辅导员为他们细心整理

学士服，并送上自己对他们的期许。授予仪式结束后，孔佑然代表全体 2018 届毕业生向周

鹏献花，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毕业生代表程琨发言，讲述了他对校园生活感恩与留恋，向毕

业生献上对未来生活的祝福。最后，李逸龙书记致辞，他从终生学习、热爱生活、悦纳自己

三个方面对毕业生提出新的要求。“从现在，启航吧，努力吧，前进吧！”李逸龙为毕业生鼓

劲，相信在座毕业生在未来将为中国创造价值，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



本次学位授予仪式不仅为 18 届毕业生的大学时光画上完美句号，同时也为他们的新生

活起跑线。“最难忘的是在上台之前辅导员帮我们整理衣服的时候，脑海中回想着与他们相

处的四年时光，就觉得大学时光真的是要结束了。”毕业生李送杰在仪式结束后这样说道。

（作者 蔺彤 范熙钧）

石工学院举行 2018 年学位授予仪式

副院长苏玉亮主持学位授予仪式 吕俊杰摄影

6 月 25 日下午，我院 2018 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在逸夫礼堂隆重举行。仪式由学院副

院长苏玉亮主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长江学者、学院院长孙宝江教授为毕业生授

予学位。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栾凤池、副院长张志英、石油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晓珂、学院

导师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等与 2018 届毕业生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

苏院长首先代表学院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期盼全体毕业生“谨遵‘惟真惟

实’的校训，用‘为中国加油、让人生闪光’的价值追求在祖国甚至世界各地建功立业。”

随后，孙宝江教授为毕业生及毕业留学生授予学位，微笑、握手、拨穗、合影，简单的几秒

标志着大学学习生活的圆满结束，也将成为毕业生们铭记一生的宝贵记忆。学位授予结束之

后，毕业生代表李敬皎和蔡丽蓉向孙宝江院长赠送纪念礼物。

石油工程专业 2014级本科生张庆辰及留学生 RITAH NASAAZI作为 2018届毕业生代表发

言。他们结合四年求学的经历以及大学生活的点滴，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验，并代表全体

2018 届毕业生向学校和学院给予美好的祝愿。

据悉，2018 年学院整体就业率 96.22%，其中本科生升学率 48.95%，均创近年新高。毕

业生中涌现了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一等奖、全国研究生数学建



模竞赛一等奖、第十二届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王涛英才奖”、山东省先进班集体等一

批优秀集体和个人。经评定，共有 829 人获得学位，其中博士 18 人、硕士 267 人、学士 429

人，本科留学生 104 人，硕士留学生 9 人，博士留学生 2 人。（作者 单珣韦宝鑫 ）

储建学院隆重举行“七一”表彰暨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储建学院全体师生党员庄严宣誓 郑健摄

6 月 21 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到来之际，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组织全体师

生党员在工科 D 大厅隆重举行七一表彰大会暨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学院党委书记高平

发、党委副书记张程、党委委员及各党支部书记、教职工党员、学生党员 200 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始，储建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程主持，他指出本次活动旨

在回顾建党 97 周年的光辉历程，总结学院过去一年的党建工作，表彰先进，鼓舞干劲，以

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的活动为党的生日献礼，为毕业生党员送行。

储建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刘刚宣读七一表彰决定，机关党支部等 5 个党支部获评先进

党支部，王海琴、何利民等 42 名党员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李玉坤等 3 人获评优秀党建工作

者，党委书记高平发为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奖并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土木工程系党支部书记黄思凝同志代表先进党支部上台发言，他说：“青年要时刻保持

着青春的朝气，践行党员责任和义务，以踏实做人、扎实干事的态度和行动，为建设高水平

研究型学院和学校双一流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接着，毕业生党员代表、2014 级本科生刘鹏上台发言，他在发言中表达了对母校、对

党组织、对学院师生的感激之情，他说：“作为毕业生党员，今后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都

时刻谨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争取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不辜负组织的教育，

不辜负母校的培养，不辜负老师的教诲，做社会的栋梁，为学校争光，为储运与建筑工程学

院添彩。”



随后，研究生党员代表李晓磊带领全体党员庄严宣誓，慷慨激昂的誓词中流露出储建学

院全体师生党员对党的热忱，表达了他们对党的庄严承诺，现场的老党员同志也庄严地举起

右手再一次重温了入党誓言。

最后，学院党委书记高平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了要加快实现“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把我校建成全面建成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具有“一流学科”储建学院

应该走在学校各项工作的前列，明确任务，振奋精神，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做好各项工作的

思路、途径和方法，不断开创学院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他希望学院全体师生党员坚决做到“三

个牢记”，要牢记使命、坚定信念，要牢记使命、苦干实干，要牢记党员身份、一身正气，

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主体意识，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和时不待我的决

心，为学校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本次七一表彰暨入党宣誓仪式对于学院全体师生党员牢记党的光辉历史，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进一步提高学院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

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推动学院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

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 郑健 宋献杰 辛爱青）

计通学院 2018 年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学院 2018 年学位授予仪式现场 王彦琛摄

2018 年 6 月 24 日，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8 年学位授予仪式在逸夫礼堂隆重举行。

学院党委书记方召杰，常务副院长宫法明，副院长李克文、崔学荣，党委副书记杨武成，软



件工程系主任张俊三，物联网工程系主任刘新平，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史永宏、党支

部书记曹绍华出席学位授予，部分学生家长到现场观礼。

学位授予仪式首先由宫法明院长为获得硕士学位的 69 名毕业生以及获得学士学位的

309 名毕业生拨流苏、授予学位证书，并与每个人合影留念。学位授予结束后，毕业生代表

——2014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杜强向宫法明院长献花，表达毕业生对学院以及

学校的感激之情。

研究生 15 级 2 班隋萌萌代表毕业生发言，“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尚，造就我

们不畏艰险，追求卓越，求真务实，创新图强的石大精神，激励我们坚定信念，自强不息。”

最后，她还表达了对母校的感谢，“这一路走来，有两个字始终在我心底铭记：感恩。感谢

母校为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广阔的科研发展平台，感谢领导和老师为学生自主创新

提供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感谢同学们的持续鼓励与无私帮助！”

最后，方召杰书记表示，“在这离别的日子里，祝愿我们的毕业生前程似锦，一帆风顺，

学院永远是你们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作者 周密刘杰游应红）

◆简讯 11 条
1. 6 月 21 日中国石油大学万科校园俱乐部启动仪式暨万科匠人精神进校园活动举行

（经管学院 陈梦其)

2. 6 月 21 日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举行就业分享交流会（文学院 杜文倩 施昭卉）

3. 6 月 21 日计通学院庆祝建党 97 周年（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陈继东）

4. 6 月 22 日社会实践指导中心组织召开中国石油大学“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大讲

堂”（机电学院 董亚文）

5. 6 月 23 日化工学院举行毕业生党员出征仪式暨廉洁从业教育（化工学院 侯燕芳）

6. 6 月 23 日“涵碧楼杯”奥林匹克日炫彩跑活动志愿者服务（机电学院 刘茄玲）

7. 6 月 24 日机电工程学院举办毕业季之“学长有话说”青春交流会（机电学院 张奥

翔 王海娜）

8. 6 月 24 日化学工程学院举办班徽剪纸展示活动（化工学院 李汪情）

9. 6 月 25 日计通学院面向全体毕业生成功举办“学习职场礼仪，成就完美人生”专题

讲座（计通学院 刘杰 郑源田）

10. 6月26日化学工程学院2018年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化工学院 桑如松 邵

旋昊）

11. 6 月 29 日经管学院举办“2018 届经管学院毕业生文明离校”活动 （经管学院 崔

新婕 黄继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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